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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行政区划图
★声景ｗｏ

谈则
幸木墙量格沙首

克腐哈萨克Ｋ自清－二
网。

肃北蒙古族自治碁

Ｌ＂
梯尔事下鸿

单ａ６
中血ａ乃ｅ

ｏ装王集

海西蒙古族霞族自治州

及格尔本市

甘肃省行政区划简表

全省统计

兰州市
蹈级位
累俗关市
张掖市

｜１个地级雷、２个自前期。价个县县市、１７个部辖Ｋ、８个里、个百独里

｜被美区、七里《区、要宁区、再固区、红古区．水登县、些县．格中理

肃州区、正门前、教砸市、金斯县、瓜州县、戴北蒙古英白治县、网究源哈萨克旅自剂
过区。民乐县、临泽且、山月具、高台具。肃商豁冒教白验强

金昌市

武威市

｜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视藏茨自泊昌
｜自帽区．平川区、景奉具、清远具．会宁具

定西方

｜女定区、地蕾县、展丙县、解县、海县、暂容县、钻流县

｜岭钢区、华ｅ市、崇信县、阶川且、灵有县、静宁县、庄浪县

庆阳市

｜西峰区、庆城县、华施县、合水县、宁县、Ｅ宁且、镇原具、环

｜天水市
｜秦州区．变积区、秦安县、清水县、世容县、武山县，赛家川国族自治！
市｜武都区．康县、图和县、礼具．减县、重县。离当县，文县、容昌县
声夏国族自治州 ｜临夏市、省夏县、水端县、广河县、康乐县，和政具，系多族自浴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脸拉

甘南藏族自治州 ｜合作布、夏河具．临潭具、哀足县．选品具、绿曲县。码曲县、衡由！

时藏自始 国

审图号：甘Ｓ（２０１９）００３号

［审家ｒａ西。

图说
日成

甘肃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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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行武中心
－－－市级界
市、州、塑行政中心－
心－－－－－－具极界
－－－－－－马新自然保护区
具级行政中心

｜ｅ额济纳的

河流水库
Ｍ泊

｜乡辅附地

其他居民地

————国

－一－省报界

某套图ｏ

玄

山峰及高程

｜启２达孔天然样ＰＣ《３送花风颗快目然采户区４蹲Ｃ自

比例尺１：４ ５００Ｏ

给

杭绵旗
Ｋ身区

ｅ郭尔多斯市

｜２５ｓ
ｅ 鄂托支Ｍ

格里沙膜

●银用

·检林市
Ｗ托克前读

舍吴忠市

陕子

Ｆｂｒ

海延安市

怎西宁市
海南藏族自治州，
—货赛

和顶程５系
黄南戴族自治州多

间南蒙古族户合」

咸阳市＊

地５

西安市重目

｜前洛市

宁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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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每体例测

酒泉义星发射中：

本山大

限教升食国Ｖ６去
鸣沙山－月牙策

图说

甘肃精品旅游线路图

甘肃精品旅游线路囹
◎ 城市（镇）
）旅游景区、最点
登飞机场

ｙａｇｅｓｂｓｄ

丝路快车停靠点｜

二丹吉林沙溪

中命器单命纪分馆

我东石刻艺术体纸全
周级度３

化石意专２庆阳

Ａ白银

九素丙

日肃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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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发展变化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４０００美元

经济总量

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曾曾曾曾管

财政收入
２０．４７亿元

１２０１６年

ＧＤＰ达到７１５２．０４亿元
＂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０倍

０２

－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８６．８亿

１９７８年

昌

全省总人口１８６９４５万人
农村人口１６００．０１万人

城镇人口２６９．４４万人
城镇化率仅为１４．４１％

２０１８年
｜全省常住人口为２６０９．９５万人

ｉ

农村人口 １４４３．５６万人

注ｔ量

城镇人口 １１６６．３９万人

［ｔ

城镇化率达到４４．６９％

｜

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３８倍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９５３４亿
８５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６１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９０．１４
＂亿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４４倍

开 始

城镇化发展

１９７８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２２．５亿元

自２０１４年

图说

经济发展四十年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发展
１９７８年

全省农业产值９２亿元
粮食总产５００万吨

肉类、棉花、油料
水果、牛奶、禽蛋等农

万吨左右，比１９７８ 产品产量也是数倍到
年超出６５０万吨

｜东西北南高
铁均打通甘肃进

公路通车里程达

入高铁时代

到１４万多公里，高速
公路超过３８００公里

铁路营运总
里程４５００公里

２０１８年

全省粮食总产
持续稳定在１１５０

日肃

２０１６年

全 省交
通投资达到
［１３９０亿元，增

杜萧省交通基础
破施投资２７９９万元

长４９６４倍

数十倍的增长

１９７８年
全省没有一条一级公路和高速公｜

农业增加值
｜达到１０１７．８１亿
元，是１９７８年的

路，铁路营运总里程２２４３公里

人民生活

１１倍多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 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４１７元 纯收入１０１元

工业经济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８年

全省工业

产值４０．８亿元

｜２０１８年

覆预盖城乡的义务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公共卫生

体系和基木医疗服务不断健全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５６９３．５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７４５６．９元，分别是１９７８年的
６１．６倍多、７３．８倍多

２０１８年
全部工业增加值
｜达到２４９１．５３亿元

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１倍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４０年前的近６０％
下降到３５％

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近７０？？降到４６％

肃

作Ｅ骏 ２０Ｅ

ＳＵ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８７．６

２００６年一２０１７年甘肃私家车拥有量
单位：万辆

［２５７．

１１６３．４｜

１３５．７
１０９．９
８７．６
６９．３
３５．（

２４．２］［２８

５１．２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１９８０年一２０１７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趋势图
单位：元
２０６５９

ｅ．· Ｈ…３

农 村■

·………．．…．·．····…·＇·ｓ·
｜３９！

１２７

８０３０

图说

城乡居民消费四十年变化｜

日耐

１９９３年一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趋势图

深

国

｜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１０．９
４６．２

１９９３年

３４．

１９９８年

食品烟酒

３３．０｜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衣着
教育文化娱乐

■ 交通通信

３１．１
２０１２年

■居住
医疗保健

２９２

２０％

２０１７年

生活用品及服务
其他用品及服务

１９９３年一２０１７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趋势图

书■

爱

国
０５

｜１００％
｜８０％

ｄ：

｜ｚａ

６．７

４４．９

１９９３年

食品姻酒
■交通通信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２年

■衣着
■教育文化娱乐

４４．５
２００７年

３７．１｜

２０１２年

■居住
■医疗保健

１９４
６．３
３０．４

６０％
４０？？
２０％

２０１７年

｜■生活用品及服务
■其他用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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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酒 泉市

ｗ们

兰州市作为甘肃省的省会，是中国西北地区重
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

细年读

酒泉市是敦煌艺术的故乡、现代航天的摇篮、
心城市之一，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２０１８
全年实现ＧＤＰ２７３２．９０亿元，名义塔速８．３人均 新中国石油工业和核工业的发祥地。２０１８全年实
ＧＤＰ７３２７６元。
现 ＧＤＰ５９６．９０亿元，名义增速１６．６３人均

庆阳市

ＧＤＰ５３１２４元。

白银 市

Ｆｒ三．忌Ｔ门｜｜｜
庆阳市位于陕甘宁三省区的交汇处，是中国西
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国家级陇

东大型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
蕴藏富集，长庆油田的发源地。２０１８全年实现
ＧＤＰ７０８．２０亿元，名 义增速 １４．４２人均
ＧＤＰ３１３８３元。

白银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５１１．６０亿元，名义

增速１３．７２人均ＧＤＰ２９５８４元。
｜武 威市

乱天水市

天水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６５２．１０亿元，名义增速
６．０４人均ＧＤＰ１９５２５元。

武威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４６９．２７亿元，名义
增速６．７５人均ＧＤＰ２５７０９元。

图说

甘肃２０１８年各地ＧＤＰ情况 ｜

张掖 市

日肃

嘉 峪 关 市

ａ３这文：＝＝ｈｏｒ

ｓｒ以一：Ｅ八ｐ心
张掖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４０７．７０亿元，名义增 嘉峪关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２９９．６２亿元，名
义增速４２．０１人均ＧＤＰ１１９９４４元。
速０．８８人均ＧＤＰ３３１６５元。

平 凉 市

｜金昌市
５

Ｃ出Ｈｗ

人大归－
做ＴｔＴ州
平凉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３９５．２０亿元，名义增

速１．６２人均ＧＤＰ１８７０５元。

陇 南市

｜金昌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２６４．２０亿元，名义

增速１７．７９人均ＧＤＰ５６３０９元。
临夏回族自治州

三二７Ｅ的机Ｔ

陇南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３７９．２０亿元，名义
增速６．７３人均ＧＤＰ１４４５６元。

［定西市

临夏回族自治州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２５５．３０
亿元，名义增速６．８９人均ＧＤＰ１２４９０元。

甘南藏族自治州

下文运

定西市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３５６．３６亿元，名义
增速２．６６，人均ＧＤＰ１２６８９元。

演员

｜甘南藏族自治州２０１８全年实现ＧＤＰ１５５．７０

亿元，名义增速１３．９９人均ＧＤＰ２１７４０元。

甘肃

全Ｅ ２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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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甘肃省１－１２月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Ｃ－月

１－３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８５６．４亿元，增长９．６？？其中：省级支出２８３．６亿

１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０．６亿元，完 元，增长７１．７？？？县级支出５７２．８亿元，下降７？？
成年初预算的１０．６比去年同期增收１１．３亿元， 市县支出下降主要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增长１４．２？？其中；省级收入２９．６亿元，增长９％； ｜今年由省级统一列支以及部分市县支出列报口径
市县级收入６１亿元，增长１６．９？？全省一般公共预 调整等因素影响。

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７４．４亿元，增长２８非税收
Ｃ四月
入１６．２亿元，下降２３．６？？
｜ １－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２７２．５亿
１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１３．８亿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７．５比去年同期减支４６．１亿元， 元，增长８．５？？其中：省级收入８０．２亿元，增长
下降１７．８？？其中：省级支出７７．８亿元，下降 ｜８．１？？？县级收入１９２．３亿元，增长８．６？？全省一
５．７市县级支出１３６亿元，下降２３．３？？

ｃ二月
１－２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２０６亿元，增长
２２．１？？？税收入６６．５亿元，下降１９．５？？
１－４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１０７４．２

亿元，增长１１．６？？其中、省级支出３２８．２亿元，增

１４１．８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６．７比去年同期 长６０．１？？？县级支出７４６亿元，下降１．５？？全省
增收１８．４亿元，增长１４．９？？其中：省级收入４２．５ 民生支出８８２．９亿元，增长９．１？？？贫支出（２１３０５
亿元，增长１１．８市县级收入９９．３亿元，增长 科目）３３．３亿元，增长１００．３？？
１６．２？？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Ｃ集五月■
１１３．３亿元，增长２５．４？？？税收入２８．５亿元，下降

１３．９？？

１－５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３６８．６亿

１－２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５０３．３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１７．４比去年同期
增支７３．７亿元，增长１７．１？？其中：省级支出１７９．６
亿元，占全省支出总额的３５．７增长５６？？？县
级支出３２３．７亿元，占全省支出总额的６４．３增
长２．９？？

ｃ三月
１－３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元，增长１１．９？？其中：省级收入１０９．５亿元，增长
１９？？？县级收入２５９．１亿元，增长９．１？？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２７５．１亿元，增长

２１．１？？？税收入９３．５亿元，下降８．６？？
１－５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１３６７．１
亿元，增长９？？其中．省级支出３９２．４亿元，同比增

长２０．４？？？县级支出９７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５？？

Ｃ六月

１９７．７亿元，增长７．８？？其中：省级收入５４．９亿元，
１－６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增长５．３？？？县级收入１４２．８亿元，增长８．９？？全 ４５１．９亿元，增长１０．２？？其中：省级收入１２６．８亿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１５１．５亿元，增 元，增长１７４？？？县级收入３２５．１亿元，增长
７．６？？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３２３．３
长２６．３？？？税收入４６．２亿元，下降２７．１？？

数说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１－１２月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日肃

亿元，增长１７．６非税收入１２８．６亿元，下降元，增长１９．９？？？县级支出２１１６亿元，增长

１３．７？？

４．８％

１－６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１８６８．７亿元，增长８．６？？其中：省级支出４６３．７亿
元，增长１０．６？？？县级支出１４０５亿元，增长８？？

Ｃ七月

Ｃｔ月
１－１０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７１０．１亿元，增长７．４？？其中：省级收入２０７．６亿
｜元，增长９．７？？？县级收入５０２．５亿元，增长

１－７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５３０．６亿 ６．５？？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５１１．６
元，完成预算的６２．４比去年同期增收５５．１亿 亿元，增长１２．２非税收入１９８．５亿元，下降
元，增长１１．６？？其中：省级收入１５４．９亿元，增长 ３．３？？
１－１０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１７．３？？？县级收入３７５．７亿元，增长９．４？？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３８４．４亿元，增长 ２９５７．７亿元，增长１５．９？？其中：省级支出６６３．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１？？？县级支出２２９４．４亿元，同
１８．３？？？税收入１４６．２亿元，下降３？？
１－７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２１１３．４ 比增长１４．９？？
亿元，完成预算的５９．５比去年同期增支２２０亿
Ｃ一月
元，增长１１．６？？其中：省级支出５１５．３亿元，增长
１５？？？县级支出１５９８．１亿元，增长１０．６？？
１－１１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７８２．２亿元，增长６．６？？其中：省级收入２２１．４亿
（Ｃ八月
元，增长５．４？？？县级收入 ５６０．８亿元，增长
｜１－８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５８３ ７．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５６５．６

亿元，增长１０．７？？其中：省级收入１６９．１亿元，增 亿元，增长１１．７非税收入２１６．６亿元，下降
长１４．７市县级收入４１３．９亿元，增长９．１？？全 ４．８？？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４２１．６亿元，增
长１７．２？？？税收入１６１．４亿元，下降３．３？？
１－８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１－１１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３２６５．３亿元，增长１３．７？？其中：省级支出７５４．４亿

元，增长２０．５？？？县级支出２５１０．９亿元，增长
２３５１．３亿元，增长１１．４？？其中：省级支出５４８．８亿 １１．８？？
元，增长１３．６？？？县级支出１８０２．５亿元，增长

１０．７％，
Ｃ会九月

以十二月
１－１２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８７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３？？其中：省级收入２４２．１

１－９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８．９？？？县级收入６２８．７亿元，同

６４０．８亿元，增长８．８？？其中：省级收入１８４．４亿 比增长８．１？？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

元，增长１１．６？？？县级收入４５６．４亿元，增长 ｜入６１０．４亿元，同比塔长１３．６？？？税收入２６０．４亿
７．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４５７
亿元，增长１４．３非税收入１８３．８亿元，下降

２．８％：

元，同比下降２．３？？
１－１２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３７７３．８亿元，增长１４．２？？其中：省级支出８２５．４亿

１－９月，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元，同比增长２１．２？？？县级支出２９４８．４亿元，同
２７４８．５亿元，增长１５．１？？其中：省级支出６３２．５亿 比增长１２．４？？

甘肃

年Ｅ吸 ２０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

武威市天祝县松山镇藜麦种植区（杨大立摄）

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哈班岔的板蓝根种植基地（照片由兰州市扶贫办提供）

图说

｜脱贫攻坚·产业扶贫

日肃

临夏州积石山县扶贫车间（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ｐｋｓ／ｏ－ｔ：（ｃ
ｔ１
从ｔｓ湖ｏｓ社

的ｙｓ公Ｍ学ｓ长Ｗ民菜

平凉市庄浪具郑河乡上寨村合作社养蜂场一角

临夏州和政县贫困户大力发展啤特果产业

（照片由庄浪县史志办提供）

（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天水市清水县光伏扶贫项目（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甘赤
个Ｆ

２０１９｜

ＵＹＥＡＲＢＯ０

产设析度的开
ＡＩＡｃ分０．ｌ Ｇｓｔ４ｗｌ／）

Ｈ工 仅式

１ｅ－产Ａ

定西市陇西县自然村村组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张宾 摄）

定西市陇西县２０１８年新建成农村公路（张宾 摄）

图说

脱贫攻坚·交通扶贫

日肃

｜陇南市西和县农村公路建设（张宾 摄）

｜ 陇南市礼县龙林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张宾 摄）

甘肃
任骏

２０１９｜

；Ｕ ＹＥＡＲＢＯＯ％

平凉市民馨家因廉租房小区（照片由省住建厅提供）

陇南市康县望关乡寨子村农村危房改造（照片由省住建厅提供）

ｎｔｈｍ

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元古堆村（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兰州市榆中县甘草店镇易地

图说

脱贫攻坚·住房扶贫

扶贫搬迁，点（照片由兰州市扶贫办提供）

日肃

兰州市甸子街初户区改造项目（照片由省住建厅提供）

｜陇南市康县平洛镇孙家坝村农村危房改造（照片由省住建厅提供）

甘肃
在

２０１９｜

定西市大力创办新时代农民脱
｜贫攻坚讲习所助推精神扶贫（照片由
省状贫办提供

ａｕｔｅａｍｍｋｇｘ生４ｏｕａｇｒｙ＃ａｏｎ．

在２０１８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暨首场脱贫攻
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庄浪县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奖组 ｜

织创新奖（照片由平凉市史志办提供）

客｜＂活＇５ｏＡ气却ｓＮ．贤５＇ｅｅ１

材一南州人民医 院

ｍｓｎ５页ｒ回ｊｕｇｅ
ＩＩⅢ ＴＩＩ ｗ

签衡伙
级Ａ因ｚｕ６，理市ｔｌＡＲＩＥ至分ｅｓ

ＮＩＵｕ

天津市三级医院组团帮扶甘南州人民医院签约仪式（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图说

脱贫攻坚·助推脱贫

平凉市华亭县贫困群众用上了自来水（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我们脱贫了

Ｎｏｒｇ
天水市武山县沿安乡九棵树村脱贫群众（照片由省扶贫办提供）

日嗣

甘肃

全Ｅ Ｐ０Ｅ

ＹＥＡＲＢＯ０４

脱贫攻坚·生态治理

白银市景泰县移民搬迁后祁连山生态逐渐恢复（照片由白银市史志办提供）

条

泾河平凉段首次发现针尾鸭
（照片由平凉市史志办提供）

庆阳市合水县甘肃省东部百万亩土地整治项目
（照片由庆阳市史志办提供）

｜ 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林场沙漠变绿洲（照片由武威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中心提供）

｜编辑说明
一、《甘肃年鉴》（２０１９）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办的系统
记述全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保护等各方面情况的大型年度资料性文献。

二、《甘肃年鉴》（２０１９）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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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记述全省各
地、各部门、各行业基本情况，反映全省改革发展进程，为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甘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海内外各界了解甘肃、研究甘肃提

供基本资料和历史借鉴。
三、《甘肃年鉴》（２０１９）采用分类编辑法。内文采用三级结构层次，以条目为表现基

本形式。全书条目的标题统一用黑体加【】表示。

四、《甘肃年鉴》（２０１９）记述２０１８年度的甘肃省情。设特载、专记、大事记、省情概
览等３１个类目。

五、《甘肃年鉴》（２０１９）所载内容和数据，由省上各部门、单位、社会团体、行业组
织、企事业单位和市县党政部门提供；插页及正文照片，凡无明确标注摄影者，均由资料

提供单位提供。

六、《甘肃年鉴》（２０１９）附电子版（光盘），插装于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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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助力脱贫攻坚
重要会议·

省委办公厅工作…
服务中心工作
督查落实
保障与协调

公务接待
综合文稿服务
信息工作
调查研究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动
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全省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讨班
统一战线工作……
｜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多党合作制度
维护民族团结
藏区统战工作

宗教统战工作
组织工作…… ……………………６２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安全保卫与保密

全省党组织及党员情况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党员干部政治思想建设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

领导班子换届和调整配备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助力脱贫攻坚
二作·…·…·………………７０
侨务工作…

全省组织系统督查员队伍建设
党建工作

《甘肃省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办法》 概况
侨务引资
｜选人用人巡视检查

干部队伍建设

｜海外联谊

脱贫攻坚服务保障

侨务文教服务

２ ｜目录

｜ 交流与培训

省直机关党建……

首次承担赴国外开展＂华文教育名师巡讲＂活动

机构改革

攻策研究 ………

｜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调查研究

机关党的理论武装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文稿起草

财经服务
｜信息服务和党刊编辑
助力脱贫攻坚
全面深化改革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助力脱贫攻坚
信访工作 ………

７２ ｜概况

概况
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政治体制改革
｜ 文化体制改革
社会事业领域改革

｜服务经济社会

信访网络建设
信访事项办理＂六清六准

信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保密工作……………
保密机构改革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纪检监察制度改革
巡视工作 ………

甘肃

推进全省作风建设年活动
加强纪律建设和日常监督

改革推进与督察督办

………………７６ 保密工作督查

十三届省委第二轮巡视

保密检查查处

十三届省委第三轮巡视

保密干部培训
保密法治宣传教育
保密科技及服务保障
精神文明建设 …

｜巡视整改

推进市县巡察
《中共甘肃省委巡视工作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机构编制工作 ……

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

全省机构改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第六届甘肃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重点领域改革
机构编制管理

机构编制管理信息化

第五届甘肃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征
集评选活动
｜精神文明五大创建活动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专项行动

机构编制督查

诚信建设制度化
目录｜３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老干部工作·……
离退休干部党建
甘肃 离退休干部正能量活动
年鉴 老干部精准服务

曾

０

文化养老

ＧＡＮＳＵ 离休干部生活待遇经费保障
｜老干部工作调研宣传与信息化建设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脱贫攻坚帮扶

关心下—代工作………………
主题教育与示范基地建设
关爱帮扶青少年
＂绿脚印、全热爱＂大型公益活动开展
＂五老两送三进＂活动开展

概况
｜青年文化交流

基层民众交流
高层参访

陇台经贸合作

对台宣传
党校工作…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建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

重点调查研究
｜专项督查

｜基层关工委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关于实施创新工程的意见（试行）》
培训工作
｜科研和智库工作

＂最美五老＂表彰

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党史工作…

队伍建设

概况

甘肃行政学院 …………………………８９

｜党史编撰与出版

党史课题研究与资料征编
党史书籍影视审读审看
｜党史宣传教育
党史业务指导
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中国共产党甘肃改革开放４０年大事记》出版

甘肃省纪念杨静仁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座谈会
《巍巍子午岭——王秉祥回忆录》出版
全省党史系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座谈会
首次＂青年党史讲堂＂举办
全省党史干部培训班举办
台湾事务……

｜４｜目录

教学培训
｜科学研究
智库建设

助力精准扶贫
肃社会主义学院…

概况
教学培训
｜科研工作及成果

文化交流
精准扶贫
学院大事辑要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推进政务公开

助推脱贫攻坚
｜推进办公厅机关帮扶

方立法与监督工作……………

｜地方立法工作
监督工作
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人事任免
｜重要会议·…………

｜外事 港澳事务 ……………………

｜ 概况
党管外事

甘肃
｜年鉴

２０ｇ

｜高层互访

ＧＡＮＳＵ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服务节会

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民代表大会 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搭建商协会及旅游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外事管理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民间外交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第十三期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外事队伍建设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甘肃省人民政府

港澳事务

省政府决策服务·……………

｜文稿起草
课题调研

｜省政府重要会议……

决策咨询及党刊编辑

十三届省政府全体会议

｜助力脱贫攻坚

省政府常务会议
省长办公会议
省政府为民办１０件实事项日

｜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立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推进重大决策落实
协调落实与会务办理
文件办理与信息报送

概况
参事工作
助力脱贫攻坚
第二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

｜ 政务督查督办

｜应急管理工作…………１１３

建议提案办理

组建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

＂放管服＂改革

｜政府参事工作…………

｜目录｜５

安全生产法治建设
｜专项培训

法规制度建设
重大专项任务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 机构改革

｜执法监察
甘肃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年鉴 专项治理
２０１９｜ 矿山监管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８０ＯＫ ｜危化品监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甘肃省委员会
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１１９

｜防汛抗旱

全体委员会议

宣传教育
安全生产

常务委员会会议

｜消防应急救援…

全国政协来甘调研

概况
接警抢险

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研讨会

火灾防控

举办全省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

火灾形势分析

开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

２０１８年全省月度火灾数发展趋势

开展营造甘肃省良好营商环境监督性视察

救援能力建设

助力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助推脱贫攻坚

｜重要活动及调研……………………

｜消防队伍建设

＂南梁精神＂研究和《人文甘肃》系列从书编纂

甘肃省消防总队集体退出现役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训词消防救援实战演练

新任委员培训班举办

全省首届＂先锋杯＂实战大比武

提案委员会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甘肃总队邓四林当选全国第四届＂十大杰出消防卫士＂

专门委员会工作……………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管理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公共机构节能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综合事务管理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公共消防安全的人民卫土班玛加
｜机关事务·……

办公用房管理

６ 目录

定点帮扶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脱贫攻坚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委员会甘肃省监察委员会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专项监督

社会服务
重要会议…………１２５ 祖统联谊

甘肃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 ｜ 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
体会议

年鉴

＂团结行＂走进甘肃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甘肃首个民革党员之家落户邓园
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重要活动．………

组织建设

｜甘肃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参政议政

＂护航脱贫攻坚＂专题集中采访活动
宪法宣誓仪式
｜纪检监察…

……１２６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全省监察体制改革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

课题调研
｜建言献策
｜交流与合作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助力脱贫

｜开展审查调查

农村教育烛光行动
传统教育与理论研究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宣传工作

涉黑涉恶倏败问题专项治理
政治巡视巡察

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 ……
｜组织建设

政风肃纪

专委会工作
政治协商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
专题调研和社情民意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扶贫助困工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１２９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参政议政

民建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甘肃）宣讲会

＂精准帮扶爱心捐赠＂救护车捐赠暨扶贫助学活动

｜调查研究

民建＂思源佑华教育移良班在和政县四中举行开班仪式

提案工作

筹备申办公经济发展论坛
目录７

甘肃

年鉴
团

民建省直甘肃农业大学支剂成立大会在甘肃农业大学召开

思想建设

｜纪念黄炎培诞辰１７０周年痤谈炎会

社员培训工作

民建十肃省委召开纪念九届二次全委会议

＂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动
《爱在左。同情在右》获得社中央优秀新闻作品奖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组织建设
思想建设
参政议政

ＧＡＮＳＵ 宣传报道

｜ＹＥＡＲＧＯｏＫ

甘肃九三书画院召开成立座谈会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草原生态修复＂课题调研座谈会
《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关于尽快开工建设定西至平谅至庆阳铁路的提案》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与精准扶贫
社会服务＂同心＂品牌工作开展

《关于加快我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联谊会工作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１

理论研究工作

组织建设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一带一路＇敦煌教育文化论坛＂
承办＂民进第３１届＇三北＇地区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组织建设

思想政治引导
调查研究
参政议政
营商环境建设

《关于甘肃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提案》

民主监督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
＂民企陇上行＂活动
＂双百千＂培育工程
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
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

｜社会服务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第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

｜参政议政
课题调研
社情民意

宣传工作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组织建设
｜专题调研

北京甘肃企业商会向东乡县捐赠仪式

甘肃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四届一次理事会
｜表彰奖励

群众团体

政治协商
｜建言献策

民主监督

甘肃省总工会………………………………………１４３

精准帮扶

建功立业

社会服务

创新创业

｜系列纪念活动

开展帮扶救助

｜８ｌ目录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夯实基层工会基础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１５０

概况
省总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甘肃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五一劳动奖大会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省总工会十二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

残疾人康复
残疾人脱贫攻坚和兜底保障

甘肃

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１４

｜残疾预防工作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２０Ｅ

｜专门服务机构建设

｜省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会议

｜年鉴
ＧＡＮＳＵ

起草《甘肃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 残疾人就业创业与技能培训

甘肃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

特殊教育服务
｜残疾人体育文化宣传事业
助残康复救助项目
助盲就业脱贫行

引导青年创新创业就业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维护青少年权益
青年婚恋交友服务

｜概况

基层建设
甘肃省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青春故事分享会

青年志愿者服务
西部计划项目
＂三下乡＂署期社会实践
关爱留守儿童
｜少先队评优表彰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基层组织建设
三八红旗手表彰
建设巾幅扶贫车间及产业扶贫
＂陇原妹＂输转就业

＂陵原巧手＂居家就业项目
农村妇女＂两缩＂检查项目

甘肃省侨联六届八次全委会议召开
｜推动教育公益事业新发展
｜＂侨爱心光明行＂走进甘肃公益项目

参加中国侨联＂十代会＂
中国侨联顾问唐间生出席２０１８（戊戌）年公祭伏羲大典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排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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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马来西亚、泰国
出访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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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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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概况
文艺活动

甘肃省作家协会

甘肃省军区………………………１６１

甘肃省戏剧家协会

思想政治工作

甘肃省电影家协会

战备训练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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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工作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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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舞蹈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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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领域改革
基础保障实现历史性突破
首次完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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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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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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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
｜主要经济指标

科技创新
产品结构调整

基建与技改
节能减排

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石化工业…

中小疑企业融资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创新创业

概况

生产经营

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中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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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下转规上＂培育行动

中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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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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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网廿肃省电力公司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材工业·……………………

金融业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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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调控管理……………………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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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合作
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风险防控

中小企业管理……

银行监管、保险监管………

概况

金融服务改革

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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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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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
甘肃省信用联社…………………２２
概况
信贷支农
｜资金运营

金融市场整治
｜信用风险防控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甘肃 银行业脱贫攻坚

年鉴 证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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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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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创新研发

市场监管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概况
金融体制改革

商业贸易…
｜ 概况

金融精准扶贫

消费市场运行

绿色金融

行业销售运行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冷链物流

｜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国家级公益性农产品示范市场

概况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民生消费领域服务

……２２３

……－２２０ 会展业
｜对外贸易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口岸建设

招商引资
．…２２０ 电子商务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业务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
风险防控

服务实体经济发

服务＂三农＂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经济合作…………………
…………………２２５
｜招商引资
｜招商推介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甘肃银行……

｜境内境外会展交流

概况

药博会招商产业大会

对公业务

供销合作………

个人业务

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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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届兰洽会

综合改革

公路养护
客货运输

服务贫困地区项目
＂兰洽会＂签约

｜运输服务
｜ 高速公路运营

服务社会

２０１８年国际采购商大会暨中国（甘肃）供销农特产品 行业治理
｜产销对接活动

｜智慧绿色交通

烟草销售……………………………２２

行业科技创新

概况
市场管理

平安交通建设

营销网建
管理创新

｜烟叶产销
……………２２８
公共资源交易…

高速公路管理·
概况
＂互联网＋服务平台＂
＂互联网＋ＥＴＣ发行＂

甘肃
年鉴
｜２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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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互联网＋智能收费＇

概况

铁路运输……………………………………２３４

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共享

基础设施建设
运输主要指标
基本项日投资

＂阳光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非公经济…

…２２８

概况

乌鞘岭隧道自动闭塞设备更新改望

｜优化营商环境

货运产品供给

金融助力非公企业发展

国际运输

重要节会……………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甘肃民族地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成就展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图片展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么

机车、乘务交路
移动支付方式全面推广
临客及旅游列车开行

站车竞赛评比
｜铁路运输扶贫

民航安全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 通信
公路运输…

………………２３１

｜安全运输生产

｜民航风险防控
机场安全保障

概况

飞行运行监管

基础设施建设

空防安全监管

｜交通脱贫攻坚

空管安全运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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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保障

行业安全

航行新技术应用
监管模式调整改革

电信 ………………………２４１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
企业管理

｜服务保障

甘肃 ｜东航甘肃分公司

年鉴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ｐ０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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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移动市场
调结构转方式
基础设施
通……………………………．…．．．…２４２

……２３９

工业交通投资…

经营指标
实体运营

｜移动……

…………………………………

业务经营
｜ 网络运营
服务用户

｜平台业务

存量资产及投资收益管理

｜经济管理与监督
支展与改革…
经济运行

概况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兰州新区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建设

规划政策制定

网络提速降费

生态农业建设

通信基础设施

｜交通项日建设

通信市场放管服改革

能源项目建设

通信服务质量监管
应急通信保障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邮政…··

｜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
生产产业发展和骨干企业培育
｜价格管理
………２４００ 重点领域改革

业务发展

｜扩大对外开放

政策保持

保障改善民生

普遍服务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

快递服务

国内首座百兆瓦光热电站并网发电

行政执法

｜粮食和物资储备…………………………·２４６

１８｜目录

全省粮食流通基本指标

药品安全监管

粮食流通项目建设
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粮食库存大清查试点

政策扶持
市场法治建设
机构改革

粮食流通监管

国家税务·…．

｜举办粮食安全高峰论坛

征管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税费收入

…２５４

｜税收营商环境

国资国企改革

税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资本布局结构优化
科技创新发展
国有资产监管
机构改革

全省出口退税增长２７％
甘肃省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数据交接

市场监督管理·

＂放管服＂改革
市场主体放量增长

财政预算与管理…………………

全省预算执行

－２４８

｜省级预算执行

政府债务控制与债券置换

企业信用信息监管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中央财政支持

质量提升与知名品牌创建

｜政府债务风险预警防控

市场执法

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支持
｜保路改善民生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

消费维权
价格监督检查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计量监督管理

｜标准化管理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商标专利监管

广告监管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２４７ 税制改革

国有经济运行

甘肃
年鉴

财政监察 …………………………２

｜部门预算监管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监管
防范基层财政运行风险
｜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工作
｜工作成效及荣誉
审计监督…
审计成果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扶贫审计
｜目录｜１９

甘肃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粮食产量调查

政府债务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
财政审计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海关工作………

机构改革
出人境监管防控

｜企业审计

年鉴 民生审计

｜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推进综合治税
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经济发展

ａ０ｇ ｜投资审计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８０ＯＫ ｜外资审计
依法文明审计
审计整改

能源监管

审计信息化建设
审计统筹管理
国家审计…

…２６０

市场监管
｜行业监管
电力安全监管

｜概况

｜资质许可监管

审计成果

电力稽查
煤矿安全监察 ………………………………２６５

｜经济责任审计
｜扶贫审计
｜金融审计

｜企业审计
｜资源环境审计
｜审计业务管理

｜Ｎ况
重点监察执法
安全风险管控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计与调查…
｜统计服务
统计政革
统计法治

土地资源………………

｜统计监测

｜土地利用规划

普查调查

｜土地利用现状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主要调查项目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耕地保护完成
耕地占补平衡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土地整治

优质统计服务

居民收支调查
贫困监测调查
２０｜目录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土地供应与市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山地质环境整治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２７１

地质调查
｜矿产地质勘查

不动产统一登记及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生态环境保护

陇西县农村上地制度政革三项试点
地征收制度改革

水文地质
缺水地区水资源勘查

宅基地制度改革

地热助查

矿产资源………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２６９ 国家地下水监测

｜矿产资源现状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制定
储量评审备案及价款评估

矿产资源规划
｜地质矿产勘查

基础地质调查
｜ 找矿突破

省级地质勘查基金找矿
矿产开发利用

工程地质项目

地理信息及测绘业
省级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
｜地质火害气象风险预警、灾情统计

舟曲汀顶崖地质灾害救灾及治理
环境地质和农业地质
｜城市地质和旅游地质
测绘与地理信息…······…

优势矿种分布
采矿权设置

｜测绘行业管理
测绘资质单位现状
｜省级综合监督检查

矿类统计

基础测绘与地理国情监测

生产规模统计

基础测绘信息与更新

矿政管理

［卫是基站运行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就

｜矿业权核查与审批

｜地理国情监测

过剩产能淘汰

地理信息成果与地图服务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安全生产

城市建设……………………………………２７３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

地质环境……………

｜地质灾害防治
｜地下水调查与监测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７０ 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工作任务
配套资金支持
目录 ｌ２１

｜住房供应体系建设

勘察设计………

概况

施工图审查
质量检查

市场调控和监管

专项审查

地产市场监管…………２７４

甘肃 国有十地房屋征收与补偿

年鉴 物业管理监管
列０ 住房公积金管理………………２３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概况

城市管理执法监督……·………·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违法建设治理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生产经营

公积金监管
网络平台业务

重点项目
新业务拓展

城市规划·……·…··………

规划编制

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

｜规划管理

安全生产

转型发展

村镇规划建设……
村镇规划

城乡发展投资……

村镇建设
｜农村危房改造

｜概况
｜项目建设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拓展融资

标准定额……

………………２７

生态环境保护 ……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

概况

｜工程造价监管

环保督察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２７

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改落实

｜工程建设管理

全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农村环境治理

建筑市场监管

环境监测

市场监管
行政审批
安全督查
建筑节能与科技……

环境执法监管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建设科技

２２ｌ目录

生态保护和修复

｜环境应急管理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２７９ ｜核与辐射管理
环境影响及评价管理
生态环境法规、制度、标准建设

………２８０

全省主要污染物减排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
｜普通中专招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非学历教育考试

｜大气污染防治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生态环境机构改革、＂垂改＂和综合执法队伍整合
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

｜部分高校…

土壤污染防治

兰州大学

固体废物及危化品污染防治

｜西北师范大学

节能降耗……

兰州理工大学

市场监管
行业监管

兰州交通大学

｜电力安全监管

｜ 甘肃农业大学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

甘肃
………２９２ 年鉴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西北民族大学

资质许可监管
电力稽查

教育 科技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甘肃政法学院
兰州城市学院
｜天水师范学院
｜河西学院
陇东学院

概况

兰州文理学院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

｜兰州工业学院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

科学技术………………·………………３１８

招生招考·……

普通高校招生

概况
科技体制改革

研究生招生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

｜ 高等教育
教育管理…

成人高校招生

验区建设
目录│２３

舅

科技项目研发
创新体系建设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３２３

｜知识产权工作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转让

科研成果

动物疫病防控

甘肃 全省４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奖

合作交流

年鉴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科技平台

２０ｇ

科技扶贫脱贫
ＧＡＮＳＵ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科研申报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科研立项

科技交流合作

科研成果
智库建设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交流与合作

概况

信息化平台建设

｜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

品牌工程

文化 旅 体育

科技成果

院地合作
智库决策咨询
＂西部之光＂人才计划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产业综述………………………３２５
机构改革

产业效益

旅游服务基础建设

｜科研工作进展与获奖

科技应用
甘肃省科学院…

文化产业………………………·…

…………３２１

文艺创作与活动

概况

公共文化与服务

科研开发

文化市场管理

科技产业化工作

对外文化交流

交流活动

港澳台文化交流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３２２ 文化产业建设

｜ 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科研创新及重点领域研究

旅游产业……………

科研平台及鉴定验收成果

合作交流
科研成果
２４｜目录

《甘肃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印发实施
国内旅游市场
人境旅游市场

境内外宣传促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红色旅游
｜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学术交流

全域旅游

｜科研工作

旅游市场执法检查
｜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

博物馆工作…

旅游商品管理
旅游招商引资
旅游景区建设
星级旅游饭店

．３３０

｜概况

２０１９

藏品管理
文物安全隐患排查

ＧＡＮＳＵ

文物科技保护
免费开放与宣传接待

导游人员管理

学术科研

智慧旅游建设

文博会工作………………………

第八届教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
文物工作……………………

文物保护
｜打造中华文明标识

＂四有＂基础与规划编制工作
考古发掘
文化遗产＂历史再现＂工程
｜文物馆藏建设
文物科研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对外交流
文物安全
文旅融合发展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图书馆工作…………
宣传贯彻《公共图书馆法》
文献资源保障
读者服务

信息咨询
文化共享工程

甘肃
年鉴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高峰会议
会议论坛
文化展览
文艺演出
面院工作………
｜美术合作交流
各类展览

朝圣·敦煌创作工程
艺术成就
体育…………………３３３
｜ 竞技体育

群众体育

青少年体育
体育产业项目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卫生事业综述……………－３５
机构改革

目录│２５

全省医疗机构概况
医药卫生体制改
医疗卫生…
医疗服务建设
基层卫生服务

甘肃
年鉴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ｇ｜ 中医药产业发展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中医药服务
｜ 援外医疗

卫生应急救援服务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网络宣传
出版管理工作…………………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图书行业日常管理
优秀出版物评审

全民阅读活动
版权管理…………３４５

｜健康扶贫工作

党政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

｜疾病预防控制…

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

传染病普遍防控
传染病重点防控
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控

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

公共卫生检测
预防接种服务和免疫规划

报刊奥论引导

十字事业．…

应急救援
应急救护培训

造血干细胞，遗体和器官捐献
人道救助

部分医疗机构………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版权执法与法律服务
新闻报刊管理·

·…………３４６

报刊监管和审读
｜精品报刊出版
报刊出版核验
广播影视……
｜新闻舆论宣传

｜广播电视安全整治

公共文化服务
精品创作生产
网络宣传…………………

中国甘肃网概况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改革开放４０年新变迁 ●脱贫攻坚看甘肃＂２０１８全
国百家网媒扶贫攻坚典型宣传活动成功举办
｜特色频道栏目

首次创建甘肃＂鼎立信＂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
中国甘肃网网络信息生态指数９月份全国排名第三
２６｜目录

甘肃日报工作……

气象科研与教育

报业经营

地震…·…·……………………３５６

宣传报道

｜地震活动

媒体融合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监测预报

．…３４８

图书出版
期刊出版

灾害预防
应急救援

甘肃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０１９

｜年鉴
ＧＡＮＳＵ

图书发行
｜专项发行

｜档案 文史 ｜地方志

｜新媒体发展

品牌建设

档案管理与利用…

………３５７

｜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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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
一甘肃省扩大对外开放４０年综述（上）

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 抢抓重大机遇，形成全方位对外 经济地位的确立和外贸体制改革的推
开放新格局
大西北，属于典型的内陆省份。
进，甘肃省地处内陆、远离海港的劣
｜在中国４０年改革开放大潮中，甘
１９８０年，甘肃省第一家中外合资 势开始显现。无论是人文交流，还是
肃渐次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积极实 企业——兰光彩色摄影冲印公司在兰 外贸进出口，都逐步落后于东部沿海
施对外人文交流和经济合作。然而， 州建立，标志着甘肃省对外开放的大 ｜发达省份，而且这一差距逐年拉大。
深处内陆腹地和远离海港的地理位 门正式打开。
自古以来，甘肃就是连接亚欧大
置，使甘肃对外开放步履蹒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十年间全省利 陆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国家 用外资项目７１项，协议外资额３０３５３．７要交通枢纽，其有承东启西、南拓北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使地 ｜万美元。这些项目涉及家用电器、电 展的区位优势。
处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通道上的甘 子仪器、轻工产品、食品加工等，有
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像
肃，一跃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
外商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组织贷教、 ｜一缕春风吹暖陇原大地。古丝绸之路

丝路添新的，飞天舞翩跹。省 外国政府贷款、出口信贷、商业贷 ｜上的甘肃，再次站在新的历史高度，
委、省政府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重 ｜款、融资租赁等形式。在改革开放初 里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大机遇，发挥区位优势，谋划开放战 ｜期的８０年代，甘肃省与全国各省区市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耍
｜略，加快平台建设．扩大交流合作， 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且由于当时 组成部分，国家赋予甘肃＂构建我国
全方位推进甘肃对外开放不新上水平。 甘肃省工业门类较为齐全，吸引了不 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
新时代的甘肃，以更加开放的姿 少外商、外资前来投资或合作办厂， 略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
｜态热情拥抱世界，以更加自信的步伐 为甘肃省外向型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分＂的战略定位。

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全国市场

抢抓重大机遇，甘肃省先后制定

特 载ｌ １

出台丝惆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 值年均增长９６．６１固定资产投资年

体方案》和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
案》，对全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均增长１５．８２？？
｜ ２０１３年，兰州中川机场国际航空

多万美元，成为国内重要的轴承出口

企业。
｜与天水海林一样，改革开放初

期，甘肃省大多外贸企业都是通过转
｜建设进行明确规划，从而拉开甘肃丝 个省会城市没有口岸的历史。此后，武 口贸易实现进出口，外贸进出口总量
威保税物流中心、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 始终在低位运行。
｜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建设的大幕。
２０１６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 获批建设并封关运营，敦煌空运口岸获 ｜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人，甘肃省
肃省＂十三五＂开放型经济发展规 批临时对外开放。２０１６年，兰州铁路 ｜外贸进出口也随之不断增长，但进出

甘肃
年鉴 划》，确定了甘肃省＂十三五＂时期

团 ｜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和重点任务；

口岸正式对外开放，结束了全国唯—

｜口岸获准对外开放、成为甘肃省历史上 ｜口业务主要集中在金川公司、白银公

第一个铁路口岸。甘肃省获批在兰州中 司等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外贸企业因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７年５月，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川国际机场建设进口冰鲜水产品及水果 普遍实力小、竞争力弱，进出口能力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明确提出，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指定口岸，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 仍然有限。同时，进出口以矿产品等
建设，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 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进口肉类指定查验 资源性产品为主，导致长期以来甘肃
充分发挥敦煌国际文博会、兰洽会、 场，在武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进境木材 省外贸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
国际旅游节等重点节会作用，积极 监管区。目前，全省已开通２４条国际 为突出。
＂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大招商引 和地区航线，２０１７年出入境人员１６２ ｜ 为扩大对外贸易，近年来甘肃省
资力度，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
万人次。兰州、天水、武威三大国际陆 以开拓特色优势产品国际市场为重
至此，甘肃省对外开放较为完善的 港和兰州、敦煌、嘉峪关三大国际空港 点，不断壮大市场主体，培育自主品
政策休系初步建立。在这些政策体系指 ｜开始建设，航空口岸、铁路口岸、指定 牌，建设出口基地。出口产品从最初
引下，甘肃省对外开放目标更加明确， 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口岸对外开放 以土上畜产品为主，到目前有装备制
思路更加清晰，措施更加有力。一个全 平台渐成体系。
｜造、农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塑
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逐渐形成。
同时，甘肃省充分发挥丝绸之路 料橡胶产品、纺织产品、动植物产
｜ 加快平台建设，构建对外开放基 ｜金大通道优势，加快国际物流大通道建 品、食品等２０大类２００多个品种。
础支撑
设。省政府与逾桂黔三省区市签订合作 １９７８年以前，与甘肃有经贸关系的国
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是重要 共建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框架协议， 家和地区不到１０个，进出口仅为５９４１
的基础支撑。
加强与三省区市及省内相关部门协作联 万元，到２０１７年达到３４１．７亿元，是
近年来，甘肃省坚持打好＂平 动，促进甘肃省南向通道班列常态化运 ｜１９７８年的５７５．２倍，年均滑长１７．７？？

台＂＂通道＂＂外向＂＂交流＂这四张
牌。坚持把平台打造作为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载体，以兰
州新区、敦煌文博会、兰洽会为代表

营。加大＂兰州号＂＂天马号＂中欧、

目前，全省具有外贸资质的企业
中亚、南亚国际货运班列开行密度并实 达到４１００家，与１８０多个国家保持了
｜现常态化运营。２０１７年，甘肃省中 ｜经贸往来关系。今年前三季度，甘肃
欧、中亚、南亚国际货运班列共发运 省对外贸易累计进出口达２９５亿元人
的经济、文化、经贸合作平台，一体 ３０５列、１．３４万车，累计货运３４．５万 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３５．２高于
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推进。立足战 吨，货值１０．４亿美元。物流大通道在拉 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速２５．３个百分点。
略通道和区位优势，依托兰州新区综 动经济增长中的优势逐渐显现
｜近年来，甘肃省进出口市场结构
合保税区和武威保税物流中心，加快 ｜扩大经贸交流，提升对外开放合 不新优化，对主要经济体和传统贸易
作水平
向西开放的陆港和空港建设，
国家进出口稳步增长，对＂一带一
２０１２年，作为全国第五个国家级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 路＂沿线国家贸易优势逐渐显现。今
新区——兰州新区获批建设。５年多 的实施，使甘肃省全业天水海林轴承 ｜年前三季度，甘肃省对＂一带一路＂
来，兰州新区紧紧围绕＂西北地区重 厂，有机会了解世界轴承的发展情况。 沿线国家进出口１２２８亿元，同比增
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 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天水海林 长２７２？？对东盟进出口２１．３亿元，
｜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 成立外贸公司，负责轴承出口。但当 增长２４．６？？
｜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夯基 时出口是通过国内专业公司间接出口
一系列利好政策，促进甘肃省民营
础、强产业、促创新、扩开放、优环 ｜到国外，出口规模很难取得突破。 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外贸发展内生动
境，一座现代新城快速崛起。据统 １９９２年，海林取得自营出口经营权的 力不断增强。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底、甘肃
计，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兰州新区生产 ｜资质，年度出口量成倍增长。截至 ｜省民营企业进出口７２８亿元，增长
总值年均增长２６．５７规上工业增加 ２０１７年底，海林年出口额达到了５０００ ３３．２占全省进出口的３６４？？

２｜特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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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开放型经济＂制高点＂
一甘肃省扩大对外开放４０年综述（下）

ＧＡＮＳＵ

＂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和今后 续成功举办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
｜ 发辉资源优势，激发对外投资新
一段时期甘肃转型发展的最大机遇。 际文化博览会。敦煌文博会，不仅是 活力
如何抓住用好这个最大机遇、挖掘开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一五＂
放红利，甘肃省委省政府已做出清晰 是让世界了解甘肃的重要窗口。敦煌 ＂二五＂期间布局１５６项重大项目，其
安排——立足甘肃比较优势，抢抓开 文博会大力宜传展示甘肃历史文化以 中有１６项在甘肃省布局建设，包括兰
放型经济＂制高点＂，推动全省经济 及改革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提 化、兰石等共和国工业长子，形成了
转型发展。
甘肃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
升了甘肃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
｜ 近年来，甘肃省还成功举办８届
当前，全省上下抢抓＂一带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有色冶金、
路＂建设重大机遇，紧紧周绕发展绿 ＂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旅 现代农业、装备制造及新能源、生物
色生态十大产业，抢抓文化、通道、
｜技术、信息、生态五个＂制高点＂，
全方位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强化招商
引资和利用外资，推进对外开放不断
上水平、
发挥区位优势，提升对外开放影
响力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
｜道，兰州则是这一通道上的重要节

游节规模不断壮大，国际知名度和影 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响力稳步提升，得到了全世界旅游业｜产业基础更加雄厚，在＂丝绸之路经
界的充分认可和广泛参与，已经成为 济带＂产业合作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在加快对外开放中，甘肃省充分
甘肃乃至中国旅游的一张靓眠名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发挥资源和工业体系较为完备的优
｜和全省扩大开放战略的实施，促进甘 势，不新加大利用外贸规模。自１９８０

肃企业主动＂走出去＂的意识越来越 年全省设立第一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强。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走出去拓展 兰光彩色冲印公司之后，截至目前，

海外市场，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步

｜已有６５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甘肃

点。１９９３年８月，甘肃省举办＂兰州 伐。仅２０１７年，省商务厅、省贸促 省投资兴业，累计设立外资企业２１６７
丝铜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成为历 会、省经合局、各市州商务局组织 家，其中世界５００强企业有１２家；合
史上的第一届兰洽会。
３６０家企业参加或举办３多个境外专 同外资额达１９１．４亿美ｎ
｜从名不见经传的＂马路市场＂，

业展会，展示甘肃特色优势产品，举

｜ 与此同时，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合

到国际化、专业化的经贸盛会，连续 办招商推介活动，不断提升甘肃对外 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成功举办２４届的兰洽会，见证了甘肃 开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沧桑巨变，也聆出了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 深入推进，甘肃省对外投资规模质量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甘肃省组织
＂甘肃融入世界、世界聚焦甘肃＂的
效益稳步提升。２０１２年至今年１１月
铬锵节奏和坚实步伐。兰洽会已成为｜ ５００家企业、１４００多人的采购团参 底，全省对外实际投资额３７８４亿美

甘肃连接世界的桥梁组带、对外开放 会，成为甘肃省赴省外参展人数最多 ｜元，是＂十一五＂期末存量的２７６
倍。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对外直接
的第一窗口和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 的一次展会。
在宣传甘肃、推介甘肃和推动甘肃改 ＂明年进博会，我一定还去。展 投资累计实际投资额５２７亿美元；全
｜革开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上能见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省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２６．６亿美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 品，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甘肃中 ｜元，完成营业额１９．７亿美元，是＂十
｜一五＂期末累计完成营业额的１．６倍。
｜互鉴而丰富。２０１６年以来，甘肃省连 ｜仕达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如是说。

｜特载ｌ３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民营企业 份＂参会，参会商品只有１０个畜产品
在对外投资中，国有企业是主力
｜军，对外累计实际投资额４５．５亿美 对外投资不断实现新突破。２０１２年以 ｜类。１９９３５年，第７３届广交会甘肃省开
｜元，占全省投资存量的８６？？２０１２年 来，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积极性越来越 始以甘肃交易团的名义参加，２０多年

以来，以金川公司、酒钢集团、白银 ｜高，年均增长３２？？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７ 来，佛慈、正林、奇正、陇星等一批

甘肃
年鉴

｜公司为代表的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充 年），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甘肃省民营
分发挥甘肃省产业、技术优势，在非 企业对外累计实际投资７．２亿美元，
｜洲、南美洲、东盟等地区通过跨国并 占全省对外投资总额的１４？？一批有
购开展矿产资源国际产能合作，在境 实力的民营企业积极通过＂走出去＂
外建立矿产品的原料供应及初加工基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

团０ 地，有效保障了资源原料的稳定供

｜知名品牌，借助广交会走向了世界。
２０１８年４月第１２４届广交会，全省共
｜有１０５家企业参展，达成合同及意向

成交１．８４亿美元，同比上届增长
４２主要出口产品有通用机械、机

作，突破了甘肃省国有大型企业传统 械设备、建材、电子消费品、个人护

ＧＡＮＳＵ
单一的对外投资格局，促进了甘肃省 理用具、服饰配件、民族用品、中医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应、对带动全省装备、技术、标准、

人才＂走出去＂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产业技术升级和境外营销网络建设。
甘肃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际 犹化营商环境，增强对外开放吸

药产品和食品等。

为更好地支持甘肃省企业＂走出

去、引进来＂，增强对外开放吸引
｜投资增长明显。近年来，甘肃省企业 引力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哪里发展
｜积极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白钱罗
力，甘肃省海关、税务、金融等部门
环境好，哪里就有吸引力，哪里就发
｜深化＂放管服＂改革，努力营造良好
｜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开展矿产资
源、农产品种植、农副食品加工、批 展得快。
｜营商环境。２０１７年以来，兰州海关认
发零售、酒店餐饮服务、中医药服务

为支持外贸企业＂走出去、引进 真落实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当年兰

等领域开展投资合作。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 来＂，甘肃省研究制定《外贸新突破 州海关进口无纸化报关单占比
月，甘肃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行动方案》《国际市场开拓行动计 ９９．８７出口占比９９３位列全国
实际投资４２亿美元，是２０１１年末的 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推进外贸稳 第一。积极推进税收征管方式改革，
２７倍。
增长、调结构，着力扶持民营企业和 税款电子支付、自报自缴、汇总征税
甘肃省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续优 中小外贸企业发展壮大，推动外贸发 以及担保放行等税收征管方式更加
便利。
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一段时 展实现新突破。
间内，甘肃省对外投资仍以采矿业为 近年来，甘肃省商务、税务等部 ２０１８年，兰州海关积极推进＂先
主。近年来，全省对外投资行业逐步 门］积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全力服务 放行后改单＂＂汇总征税＂＂提前申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领域布局。兰州 企业＂走出去＂。依托广交会国际 报＂等多项作业模式，开展预约通关
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开展页 化、专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对外开 服务，方便企业在工作时间以及节假
｜岩油气勘探开发；中甘国际在白俄罗 放综合平台作用，积极引导企业和组 日办理货物中报、通关等业务，尽最
｜斯投资设立子公司，开展建筑设计和 织企业参展，壮大外贸发展新优势， 大努力减少企业通关等待时间，海关
意事咨询等商务服务；甘肃恒康医疗 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突出我省产业 ｜整体通关效率进一步提升。

并购澳大利亚ＰＲＰ医疗影像诊断机 和产品特色

｜洪流奔涌４０年，打开大门Ｊ，拥抱

构，开展高端医疗服务业。这些企业 回眸过去，甘肃省参加广交会自 世界，让内陆甘肃４０年来活力进发，
通过跨国并购，提升了企业自身实 历史，就是一部对外贸易的发展史。 大踏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
｜力，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 １９５７年，甘肃省开始参加第２届广交
身报记者严存义）
｜位置。
会，但当时只是以供货部门的＂身

４ ｜特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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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工业生产者价格波动上涨分析报告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省委、省年的价格快速上涨时期；第二阶段是《
收费标准；大面积下放价格管理权限
政府及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１９９７年一００２年的价格回落调整时 或放开价格，使市场调节价逐步扩
的价格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循序渐 期；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３年一２００７年的价 大；在金融、外贸、财税等方面相继
进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价格体 ｜格二次上涨时期；第四阶段是２００８年 出台了重大的改革措施等等。通过这
制改革的深入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变 一２０１１年的价格跌宕波动时期；第五 五年一系列的措施出台和实施，既改
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主动适应经济 阶段是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５年的价格再次 善了价格结构，促进了产业结构和产
发展新常态，积极落实稳增长、促改 回落时期；第六阶段是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品结构的调整，也为新的经济体制的
革、调结构等各项政策措施，深人推 的价格恢复性上涨时期
建立创造了必要条件。在１９９１—１９９６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市场在资 一、价格决迹上涨时期（１９９１： ｜年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投放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础能源

１９６年）

增长率远远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导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七年间，正是国家 ｜致生产资料供求矛盾加剧。在这种情
原材料价格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极
大改善，轻重工业比价关系得到调 加快价格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况下，又推行了＂大踏步＂的生产资
整，价格结构趋于合理，促进了工业 抑制通货膨胀的时期。根据十四大提料价格改革，引发了生产资料价格的

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出的在２０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 大幅度上涨，导致了新一轮通货
甘肃省工业生产者价格统计从 体制的要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 膨胀。
１９９１年建立到２０１７年为止，二十七年 建立完善价格调控体系为重点，国家 与上年同期相比，１９９２年甘肃工

间工业生产者价格运行大致可以分为｜ 和甘肃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上
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２年一１９９６ ｜控措施，包括相继调整部分产品价格和涨４．２？１２．４？？其中：轻工业价格

专 记ｌ５

上涨１．８重工业价格上涨６１？？
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６．１生活资料价
格上涨１４？？随着生产资料价格持续
上涨，价格上涨开始向生活资料传

舅
甘肃
年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甘肃ＰＰＩ和ＩＰＩ同比走势图

导，１９９３年重工业和生产资料价格涨
幅达到历史最高峰，同时生活资料开
始全面上涨，二者共同作用下甘肃工

１０１．４
９８．４

业生产者价格涨幅达到历史之最。

１９３年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上涨
２５．３？３９．４？？其中：生产资料价格
ＧＡＮＳＵ 上涨３０．７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Ｐ０

１９９７年

１９８年 １９９年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Ｐ例 Ｉ

２００２年

１１．６生产资料中采掘、原料、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加大基础 １９９９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

工业价格涨幅高达２１４？？３１９？ ｜ 设施投入力度，扩大内需，启动消费 格双双由涨转降，分别下降４．８？

２７２？？随着价格上涨的持续传导， ｜ 政策的贯彻落实，国内需求不足的矛 ４６？？其中轻工业价格下降４．１重
１９９４年生活资料价格涨辐达到历史之 盾得到一定缓解，特别是受国际市场 工业价格下降４．９？？？产资料和生活
最为２６．５其中食品、衣着价格涨 原油价格暴涨和冶金、电力、纺织等 资料分别下降４９？３．９？９９９年

幅高达３２？３１．１？？？另一方面 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２０００年工业品 受采掘价格再次出现上涨势头的影
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在１９９３年达到顶峰 价格出现上涨态势。但由于市场供过 响，甘肃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势减

后涨幅开始大幅回落，１９９６年回落至 于求的局面未有根本性改观，供给结 缓降幅缩小，下降１．８？？？业生产者
５．５？？１９９４年以后工业生产者价格涨 构性过剩的矛盾依然存在，市场需求 购进价格下降１．７？？２０００年受采掘和
｜幅也相应回落，至１９９６年出厂价格和 对工业品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仍显不 原料价格上涨的拉动，工业生产者出
购进价格涨幅已回落至４．４？７．６％ 足。另外我国加人ＷＴＯ后，减让进口 ｜厂价格上涨７２？？？业生产者购进价

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等措施，以及 ｜格也在燃料动力价格上涨影响下由降

（见下图１）。

二、价格回落调整时期（１９９７年 钢材、化肥、汽车等进口增加，使我 转涨至１１．８？？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工业
国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国内 生产者价格再现降势，出厂价格分别
—２００２年）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六年间，国家实ｆ 企业为了争夺市场而竟相降价，致使 下降１．５？２．１购进价格２００１年上

＂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民 工业生产者价格在２０００年上涨之后道 ｜涨１４？００２年下降１．６？？见图２）。

经济的＂软着陆＂使工业品市场出现 续两年稳中略降
了供大于求的局面，随着国家宏观调
控措施逐步到位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
爆发，需求萎缩使工业生产者价格自
１９９７年起连续三年下降。受此影响工
业企业利润受到严重影响，有些行业
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为此国家开始

三、价格二次上涨时期（２００３—

１９９７年，受金融危机爆发，东南
亚各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国际性通
货紧缩形势不断加剧和蔓延。我国国
内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压力加大，使
得我国物价水平一直在低位徘徊，甘
肃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涨
幅已回落至５．０？２．２？？１９９８年和

２００７年）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五年间，我国继续

贯彻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
｜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扩大投资，促
进消费，增加出口，对生产资料的有

效需求上升；另一方面原油、有色金

属等产品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大

１９９１—１９９６年甘肃ＰＰＩ和ＩＰＩ同比走势图

幅上扬；世界经济的回暖和我国经济

的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汽车、
｜船舶、家电、机械制造等行业发展迅

速，对钢材的需求大幅增长，推动钢
｜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同时煤、电、

１ｏ５０

１００．０

ｒ１２．４
出１０．３
１０４．２
９１年１９９２：

的１Ｂ：

１９９ａ全

１９９４年

一—ｐ９ ｍＩＰ１
１６ ｌ专记

油、运等的资源＂瓶颈＂制约进一步
显现。一系列因素使工业生产者价格
在连续两年的平稳略降后，于２００３年

１９ｓ年

１９９６年

转降为升，并在２００４年再次出现超过
１０？？涨幅。特别是２００４——００６年，

国家着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相继 ｜突出。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 （上涨８９？？后开始急剧回落，至１１

｜ 快，国际间的价格传导作用愈来愈明 月份出现负增长（下降３２？？。２００９
显，国内工业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 ｜年工业生产者价格延续２００８年下半年
性产品出口等政策措施，部分过热行 联度越来越高，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 ｜的下跌趋势继续深度下跌，出厂价格
业投资增幅快速上升势头得到减缓， 大幅震荡和全球性金雕危机对国内实 和购进价格分别下跌９０？０３％，
国内投资结构逐步优化，能源、基础 ｜体经济影响进一步加深等因素影响 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受拉动内需和产业

出台了一系列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迅猛
｜增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控制资源

｜产品市场供给偏紧的状况有所缓解， 下Ｆ，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的钢铁、铁 振兴一揽子刺激政策影响，甘肃经济
尤其是对全省重要支柱产业黑色金属 矿、石化、煤炭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 得以迅速恢复，重返高速发展的快车

甘肃
冶炼及压延业价格产生一定的抑制作 的同时、对一些下游行业的影响也在 道，拉动ＰＰ迅速上扬，工业生产者 ｜年鉴
不断显现。全国物价出现结构性的变

用，价格的上升步伐逐渐减缓，成本

｜出厂价格分别上涨１５．１？１１．１％，

２０ｇ

化，原油、有色金属矿、黑色金属 工业生产着购进价格均上涨１４．１？ ＧＡＮＳＵ

｜推动因素有所收敛，各类行业价格升

降波动较小，＂相对平稳＂是２００３年

矿、农副产晶等大宗原材料的价格趋

１５．１见下图４）。

呈现涨跌迅速、覆盖面广的特点，从

—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０７年工业生产者价格运行的主 势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起伏尤为明显，
旋律

五、价格再次回落时期（２０１２年

与上年同期相比．２００３年甘肃工 而带动工业生产者价格跌宕起伏、大 ２０１２年起，受经济刺激政策退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上 ｜ 起大落。
出、经济结构调整和美欧日等发达经
｜涨１０．０？５．６重工业和生产资料
四年间工业生产者价格默宕走 济体经济增长步伐放缓的影响以及我
｜价格涨幅较大，涨幅分别为１２．９？ 伏，呈现＂Ｍ＂型走势。虽然期间工 国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
１１４？？？工业和生活资料价格稳中 业生产者价格起伏较大，但总体来看 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

小幅上涨０．３？？生产资料中采掘和原 仍是震荡上行趋势。２００８年工业生产 叠加＂阶段性特征，传统工业行业所
料价格涨幅大影响大，分别上涨 者价格运行是最不寻常、最有特点的 面临的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不新增大、

１２．２？１３．６？？２００４年工业生产者 ｜一年，全年工业生产者价格基本呈倒 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产能过剩需

价格涨幅再次超过１０山厂价格和 Ｖ型运行，且出厂与购进价格的差距 ｜求偏弱的矛盾日益突出。甘肃工业生
购进价格分别上涨１４．３？１２５％， ｜自１９９１年以来罕见，出厂价格从年初 产者价格在钢铁、煤炭等行业价格下
各类价格涨辐均较２００３年有不间程度 高开高走（上涨８．４？到８月份 跌的影响下，自２０１２年始由高位回
｜扩大。其中轻工业价格上涨２６重

２００—２００７年甘肃ＰＰＩ和ＩＰＩ同比走势图
二５ｌＡ４ＬＬ

工业价格上涨１７．８？？？产资料价格

上涨１６０采掘、原料、加工业价
格分别上涨２０６？？１７．７？９．７？？
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势
逐渐趋于平稳，与上年同期相比工业

１０９ｓ
ｔ１２：５

１０９．９
１０８．８

｜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上涨９．６？？９８％

和５．５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别上

｜涨９．９？？８８？４．３见下图３）。
四、价格跌宕波动时期（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四年间，随着我国

２００８３年
图４

ｗ３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甘肃省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断增加。同时国家不新加大节能减排

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调控力度，钢铁、

水泥等产能增速放缓，市场供求矛盾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车甘肃ＰＰＩ和ＩＰＩ同比走势图

在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促进经济

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推进城镇面貌
三年大变样的带动下，加大民生工
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填建设，固定
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市场需求不

２００６年

ｕｔ．ｃ

４４

１１０．２

｜１５＂

嚣

９６．５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１年

｜专记ｌ７

落，至２０１４年连续三年持续小幅下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甘肃ＰＩ和ＩＰＩ同比走势图

降。２０１５年国内经济继续放缓，产能 ｜１００ ９８．７

过剩间题突出，传统工业领域压力巨
｜大，大部分商品市场趋于饱和；国际
市场原油、黑色金属、煤炭、有色金

舅
甘肃
｜年鉴

属等国际大宗意品价格再次出现大幅

波动、深度走低，工业生产者价格急
｜速下探、深斯下跌，
与上年同期相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下降３．２？？

ｓｅ

９７．６

９５．６

｜９

９０．３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一ＰＰ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ＧＡＮＳＵ ｜３．４？４．８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别下降１３？？２．４？４４？？行业降 跌转升，结束了连续５５个月的下降局 根本转变，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改
价面广但降价瑙度并不大，出厂价格 面，价格持续回升。２０１７年，石油、 革，保障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
３５大类行业中下降的有１２个、１５个 钢铁、煤炭、焦炭、有色金属等行业 康发展。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和２１个，２０１２年降辐超过１０．０？？有 在前几年价格低位运行的基础上持续加快，以及甘肃对石油和铁矿石等大
｜黑色金属（１１．９？？和有色金属 回升，甘肃工业生产者价格呈现恢复 宗商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国内外
｜（１８４？？，２０１３年只有专用设备 性上涨态势。
市场联系更加密切，国际市场价格通
（１３．３？？和煤炭（１２６？？，２０１４年只 ２０１６年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势减 ｜过金融市场、进出口贸易、市场预期
｜有通信设备（１３．５？２０１５年工业生 缓，出厂价格下降０．１购进价格下 等途径传导到国内，并对国内市场价
｜产者出厂价格下降辐度加深．降幅高 降１．７？？３４个大类行业价格下降，但 格上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２００８年之

达１０９？６个大类行业价格下降， 降幅超过１０？？只有石油和天然气开 前甘肃ＰＩ和ＩＰＩ的上涨，除了与外贸
１２个行业价格降幅超过１０其中石 采业，降幅高达２０２？？？色金属冶 ｜顺差持续扩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等

｜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炼压延加工业价格止降转升７．５？？ 国内因素有关外，还与美元贬值、国
｜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煤炭 ２０１７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洲 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制上涨、全球
开采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价格 １５０购进价格上涨１４５？？３２个 流动性过剩等国际因素紧密联系，外
降 幅分别达 到５０４？？３８８％ ｜大类行业价格上涨，即８２１？？行业 ｜部输入型特征较为明显。２００９年受全
３５．１？？３３．３？２１３？？见图５）。 价格上涨，涨幅超过１０？？行业就有 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
六、价格 恢 复性上涨阶段 １０个。在主要产品中，钢铁价格上涨 ｜价格大幅回落，甘肃ＰＰ、ＩＰ应势而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３７９煤炭价格上涨３．９石油加 落。２０１０年ＰＰＩ、ＩＰＩ的＂Ｖ＂型反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两年间，面对复杂 工和炼焦价格上涨２８．３原油和天 转、一方面得益于国内经济的逐步复
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经济下行压 然气价格上涨３６．１？？
苏，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国家实行宽松
力的挑战，甘肃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进行了由 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等共同作
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了 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反弹。
一系列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措 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 ２０１７年ＰＩ、ＩＰ由负转正，一定程度
施，钢铁、煤炭、石化等传统行业的 ｜生产力，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 上也是受到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过剩产能减量调整不断推进。同时环 ｜康发展。甘肃省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改 ｜的影响。
保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散乱污＂ 革方针政策，理顺价格关系，推进新
（供稿：陈 霞）
｜治理对象的中小微企业大面积停减 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管理体制，实现了
产，部分行业产业链条受到影响。 计划经济价格体制向市场价格体制的
２０１６年下半年以来工业生产者价格止

８｜专记

甘肃
年鉴

改革开放４０年甘肃绿色农产品发展纪实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从单一种植小麦、洋芋到牛羊菜 蓄。＂现在人们更加注重吃得营养健｜ 产品标志企业４８家、产品１５４个；无
｜果薯药六大特色农业＂群英荟萃＂，康，绿色、有机食品是首选。＂汪小 公害农产品４００家８４０个产品。
依托地理优势辜赋，打造绿色食
从有限的主粮产品供给到市场上品种 红上大学的女儿汪莉莉说。

繁多的粮肉蛋奶果截，院原老百姓从

改革开放以来，陇原老百姓在吃

吃不饱到解决温饱，从填饱肚子到吃 ｜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品品牌

甘肃省利用地处西北内陆气候冷

得安全放心、吃得营养健康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省农业为

全省粮食产量连年捷报频传，年产量凉、病虫害少、远离工业区、污染少

｜重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和效益提高，

粉、饺子粉、拉面粉、杂粮琳琅满 酸的马铃薯，戈壁沙滩上产出绿色蔬

持续稳定在１１００多方吨，实现供需基 等地域优势，发展绿色农业，推进品

展从注重保障总量供给转变为更加注 ｜本平衡；粮食市场品种齐全，特一 牌强农，黄土沟壑盛产富含１８种氡基

大力倡导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 目；蔬菜、瓜果、乳制品、牛羊负鸡

菜瓜果，高原厚土上培育出营养丰富

强农，切实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 肉类产品全面活跃起来，城乡居民不 的苹果，锻造了一大批就原特色的绿

给，甘肃绿色农产品除满足本省广大 仅吃得饱，而且追求＂舌尖安全＂和 色食品品牌。
２０１８年在厦门举办的第十九届中
消费者外，还大量外销，定西马铃 优质、美味。
薯、兰州高原夏菜、静宁草果、甘南 ｜在农产品无公害、绿色、有机三 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上，甘肃的绿色食
｜牦牛肉走向国内大市场，兰州百合、

个梯队上，绿色农产品不同于无公害

品独树一帜，挟裹着黄土高原上的绿

平凉红牛、武都橄榄油、瓜州构杞蜚 农产品安全准入的底线门槛，也区别 色新风和陇原人的憨厚纯朴，深受全

声海内外，绿色农产品成为农业高质 于有机食品小众化路线，让大部分消 国消费者青睐。籽粒饱满、尚未脱皮
量发展的探路者，引领农业由增产导 ｜ 费者买得起。聚焦＂绿色＂，突出 的糙米、糜子、扁豆等庆阳小杂粮，
向转向提质导向。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绿色衣产品

关起

＂优质＂，甘肃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色泽鲜艳、敢发清香的静宁苹果，让
就起步绿色食品事业，１９９２年９月， 外地客商爱不释手，这摸摸、那嗅

经省政府同意、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

噢。一位年长的采购裔说：＂我们要的

改革开放前，陇原老百姓在温饱 准成立甘肃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历届 就是这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绿色食品。＂
线上挣扎，＂一家五口人，穷得只有 ｜ 省委、省政府将绿色食品事业作为全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定西
两个碗。爹妈就在土炕上挖三个坑 ｜省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洋芋蛋＂，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坑，野菜糊糊舀到坑里，三个娃娃趴 分，把发展绿色食品作为推进农村经 实现了从＂救命薯＂到＂温饱薯＂、
着炕沿吸溜溜地喝。＂这是新华社 济发展、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打 再到＂脱贫薯＂＂致富薯＂的巨大转

《＂三西＂扶贫记》对甘肃省定西贫 造和培育品牌的重点进行部署。同 变，正向＂小康薯＂＂营养薯＂加速
困山区老百姓生活的真实记录。
时，市场消费的风向标，使全省绿色 转型。当地＂农＂字号企业不仅生产
＂以前家里只有勉强填饱肚子的 农产品较大幅度增长，成为特色农产 出淀粉、粉丝、粉条、土豆泥等产

品，而且新开发出薯条、薯片、多拉
洋芋、馍馍，还很稀缺。＂安定区石 品的＂主力军＂。
峡湾乡长川村村民汪小红说，＂现在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甘肃省使用 圈面包、馒头、烧馍等开袋即食产
除了米、面、肉、蛋，还有各类蔬 绿色食品标志的企业达９４６８家、产品 品。＂安定区６家企业的１１个马铃薯
菜、水果。＂汪小红一家人不仅丰富 １０３个，绿色食品监测面积３１８万 鲜薯及淀粉、粉丝、粉皮等，获得中
了主食结构，还盖了新房、有了积 ｜亩，产值１４７亿元；有效使用有机农 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证，认证面积

专记ｌ ９

２５．２２万亩，产量１９．０５万吨。安定区

非王非菜、＂祁连清泉＂人参果、＂花 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农户通过种植
马铃薯年均种植１００万亩、总产量１３０ 海蜜＂食用瓜等绿色农产品品牌，出 ｜有合年均纯收入人达３．５万元以上。

万吨，农民从马铃薯产业中获得纯收

署

入１７００元，占总收人１／４以上。＂安定
区副区长郭挺介绍

口中亚及中东欧国家。

绿色农产品具有强劲的市场竞争

｜ 云雾袅袅间，油橄榄林海层叠；

鸡犬相闻处，阡陌纵模向远。陇南市

力。据悉，全省８０？？上的草果、 ｜是全国油橄榄最佳适生区之一，当地
＂庆阳苹果真好！＂已成为国内外 ５０？？上的马铃薯、３５？？上的蔬 依托建设美丽乡村，让游客观赏做榄

｜甘肃
年鉴

ｚ０

客商的共识。庆阳市北国春农业有限 ｜菜、７０？？上的中药材销往省外市场。 林，食＂液体黄金＂。全市油橄榄６０
公司董事长刘富红告诉记者：＂我们载 开发绿色农族产业，推动山区群 多万亩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７６００户、
种的３１０亩苹果，有２０００多亩获绿色 众脱贫
｜贫困人口３４４万人，近３年油嫩榄产

｜认证、１０００亩获有机认证，我们严格 异军突起的院原绿色农产品畅销 业带动３００多户贫困人口、１．５万多
ＧＡＮＳＵ ｜按照标准化生产技术，不施化肥，用 全国，由于其质优而价好，各地注重 人实现脱贫，油橄缆适生区贫困发生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农家肥、油渣等有机肥；不施农药， 在绿色农产品全产业链领域进行尝 率由１０４？？降到５．７农民人均纯
用沼液、杀虫灯、糖醋液防治病虫 试，打造绿色农业食品，开发绿色农 收入增加到４０１３元，
害。苹果面向高端市场，价格不菲。＂ 旅产业，为甘肃省山区贫困群众增收 在华池县南梁红色旅游圣地，游
客碧仰了革命纪念馆之后，还可在红色
｜ 河西走廊戈壁滩上食用菌、人参 闯出了一条新路，
＂窑泪＂品尝南瓜小米粥、燕麦柔柔、
＂这几年，县上引导我们发》
｜果、西瓜等，俏销国内外市场。

＂＇沙地西瓜格外甜＇，是原生态绿 ＇百合＇农家乐，每年夏秋、游客观 ｜荞面给恪等绿色食品，在购物中心购买

色产品。＂酒泉市蔬菜中心张国森研 赏村里百合花，品农家百合宴，购买 荞麦、燕麦、高粱、黄豆、小米等小杂

究员介绍，＂冬春季，我们在日光温 百合产品，我们依靠种百合鼓起了钱 粮。华池县利用干早无污染的山区，引
室里利用有机质生产绿色果蔬，有机 袋子。＂永靖县陈井镇仁和村村民赵 导农民种植纯天然的小杂粮２０余万

质是废弃的炉渣、蘑结渣、玉米精杆 ｜新颜说。水靖县在关山、徐顶、陈井 亩，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了产业生态
以及牛粪、鸡粪，代替了农作物生长 ３个乡镇发展百合产业，留床面积达 化、生态产业化融合发展之路。
的土壤，不同于普通土壤里连崔种植 ４．１万亩，建成了６个千亩级绿色无公
｜易产生各种病菌。我们严格使用有机 害百合种植基地，结合＂黄河三缺＂ （文章来源：甘肃日报记者 王朝藏）
肥、生物农药，生产绿色产品。＂河 旅游业，开辟了从徐顶乡三联到关山
西戈壁农业兴起，打盗出＂沁馨＂冬 乡石台子的＂百里百合长藏＂，促进

１０ ｜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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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价格改革成就及ＣＰＩ运行轨迹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１９７８年以来，甘肃经济持续增｜ 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后者即现在４．２？？
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经济实力不 ｜所说的ＣＰＩ。改革开放以前，农副产 １９７９年，面对经济过热，中央从
｜断增强。１９７８年至今，甘肃根据不同 品短缺现象极为严重。１９７９年国家对 １９７９年开始采取措施，提出＂调整、

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生活的承 ８种农副产品大幅度提高了收购价 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１９８０

受能力，采取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 格，推动价格总水平迅速上升。由于 年还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降低各项
｜办法，适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改善 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在计划经济时期 指标，压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

价格关系，同时放开竞争性商品价 长期存在的隐蔽型通货膨胀得到部分 并发行国库券以抑制需求的过快增
格，改革价格体制，逐步扭转了价格 ｜显现，从而引发了价格的波动，物价 长。这些措施实施之后，１９８１年到
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基木形成了国家 也随之上涨，１９７９年零售物价总水平 １９８４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分别
宏观调控下主要山市场形成价格的新 同比上升０８？９８０ 年则上升了 上涨为１．７？？１．１？？０４？２．５？？
（二）开放搞活促进经济，价格
机制，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注人了 ４．１职工生活费用价格上升为
强大活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甘肃ＣＰ运行署
人民生活，保持了社会安定。与此同
时，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ＣＰＩ在改 １２５
１２３７
革中虽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化，在
１９－内７
不同阶段、改革进程的个别时期波１１５
动，甚至一度出现过物价过快上涨、
｜通货彭胀严重的局面，但基本保持平
稳运行的态势。

１０５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价格
改革及ＣＰ送行历程、特点
甘肃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历程及变

化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是
密不可分的，也是甘肃价格改革和甘
肃经济发展历程的最好见证，甘肃四
｜十年价格改革及居民消费价格的运行
状况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八字方针＂调整经济过
热，价格改革初始阶段（１９７９—
１９８４年）
｜ １９７８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统

计工作开始恢复。这时物价指数统计
被放在统计公报的＂国内商业＂部
分，分成＂零售物价总水平＂和＂职

＂大耎／
１０１．３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４

中＃中＊我中ｅ阶ｅ＿ｄＳ８％
７８—２０１７年甘肃居民消费价格控
年份
１９７８年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２年
１９８３年
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５年

１９８６年
１９８７年

指载

１０１．

１０４２
１０１．＇

１０１．

年份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年

和载

１９．１

１１７ｓ

［Ｄ２
［０４ｓ
１１５Ａ
１２３．

年份 招数 年份
１９９８身
２００８年

１９９９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

９７６
９９．５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１０４．０ ２０１年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０４自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４

｜１９９３年

｜０２．５

１９９４年

１０９２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５年

１９９７年

１０２９ ２００７年

｜１０５．９

１０２１

２０１５年 １０１６
１１９．８
１０６．６ １９９６年 １１０．２ ２００６年 １０１３ ２０１６年 ｜１０１３

１０７６

１０５．５

２０１７年｜

１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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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始起步（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

格形成机制的同时，价格结构性调整 ＂软着陆＂的宏观经济政策，经过４年

１９８５年，是经济改革及价格改革 继续迈出重大步伐。这一阶段的农产 的努力，实现了＂低通胀、稳增长＂
｜起步阶段，在这一时期，进一步调整 品收购价格经历了由下降转为上升， 的良好局面。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经
｜和放开了农副产品的价格，价格放开 ｜１９９０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与上年同期 济经历了多年通货紧缩，居民消费价
加上经济增长，使得１９８５年的居民消 相比下降２５？９９１年与上年持平， 格总水平出现持续下降的运行态势。
费价格猛涨到９．２？９８６年和１９８７ ｜１９９２年上涨８８？？居民消费价格总水 １９９８年下降１？９９９年下降２．４％，
年略有回落，分别上涨６．６？ 平在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分别上涨３．２？？ ２０００年降畅缩小，下降０５？００１
７．６？９８８年达到这一阶段的最高 ４．９？７．２保持了比较适度的物价 年开始复苏，上涨４？００２年与上

舅

甘肃
年鉴 点，涨幅为１９１？９８９年上涨 涨幅。

２０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１７９？？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上涨的

｜年持平。与此相适应的这５年间，甘
（四）经济实现＂软着陆＂，建立市 ｜肃ＣＤＰ增长并没有大幅减缓，均在
场化价格调控体系（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９？？上运行。

主要原因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 自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后，价

｜体制改革的关键＂的指导思想，促进
生产和开放搞活，大范围地放开了农
产品价格管理权限，大幅度地提高了
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和主要工业品出厂

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这５年期间，中

格改革进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 国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
体制阶段，重点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取 面临很大的风险，人民币面临着巨大

向，转化价格形成机制，同时建立价 的贬值压力。从１９９年开始，政府不
格调控体系，继续调整价格结构。出 再硬性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把主

价格，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双轨 台了加强和改普宏观调控的＂十六 要注意力放在了改革方面。从２００１年

制＂。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放松了 条＂措施。其中第十五条措施针对物 起，经济开始进人了新一轮快速增长

对放开价格的管理，加上整个经济体 价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 期，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促
制改革措施不配套，宏观调控不力， 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使投资、消费双增长，甘肃全省固定

经济环境恶化，出现了＂抢购风＂

｜经济过热压力很快得到缓解。框

资产投资２０００年比上年增长

｜通货膨胀加痢等问题，改革事业遭受

是，经济过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惯 １５．３４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了一倍多，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
密切的肉禽蛋和蔬菜价格增长了３０％
以上。到１９８８年年末，国家开始整顿
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宏观调控
实行＂硬着陆＂＂＂急刹车＂，开始大幅
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
资，１９８９年第３季度通货膨胀开始受
到控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辐度开始

一定的时滞。１９９．——１９６年甘肃ＣＰＩ均 上升，加之政府调价行为对物价总水
在两位数，１９９３年上涨１５４？９９４年 平的上升起了积级的作用。由于２０００
上涨２３．７涨幅达到这一时期的顶 年对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较大范围调

严重挫折。１９８８年的ＣＰＩ比１９８７年翻 ｜性，而紧缩政策效果的显现也会存在 ９．４９进而带动了整体物价水平的

峰，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分别上涨１９．８？ ｜整，上调了教育收费、交通费、邮电

１０．２？９９７年涨唔回落到２．９？？
｜费、房租、水电、燃料、城市卫生费
在影响１９９４年价格上涨中，有 等等，这些服务类价格的调整带动了
７０？？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而食品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价格上涨本身义是由粮食价格上涨所 ２００１年全省服务项目价格比上年同期

｜下降。到１９９０年价格总水平上涨 造成的，１９９４年全国粮食减产（尤其
３．２比１９８９年上涨１７９？落了 是稻米）也是造成１９９４年高粮价和高
１４．７个百分＇
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宏观调
（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控和配套改革措施的双重作用下，从
轨，价格改革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１９９５年第２季度开始，居民消费价格

上涨１９．３？？
（六）新一轮经济决速增长，物价改
｜革深化完善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

在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系初步建
立之后，价格改革的重点从大规模、

总水平走势开始回落。１９９５年上涨 大面积、大幅度的＂调整、放开＂转
针对经济领域出现的较为明显的 １９８明显低于上年涨幅，１９９６年 ｜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调控体
通货够胀，为稳定市场物价，价格改 ｜涨幅进一步缩小，上涨幅１０２经 系，对极少数重要商品服务价格进行
革转人调整期。改革的指导思想是 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打开了＂低 适时调整的阶段，深化价格改革，转
｜＂管、调、放结合＂，改革的目标是配 胀、稳增长＂的良好局面。
变价格管理形式，解决突出价格矛
合整顿经济秩序，调整、补充、完善 ｜（五）经济平稳增长，价格改革 ｜盾，理顺基础产品价格。甘肃国民经
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促进产业结构 不断现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
济呈现出明显的＂高增长、低物价—
１９９４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
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为深化经济体制
富物价＂的运行态势。
改革创造条件。
幅达到２３．７？，国家和省上采取了 ２００３年，是本阶段至关重要的一
在大面积放开价格，着重转换价
综合治理，实行年，也是甘肃居民消费价格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

１２ Ｉ专记

的一年。这一年除１月份受上年价格｜粮带百价＂，在中国经济处于结构性 规章；持续开展了价格专项检查，查
走低的惯性影响，下降了０．２而其 调整的关键时刻，粮价波动的后发力 处了一批价格违法案件，使市场价格
余各月均为正增长，且涨幅缓慢攀 ｜量不可低估，国内肉禽价格持续近两 秩序逐步得到好转。

年的下降趋势已在２００６年被打破，肉

总之，这一时期，经历了前所未
计上涨１．１？？从全国来看，２００３年的 禽副食品价格在２００７年走入上升通 ｜有的＂非典＂以及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
升，到１２月份已达２．９？？全年ＣＰＩ累

中国经济经历了抗击＂非典＂，使居 道，２００７年猪肉价格已累计上涨 震；教育收费明显下降，政策效应凸
民消费价格走势发生了结构上的变 ４５．６肉类价格上涨导致食品类价 ｜现；粮油肉等食品价格带动ＣＰＩ运行
化，食品价格和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格全面上升，对食品价格的影响也达 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资源性价格改革

类价格大幅上涨，粮食供求关系发生

甘肃
到２６８个百分点，食品价格影响ＣＰ１ 不断深化，价格体系不断完善。 ｜年鉴

重大转变，是近６年来首次全面上 上涨３．９个百分点。
｜扬。同时，由于国际、国内粮食价格 ２００７年，由于ＣＰ上涨过快，政
上涨，带动甘肃粮食价格同步上涨， 府积极采取措施调控宏观经济，未出
２００３年粮食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台调价政策，为使低收入群体在物价
１．６最高涨高达７．７？？由于＂非 上涨中生活不受影响，增加了低收入
典＂影响，全省各地中药材价格快速 者的收人水平、并对其发放肉食补
上涨，影响全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 贴，政府的这一系列举措加快了社会
价格上涨１．９？？粮食价格、医疗保健 保障体系建设，减少了居民消费的后
｜及个人用品价格上涨是影响全省ＣＰＩ
上涨的直接因素。
｜ ２００５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经济以１０？？上的速 ２０ｇ

度增长，这一时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 ＧＡＮＳＵ
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相伴而
生的，是物价上涨压力在加大。２００８
年初的冰冻雪火和地震灾害、对甘肃
设施农业、畜牧业和蔬菜运输影响较
大，造成甘肃ＣＰ明显上涨。２００８年

２月份受雨需冰冻灾害和春节消费因

顾之忧，增加了居民消费信心，有效 素影响，甘肃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冲高
促进了消费增长。

２００８年，党中央、国务院把抑制

中明确指出要实施＂两免一补＂的政物价过快上涨放在宏观调控的突出位
策，这一政策很快在ＣＰＩ中反映出 置，防止结构性通胀转变为防止全面

来。在当年三月份新学期，甘肃省农 通胀。甘肃在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方面

至１１．６创１９９７年以来月度最高。

｜（七）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价
｜降改革攻坚期（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

此阶段大体分为两个期间。
１．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Ｉ年期间，为鼓励

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同比下降了１１．４个 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价格调控得到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供给安
百分点，教材费用下降了１２８个百分 切实加强。针对价格异常波动，重要 全，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
点，下降幅度如此大的主要原因是政 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甘肃调查总队及 ｜格。２００９年，食品类中的粮食价格表
策覆盖面广、涉及人口多、实施力度 ｜时启动＂价格调查应急机制＂，加强 现为一路上扬，上涨的刚性特征明
｜大、资金到位快，之后甘肃全面实行 了市场价格监测和调控监管，保持了 显，粮食价格平均上涨５２全省居
｜了教育收费＂一费制＂。２００６年教育 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使甘肃居民消 民消费价格上涨１３？０１０ 年和

费价格下降９３义务教育杂费下降 费价格总水平在高位上逐步回落。

２０１１年，粮食价格分别上涨１１．３？
｜２１．８影响当年总指数下降０８个百 是价格政策效果初现。省政府对农副 １０．５加之国际大宗商品恢复性上
｜ 分点，使服务项目价格下降０．７？？
｜ 在这一时期，我国资源价格改革

产品的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涨拉动下，甘肃ＣＰＩ强势反弹，加速

这些政策对于提高农民积极性，从而
对增加短缺农副产品的生产供应起到

｜上升，分别上涨４．１？５．９？？
２．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期间，也即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逐步理顺国际油价
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关系，尽管已多 了积极作用，为保持粮价基本稳定和 ＂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进入＂新
次上调成品油价格，但目前的价格还 抑制食用油价格过快上涨打下了基 常态＂，价格改革进人新一轮攻坚
｜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国内、省内成 础。三是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猪生 ｜期，物价总水平呈现温和可控。在发
品油价格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性很大。 产、保障市场供应的措施，致使养殖 ｜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欧债危机
｜至此，甘肃省拟订实施＂油价联动方 户（企业）养猪积极性提高。经过一 加剧的复杂国际经济背景下，２０１２年
案＂，将根据成品油价格上涨幅度来 年多的生产周期，市场供应已经得到 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

调整出租车等相关收费。此外，电 了改善市场价格回落明显。２００８年 放缓，物价上涨压力得以缓解，甘肃
价、天然气等生活用能源价格在上 ５月份开始，省内猪肉价格连续下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稳定。在此期间，
调，这些因素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 降，Ｓ—１２月环比分别下降２％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行。２００７年食晶价格普遍上涨．尤其 ０８？？０２？？０４？？０９？？５８？？ １０年均上涨２．１？０１４年以后
是粮价回升及猪肉价格一路上扬，助 ２４？３９？？四是强化价格监管。出 涨幅均处于＂１＂时代，期间物价涨
推全省居民消费价格高位运行。＂－ ｜台了规范建筑取费、制止牟取暴利等 幅与经济增速基本相适应，维持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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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工业消费品价格涨辐较小， 环节价格的过程
稳增长的态势。其特点
一是食品价格对ＣＰＩ上涨贡献率结构特征明显。２０１２年以来，随着经 价格总水平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
｜ 仍居首位。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甘肃食品济步人新常态，＂三去一补＂政策对 各个方面，调控目标主要是社会生产

价格累计上涨１５年均上涨３．１％， 上游工业品价格影响明显，甘肃ＰＰＩ 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消费结构的合
｜＂十八大＂以来食品类涨幅在２？？５％ 经历连续下跌，工业消费品价格走势 理、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和国民经济
偏低区间内运行，走势平稳。虽然涨 低迷。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甘肃ＣＰＩ中工业 稳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甘
品价格涨幅分别为２０？？１４？？ ｜肃在复杂的经济运行环境中，有效地
甘肃 幅不大，但食品类价格变动对ＣＰＩ上
１．０？？１．４？０．３？？从涨跌结构看， 抑制了通货膨胀，逊止了通货紧缩，
年鉴 涨的贡献率仍然是最高的，年平均在
５０？？右。十八大以来居民消费价格 由于传统行业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保持了甘肃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价
刚０ 的低位运行主要是由于食品类价格涨 价格呈上升趋势，如药品及医疗器具 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ＧＡＮＳＵ 幅的大幅回落。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二是服务项目价格影响程度扩

价格累计上涨１６．５服装价格累计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价格改革
工作始终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
｜上涨１０８教育用品价格暴计上涨
大。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甘肃ＣＰＩ中服务 １８２文化娱乐用品价格累计上涨 向，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项目价格累计上涨９？？年均上涨 ３．１烟酒价格累计上涨２４？？一些 应的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在探索中
１．８？？涨幅较大的服务项目价格主要 ｜技术含量高，更新换代快产品价格则 ｜ 不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取得了辉

集中于家庭及个人服务，教育、旅游 是下降走势，如交通工具累计下降 ｜煌成就。主要体现在：
及文娱服务，医疗服务等。如家庭服 ７．６通信工具价格累计下降１７５？？ （一）价格改革促进了经济总量
务价格累计上涨３９１年均上涨 二、四十年价格改革成就及ＣＰ 的快迹增长，引导经济结构优化调
６．７？？？疗服务价格累计上涨６５％， 的作用
整。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我国经济
｜年均上涨１．５？？？游价格累计上涨
发生了巨大变化，总体是由农业不能
１４年均上涨２６？？？育价格累计 体制从计划经济为主向社会主义市场 ｜自给、过于重视重工业、服务产业严
上涨７．８年均上涨１．５？？？住类 经济逐步过渡的各个阶段，价格改革 重匮乏到现在三大产业蓬勃发展，结
私房房租价格累上涨１５．２年均上 始终处于关键位置，经历了从调放结 ｜构不断合理。这与价格结构性改革是
合、以调为主到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 紧密相连的，对产业结构调整做出了

涨２．５？？

巨大贡献。第一产业方面，１９８０年比
重为２２３？９９０年下降到２６４％，

十八大以来甘肃ＣＰＩ各类服务价格
家庭服务价格
医疗服务价梏
｜教育服务价料

私房房租价格

２０１２年｜２０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

２ ｜ １１６
１０５．５ １１１２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５
１０２．３

ｏ２５
１０４３ ｜｜ １０２４ ｜｜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８｜

１９９８年到２２８？００６年为１４．６４％，

１０３．１

（０４２

１０１．９ １０３．７

十八大以桌甘肃ＣＰ结构变化Ｅ

｜充分反映了价格改革和价值规律对第

一产业的不断调整作用。第二产业方
面，重、轻工业不断调整，总体上重

工业有所缩减，轻工业不断上升，这

与放开重轻工业价格的一系列政策密
切相关，充分发挥了价格杠杆的作
用，有效调整了甘肃工业不合理的
结刺

（二）十八大以来，甘肃坚持价
■总指数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价格形成

■食品价格

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

■服务价格
■ 工业品价格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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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市场化改革取向，打破了高度集中
的政府定价管理体制，建立了造应社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进一步加快了价格改革步伐，

２０１３年以来，先后放开了４项形成充
分竞争的定价项目，向市县下放了３２
项定价项目。通过不断简政放权，使
｜政府定价范围基本限定在重要公用事

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 通、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物业等公 激消费，也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
节，价格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 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领域的价格和服 发展。
决定价格机制初步建立，有效激发了 务收费管理办法逐步完善。定价成本
｜（二）既要不失时机缓解一些重
市场活力。
监审工作进一步加强。
｜大商品和服务项目比价不合理的矛

（三）初步建立了追应社会主义
《五）清费治乱诚负成效呈著 盾，也要对这些商品和项目进什调价
市场经济的价格调控体系，保持了稳 ｜有效诚轻了企业和杜会负担，营造了｜时要充分考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承受
增长低透胀的良好局面。在放开价格良好的发展环境。十八大以来，我省 ｜能力，坚决制止重大公用服务部门谋
的同时，通过实施＂米袋子＂＂菜篮 进一步加大清理规范收费力度，严格 求重大利益的行为。研究建立保障我

子＂工程，建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 落实国家明令取消、停（免）征和降 ｜国粮食供给，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价格调节基金制度和价格监测预警割 低收费标准等政策。行政事业性收费 保持粮食价格在合理水平的基本稳

甘肃
｜年鉴

２０

度，完善重要商品价格异常波动调控 项目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２个部门（单位） 定。加快制定和实施更有弹性的人民 ＧＡＮＳＵ
｜预案，实施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等加强 １４２项减少到１０个部门《单位）２２ 币汇率制度，缓解输人型通货彭胀的
重要商品价格测控，保持了物价基本 项，收费部门（单位）减少了 压力和国际贸易的摩擦
｜稳定。２０１３年以来，全省居民消费价

７６．１９收费项目减少８４．５０？？取消 第一，进一步理顺全省价格的结

｜３．５？？内。同时，为保障低收入群体

费项目。制定公布了行政事业性收费 实际，逐步适度调整部分商品，使全

格总水平（ＣＰＩ）涨辐连续５年控制在 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 构性矛盾。应当结合我省经济运行的

的基本生活，建立完善了社会救助和 目录滑单、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省价格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运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 清单和政府定价管理的涉企经营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关系到群众利益的

机制，
收费目录清单，实现审批事项透明公 调价项目应加快价格听证步伐，调价
（四）全面推进各项价格改革， 开。全面停止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 要以广大消费者能够接受为前提。

｜ 第二，尽快建立完善农村市场价
完善价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事业 费，扩大了高速公路农产品绿色通道
｜发展。２０１３年以来，大力推进电力市 优惠范围，每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格监控体系。目前，全省农村市场不
场化改革，目前组织完成电力用户与 约２５亿元。
完善，价格监督尚不到位。由于基础
发电企业直接交易电量达到３２０亿千 ｜（六）加强价格监督检查，着力 ｜设施建设等诸多条件的不足，使农村
瓦时，成为企业降成本最直接最有效 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 居民消费价格要高于城市，应当从政
的指施。通过输配电价改革等措施， 权益。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 策上、硬件环境上多为农民创造条

｜累计降低实体经济企业用电成本１００ 贵＂＂上学贵＂等突出同题和政府关 件，尽量使农村市场商品价格与城市

亿元以上。通过销售电价改革，基本 注的热点问题，加大对民生领域价费 ｜同价，防止各种乱涨价行为的发生。
实现了城乡用电同网同价。按照国家 行为的监管力度，组织开展对医疗、 第三，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态势
部署改革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形成机 教育、商品房、旅游、电力、通信、 判断，随着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动
制，及时疏导了价格矛盾。稳步推进 ｜商业银行等行业价格和各级行政机关 能转换加快推进，支撑我国经济保持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合理制定水利工 收费的专项检查、持续加强涉农价格 ｜巾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积极
程供水价格、城市供水价格和污水处 和涉企收费检查，积极开展反垄断执 因素将不断增加，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理征收标准，开征水资源费，推行了 ｜法，纠正越权定价和滥用行政权力排 势能够持续。但由于世界经济大幅回
暖可能性不大，国际市场需求微弱增
有利于水资源节约的水价制度。全面 除限制竞争的行为。
长态势难以根本改变。今后几年，稳
｜建立了居民用水、用气、用电阶梯价
三、新时期工作晨望及政策取向
（一）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 ｜定价格因素仍将占据主导，不会出现
格制度。实施医药价格改革，２０１５年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２０１７年与医保支 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在往 ｜明显通胀压力，也不会跌入负增长区
付、医疗控费、财政补偿政策同步实 房、交通以及服务领域仍存在巨大的 间，物价涨幅总体保持低位运行概率
施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取消 潜在需求，但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过 较大，但人力成本上开、价格改革攻
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同步调整医疗服 ｜高将会抑制需求的实现。因此，要对 坚步伐加快等推动价格上涨因素仍不
务价格，放开３９４项医疗服务项目实 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认真研 可忽视。
行市场调节价管理，规范了特需医疗 ｜究，逐步清除各种抑制消费的政策和
（供稿：张新琳）
服务价格管理。城市供水、供热、医 抬高价格的因素，促进这些商品和服

疗、教育、殡葬、养老、旅游、交 务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既有利于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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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农村居民收支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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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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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另外，随着扶贫开发力度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农村居民

收人大幅增加，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 ３．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为稳步上涨期。 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也进一步
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进人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 加速了农村居民增收的步伐。这一时
人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１元，一路快速增加 院先后出台了减免农业税、实行粮食 期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年均增速
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０７６元，四十年累计增 直补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惠农举措， ｜为１０．９？？其中，增幅最大的是２０１４
加７９７５元，增长了近８０倍，年均增 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 ｜年，当年农村居民收入比上年净增
长１１．９？？收入结构趋于多元化，从 对增加农村居民收人起到了至关重要 ６８８元，较上年增长１２．３？？
最初单一的家庭经营收入，演变为以
９７８一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效入受化雨
家庭经营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为辅的多元化格局，工资性

收人占比显著加大。
一、农村居民收入里现螺旋式上
升态势

（一）四十年农村居民政入变化

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回顾四十年甘
｜肃农村居民收入的演变过程，总体上
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大体上经历了

恢复增长期、波动增长期和稳步上涨
｜期三个时期。

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为恢复增长期

１ｏｏ０
年ｔ专合舍ｔ◆十

２９７８ １９ｓ １９８ １９７１９０ １９ １９ １９９ ２００２ ００ｓ ２０ｏｓ ２０１ ２０１ｕ ２０１７

｜在此期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

施打破了原有体制，充分调动了农村
居民生产积极性。在改革开放的推动
下，农村居民收人逐年增加，１５年累
计培加４５０元，这一时期年均增速为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期增长量变化图

单位：元

１２．０？？

｜ ２．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为波动增长期。

这一时期，受农产品种植结构变化和
价格变动的影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虽呈上涨趋势，但收人增长幅度波
动较大。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增幅最大，增
加２２１元，增长２５１？９９８－１９９年
｜增速较慢，增加３０元，增长２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增幅最小，仅２５元，增

１６ Ｉ专记

ｌ人Ｗ合合

｜ １９７准 １９８１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９０１９９３ １９｀１９９ ２０ｏ ２００ｓ ２０ｃａ ２０１ ２０１ａ ２０１

（二）五年计划时期农村居民收
３．＂八五＂时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为１２．４与上一时期相比增加４．９个
入变化特征。五年计划是我国国民经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 百分点。期末达到３７４７元，较期初增
济宏观管理的重要形式，通过对各个 年均增速为１５．３？？期末农村居民可支 加１６５６元。
７．＂十二五＂时期（２０１ｌ－２０１５
五年计划期的观察与对比，也可以更 配收人为８８０元，较期初１９９０年增加
好地认识不同时期甘肃农村居民可支 ４４９元，翻了近一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 ４．＂九五＂时期（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为１３．１与上一时期相比增加０．７个
１．１９８０年是第五个五年计划末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 百分点。期末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

配收入的变化特征．

｜年，当时的农衬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１０．６较上一个五年计划期下降４．７

１５３元。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的第六个五年 个百分点。＂九五＂末期农村居民可支

加到６９３６元，较期初增加３１８９元。

二、农村居民放入来源趋于多元

甘肃

年鉴

计划期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 ｜配收人为１４５８元，较期初增加５７８元。 ｜化
２０ｇ
增速为１０９到＂六五＂末收入达 ５．＂十五＂时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主要来 ＧＡＮＳＵ

到２５７元，较期初１９８０年增加１０４元。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年均增速为 源于工资性收人、经营净收入、财产

｜ ２．＂七五＂时期（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７．５较上一时期下降３．１个百分 净收人和转移净收入。２０１７年农村居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年均增速为 点。期末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２０９１ 民可支配收人中，工资性收人２２７５

｜元，占２８．２？？？营净收人３５６元，
１０．９与＂六五＂时期相比，年均增 元，较期初增加了６３３元。
速一致。期末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６．＂十一五＂时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占４４．０财产净收人１４２元，占
４３１元，较期初１９８５年增加１７４元。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１．８转移净收入 ２１０２元，占
［２６．０％，
各五年计划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图
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居民收入结

构不断优化，从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
收人一家独大，转变为以经营收人为

主，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为辅的

格局。从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可比资料观
察，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变化呈现如下
｜特征：

（一）工资性收入占比趋于上
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第

二大组成部分，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
要来源之一。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工资性
收入由７３元增加到２３８元，年均增长
｜６．１工资性收人占比呈下降态势，
计划｜末期收入一计效时期平均架速

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汝入构成图

２７５

由７２５？？降到１７．０？？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工资性收人由２３８元增加到４４２
｜元，年均增长１３．２工资性收入占
率位：元
比逐渐增加，由１７．０？？升到

２５．４？？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工资性收人
由４４２元增加到１１７５元，年均增长
１１．５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由

２５４？？ 降到２３．８？？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工资性收人由１１７５元增加到２２７５
元，年均增长１４１工资性收入占

＿＿３５６
■工安性收入■经营性敦收入■财产多收入Ｄ转珍拳收入

｜比不断增加，由２３８？？升到
｜２８２？？近年来，各级政府把发展劳

务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

口，全省上下把劳动力的培训和素质
｜提升作为提高农村居民收人的根本性

专 记ｌ１７

的４８？少到１９９８年的４．４？？ 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
举措来抓，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受到了的４８９
短期技能培训，就业门路不断拓宽，１９９８—２００４年转移净收人平稳增长， 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及时发放到
促进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人的快速增 ｜ 由１９９８年的６２元，培加到２００４年的 位，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增
长。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增 １０９元，年均增长９．９占比由１９９８ 加了转移净收入，许多政策性补贴、
加收人的重要来源，预计未来工资性 ｜年的４４？？加到２００４ 年的５．６？？ 补助成了农村居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舅

收人将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转移净收人大辐提高， 特别是实施精准扶贫，为农村居民转
由２００４ 年的１０９元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 移净收入人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
甘肃 部分之一
（二）家庭经管净收入占比呈下 ８３２元，年均增速５０２占比由 实，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年鉴 降趋势。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家庭联
｜２００４年的５．６？？加到２５．７？？２００９一
三、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
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家庭经营收入 ２０１７年平稳增长，由２００９年的８３２元 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ＧＡＮＳＵ 飞快增长，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０元，增加 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１０２元，年均增速 ８０３０元，比１９７８年增加７９４２元，年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到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９３元，年均增长 １２．３占比缓慢增加，由２５．７？？加 均增长１２．３？？改革开放四十年，农
１９．７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也在提 到２６０？？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 村居民消费观念不断变化，呈现了
高，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７？？高到１９９８年 三农＂投人，建立完善了农村医 ＂三个转变＂特点，实现由＂量变＂
的７７９？？改革开放后二十年，农村 疗、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业支 到＂质变＂的飞跃。
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速减慢，占比呈 寺保障系统，各级财政对农村居民的 （一）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改革

０ｇ

下降趋势，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９３元增加

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５５６元，年均增长
６４占比由１９９８年的７７９？？降到

农村属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变化图
单位：％

２０１７年４４０？？近年来，为增加农村

居民经营收入，各级政府加大了种植
结构调整力度，引导农村居民增加经
济作物面积，大力发展设施农牧业，
发展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同时大力
推广科技种粮，推广小麦全膜覆土穴
播技术、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积

极研发马铃薯新品种，为粮食稳定增

产提供了重要保障，实现连年丰收，
拉动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三）财产净改入不断增加。改

｜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

非常低，１９７８年只有２元，增加到
１９９８年的１０元，年均增长８．４占
比由２？？降到０．７？？财产净收入近
二十年上涨较快，由１９９８年１０元增
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４２元，年均增长
１５．０占比由０．７？？加到１８？？近

曹中史驴矿９矿中砂柳ｓ西硬应砂分矿ｓ夕砂
■工性收入经言举收入 －时产事收入■括移当收入
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单位：％

｜年来，随着农村＂设施农牧业－特色

林果业＂主体生产模式的大力推进，
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为农村居民
财产净收人增添了新的来源，使农村
居民财产净收入快速增加

（四）转移净收入持续增加。
１９７８—１９８年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
由１９７８年５元，增加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２
元，年均增长１３．４占比由１９７８年

１８ Ｉ专记

碑４西驴驴驴矿中中舍矿伊砂应令夕矿应曾＂ ｜

开放四十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

（二）物质向精神的转变。改革

｜的４６？？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９４增加

｜不断下降，前二十年恩格尔系数由 开放初期，农村居民交通通信、医疗保 ｜１４８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由
１９７８年的７４．８？？ 降到１９９８年的 健、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少得可怜，改 １９８１年的０．１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

５９．３下降１５．５个百分点；后二十
｜年下降速度加快，由１９９８年的５９．３％

革开放四十年农村居民生活发生了翻 ９９４元，年均增长２９１占比由

天覆地的变化，物资资料得到充分保 １９８１年０．１？？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４％，
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０．４下降２８．９个 证后，对于精神生活的消费不断扩 ｜增加１２．３个百分点。交通通信、休
百分点，标志着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 大。交通通信支出由１９９３年９元增加 闲、娱乐等消费的蓬勃发展，体现了 甘肃
断提高，居民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食 ｜到２０１７年１０１６元，年均增长２１９％， 人们对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
（三）实物向现金的转变。随着 ｜年鉴
品以外的消费。正是这种变化使人们 占比由１９９年１．６？？加到２０１７年
的消费理念有了很大的变化，食品越 １２７增加１１．１个百分点；医疗保 农村居民收人不断增加，购买力增 ２０Ｍｇ
来越讲究营养和健康，由吃饱的数量 健支出由１９８３年的４元，增加到２０１７ ｜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货币性消费 ＧＡＮＳＵ
｜型转向吃好的质量型，衣着追求时尚 年的８９１元，年均增长１７．１占比 的比例逐渐超过实物型消费。１９７８年
和个性，由节俭型穿衣理念转向品牌 由１９８３年的２６？？加到２０１７年的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８８元，实物

１１．１增加８５个百分点；居住支出 性消费比重为６５８？？改革开放初
多功能化、住宅也越来越注重舒适和 由１９７８年的４元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５６１ 期，农村居民主要消费自己种的粮、
｜化的消费理念，耐用品日趋高档化和

美观，这些都是消费结构质变的体现。 元，年均增长１６５占比由１９７８年 ｜油、菜、瓜果。一方面农村居民手里
｜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消费，另一方
恐格尔系数走势图
单位：％ 面从思想观念上也不舍得花钱。随着
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搞
活，经济水平快速提高，使农民钱袋
子鼓了起来，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也随

之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进
城生活，实物消费逐渐转变为货币消
费。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８０３０元，其中现金性消费比重为
８１．１比１９７８年提高４６９个百分点。
四、城乡居民入和消费差距均

逐步缩小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的挑

战，甘肃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统
筹城乡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新政
策新举措，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
单住： 小，收入分配格局进一步改善，基本

｜硬硬矿矿种矿矿矽中但驴驴。矿矿矿矿命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占比走势露

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

步。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城镇居民

收入一直高于农村居民收入，甘肃亦
｜是如此。１９７８年，甘肃城农收入比为

｜４．０３∶１，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遂

渐降低，１９８３年达到最低为２３０：

１，其原因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大韬

监Ｂ监盐ＢＬ监ｋｈ监ｈ监ｌｉ监ｌｌｌｈ 上升，农村居民收入大辐增长。１９９０
｜史伊中矿矿硬矿皮中便破但９矿矿＂矿驴夕９
■（一］商品猬 仁）滚者 ■（三层住 ■（四）生着用品及耶

｜年开始城农收人比有所扩大，到２００７
｜年城农收入比达到最大，为４．１６：１，
其原因是这一阶段大力发展第二产

专 记ｌ１９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走势图

｜

｜比呈上升趋势，２００７年达最高点后，
｜从２００８年城农收入比开始下降，但下

降幅度不大，２０１７年城农收人比３４４
：１，城农收人差额为１９６８７元。（见
图１）
（二）生活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城乡收人差距最终反映的是生活水平

甘肃

差距，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年鉴

为８０３０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ａ０

２０６５９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
居民的２．５７倍。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间，城

３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农消费比除１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达到顶

１９７ １９ｓ １９４ １９５７ １９ｏ １９ ９ １９四 ２００ｍ ２００ｓ ２００ｍ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 峰值４．１１和４．２０，其余时间波动变
化，２０１０年后缓慢降低，趋于稳定。

业，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相比处于劣 势。其中，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城农收入

卡

｜城乡属民人均消费走势围

（见图２）

五、来来三年展望与建议

（一）未来三年展望
１．指数函数模型。观察１９７８—
２０１７年四十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
布散点图，呈现明显的指数曲线特
征。建立如下的指数函数模型：（见
｜图３）

２．线性增长模型。观察２００８—
２０１７年十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分布
敢点图，呈现明显的线性增长关系。
建立如下的线性增长关系模型：（见

１９７ １９Ｍ １９ｓ １９５７１９ｓｎ １５ｓ １９６ １ｓｓｅ ２００ ００ｓ ２００ｓ ２０１ｔ ２０＇４ ２０７

图４）

ｙ＝ ５９６．２６ｘ＋２０６７．２Ｒ２＝０．９９５

根据以上两个模型，对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进行趋

图３

ｙ＝１０４３／ｉａｒ

Ｒ２＝０９９３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收人指数拟合效果。

势外推预测，可得到如下结果：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甘肃农村居民可支
收入预测表
单位：元

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
线特征预】

２０１８ ９５３
２０１９ ｜
１０６４３
１８８２
２０２０

入线性增

８６２６
９２２２

９８１９

这表明，到２０２０年，无论四十年

ｅｓｓｅｓｅｅｅｅ６ｅ４

１０１５】
ｍ 乃３０ｓ４０４５

指数曲线特征预测，还是十年的线性
增长关系预测，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人都将超过全面实现小康的标
准，若单从农村居民收人指标观察，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完全可期。

２０ Ｉ专记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收人线性拟合效果。

性改革，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第二，增加农业技术创新提高整
体水平。创新农业技术对国家实行可

持续发展有巨大意义，增加现有资源
的更大化利用。建立健全鼓励机制，
加大补贴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和人才
引进。

第三，缩小城乡差距引导农村劳
动力合理流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
力市场，并逐步推进各项改革，取消
各地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歧视

甘肃

年鉴

２０ｇ

政策，扩大农村居民的就业空间。

ＧＡＮＳＵ

第四，发展乡村旅游增加农村居

｜民收入。发展乡村旅游在扩大内需的

同时，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服务业的

（二）建议

实现全面小康标准，建议重点加强以 发展。依托农村自然生态等优势产

业，给予一定的经济、政策支持，提
当前甘肃经济企稳回升基础尚不 下几个方面：
牢固．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面临不少 第一，进行农业结构调整适应市 ｜升收入与消费的总体水平。
因难和挑战。要深人贯彻落实十九大 场经济要求。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 ｜ 备注：１９７８－２０１７年可支配收入
精神，将乡村振兴放在优先发展的地 ｜提高，农业发展需要与消费结构的改 和消费支出均为新口径数据
（供稿：张文芳）
位，切实打好扶贫攻坚战，确保如期 变相适应。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专记ｌ ２ａ

甘肃

改革开放四十年甘肃城乡居民消费变迁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每百户居民
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甘肃经济实 ｜类７５公斤，是１９８５年的４４．３倍人均 家庭拥有电冰箱９７．３台，洗衣机１０１
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消费蔬菜５９５公斤，是１９８５年的４４ 台，彩色电视机１０６台，照相机２６．５
高，本文通过一组数字，真实反映 倍人均消费鲜蛋由１９８５年的７．１公斤 ｜台，分别是１９８５年的４０．５倍、１．７
｜ 出全省城乡居民在收人水平、消费水 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４．３公斤，增长迅猛。 倍、５４倍和２６倍。农村每百户居民
｜平和生活质量上的变化。
农村居民２０１７年人均消费肉类４４１公家庭拥有电冰箱７１１台，而１９５年
一、居民收支两位教增拎
斤，是１９７８年的６３．７倍人均消费药 ｜户均拥有量为０；洗衣机９２１台，是
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菜１９２公斤，是１９７８年的４倍。
１９８５年的８３．７倍；彩色电视机１０９０
收入为２７６３元，比１９７８年增加 ｜ 居民不仅注重食品的营养，也更 台，是１９８５年的２１８倍。
２７３５５元，年均增长１１４？？？均消 ｜加追求方便和多样性，在外饮食支出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在温
｜费支出２０６５９元，比１９８０年增加 ｜越来越多。２０１７年，农村居民人均 饱问题解决后，家用电器消费需求快
２０２６０元，年均增长１１３？？农村居 在外饮食支出为１４７元，是１９８３年的 速增长，消费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８０７６元，比 １８３８倍，占食品支出的比重由１％ 档次不断上升。九十年代，彩电、冰
１９７８年增加 ７９７５元，年均增长 上升到８２？？老百姓不再为温饱问题 箱、洗衣机成为生活必需品，进人新
１１９？？？均消费支出８０３０元，比 而发愁，吃饭也不仅是为了生存， 世纪，耐用消费品由＂实用型＂转向
１９８０年增加 ７９０３元，年均增长 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吃出品味、吃 ｜＂高档享受型＂，更先进的家电设备成
１１．９？？
出文化，健康养生的理念已深入 为当代居民家庭的新宠。
｜有改革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发 大红利。城镇居民２０１７年人均消费肉

（三）住：从＂居者有其屋＂到
人心。
｜（二）用：家用电器普及，档次＂居者优其屋＂
目常提高
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住
改革开放前及初期居民添置日常

二、居民消费层次提高，热点汇
贾不断涵现

生活用品的频率较慢，都是旧的不能

用了再买、如今，随着购买力的不
断增长，消费领域不断拓宽，消费
层次有效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
高，吃、穿、住、行都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

（一）吃：从温饱到营养健康。
＂民以食为天＂，城乡居民在食
品消费支出增长的同时，饮食更加注

重营养，膳食结构更趋合理的倾向越
来越明显，肉、禽、蛋、蔬菜等副食

２０１７年甘肃居民需用家电每百户拥有情况
指标名称
电冰箱（程）

洗衣机

２２ ｜专记

互

｜空调
彩色电视机

计算机

百
台

色
台

衣村

应镇
１９８５年

热水器
其中；太阳能热水器

｜照相机
计算机
｜品消费量逐年递增，舌尖上的变化见
证了一个家庭一代人的生活变迁，也 其中：接入互联网的

折射出改革开放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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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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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０

００
００

２０
７０８

｛００

５８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７年

２
系

房建筑面积达到３３．８平方米，比１９８０

１７０购买保障性住房占８２购

一种风尚。

１９９７年，甘肃城镇居民每百户拥
年增加２７４平方米，是１９８０年的５．３ 买拆迁安置房占３．７自建住房占
倍；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１８．０继承或获赠住房１３拥有 有家用汽车仅０．１７辆。２００６年底，全
３１．４平方米，比１９８０年增加１７．５平方 ｜二居室及以上家庭占５５７？？农村居 省私人汽车拥有量为２４万辆，２００９
米，是１９８０年的２．３倍，
｜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全

｜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３１４平方 年国家对１．６排量及以下车型实施购
米。９０？？上为自建房，住房总面积 置税减半政策，私家车拥有量进入高

省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 ６０平方米以下的仅占１０８？７？？ ｜速发展期，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私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居住环境和住房 家庭实现管道供水人户，住房配套设 人汽车拥有量达２８８万辆，是２００６年

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１９９８年住房制 施逐步齐全。居住条件明显改善，９
度改革，使延续了几十年的实物性、 现了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
｜福利性分房体制彻底结束，住房分配 屋＂的转变。

货币化、商品化制度全面实施，改善
居民住房条件的步伐加快。２０１７年，

（四）行：两轮迈向四轮
｜六七十年代居民梦寐以求的＂三

甘肃

的１１．９倍，２０９年的５６倍，十年间 年鉴
年均增长２８．１城镇居民每百户拥 ２０
有家用汽车已达到２７辆，农村为１４ ＧＡＮＳＵ

辆。汽车逐渐进入老百姓家庭，不仅
使居民生活更加便捷，而且改变了出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总建筑面积达到 ｜大件＂之一自行车已成为历史，九十 行方式、半径和生活习惯。如今，驾
｜３３．８平方米，比１９９８年增加２０．５平方 年代流行的摩托车已经落后，随着居 车上班、驾车旅游已成为百姓生活中
米，增长了２５倍。按房屋来源分， 民收人水平的提高，普通消费者的购 的一部分。
购买商品房占４４．６购买房改住房 买能力逐渐增强，私人购车逐渐成为 （五）买：从＂门市部＂到＂商
｜业综合体＋网络购物＂
００６—２０１７年甘肃私家车拥有量
单位：万辆 ｜ ２０１７年，全省纳人调查的城市商

业综合体共有１４家，这１４家城市商
业综合体共有可出租使用面积６６．９万

｜３ｓ００ ｜

５００

２３９０

２８Ｉ

２５１

１６３４

｜平方米，已出租使用面积６２．８万平方
米，出租率为９４０？？？年总客流量
５０２０万人次，日均客流量１３８万人
次，共有停车位４２０４个。
目前，人驻城市商业综合体的经

营户主要从事零售业、餐饮业、服务

业。其中零售业有百货店、超市、专
业专卖店等；餐饮业有正餐、快餐
等；服务业有电影院、游乐游艺厅、

２４２２８
库年２０７年 ２０年２０９年２０１０库 ２０１年２０１２库 ２０１３年 ２加阵 ２０１Ｓ年２０６年２０库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甘肃城乡居民人均消我性支出趋势图

ＫＴＶ、教育培训机构、健身养生等。
全年城市商业综合体营业总收人４５．５
｜亿元，同比增长８８？？？售业销售

单位：无 目总收人３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９％；
｜餐饮业营业总收人４．６亿元，同比增

｜长１８？？？务业营业总收人２．２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４？？＂一站式＂消

费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改变了城乡

居民传统消费方式，提升了城市的整

［体品位，促进了城市商业繁荣。

近年来，＂互联网＋＂的生活方

矿ｙ矿矿此到了ｙ矿护产学。学＇发必

式已经渗透至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网购平台和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为
网上购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全方位
的有力保障，各种网络购物节的持续
开展，点燃了百姓网购的热情，消

专记ｌ２３

费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２０１７年， 长，甘肃居民的消费支出也拉出一条 到＇质＇的飞跃。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出达 ｜上升的曲线，折射出居民生活的 （一）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恩格
２９０．７元，同比增长４．７是２０１２年 变化。
尔系数的逐年下降，标志着城乡居民
的５．６倍：农村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 资料显示，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居民 生活质量的提高，居民可以有更多的
出达１７．７元，同比增长１２．１是 人均消费性支出比１９８０ 年增加了 钱用来食品以外的消费。正是这种变
２０１２年的１６．１倍，居民通过互联网购 ２０２５９元，增长了５１．８倍，年均增长 化使居民的消费理念有了很大的变
｜化，食品越来越讲究营养和健康，
甘肃 ｜买商品和服务支出呈现快速增长 １１３％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比
由吃饱的数量型向吃好的质量型和方
年鉴 态势。
三、居民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１９８０年增加了７９０３元，增长了６３．２ 便型转变，衣着迫求时尚和个性，
２０ 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消费水平、
音，年均增长１１９？？
由节俭型穿衣理念转向品牌化的消费
ＧＡＮＳＵ 消费质量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莫
居民消费观念不断更新，实现了 理念，耐用品日趋高档化和多功能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增＂四个转变＂，呈现出由＇量＇的满足 化、住宅也越来越注重舒适和美观，
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收入的增
这些都是消费结构质变的体现。
１９９—２０１７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二）物质向精神的转变。生活
物资资料得到充分保证后，居民对于
精神生活的消费必然扩大。２０１７年城
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２３４１９元，
占消费支出的１１．３是１９８５年的

３２４倍：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９９３．７元，占消费支出的１２．４是
１９８５年的１３２８倍，已超过医疗保健
成为第四大消费支出项目。休闲、娱

｜乐等消费的盖勃发展，正是体现了居
民对丰富精神生活的需求。
（三）生存向享受的转变。生存
｜１００２年

１９ｓ３举

２００７年

■食品视酒

■交通译性

■教育文化娱乐■医分保健

■ 生添用品及船务

｜资源在得到量和质的满足后，居民越
｜来越注重高品质的生活。生存型消费

｜■ 其他用品及耶务

｜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趋缓，城镇居民

｜２０１７埋

１９９３—２０１７年甘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４石

Ａ

１—

食品支出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５３．１？？降

｜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９．２？？？村居民食品支

出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７４．８？？降到２０１７
｜年的３０．４？？

享受型消费支占总消费支出的比

重明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交通

７系

通信和医疗保健三项支出分别由１９９８

年的６．８？？５．１？６．４？？高到２０１７

年的１８．５？？１４．３？８４？？农村居

％

｜民的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三项

支出分别由１９９８年的１２．４？？２．５？

４．６？？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９４？？１２．７％
和１１．１？？
（四）实物向现金的转史。随着

ｕ＊
１９９］年 １９９８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合品阳百
居住
生活用品及骗
■教育文火嫔乐
■压疗保健
■其绝再品及报务
｜■ 交通诵信

２４ ｜专记

农村居民收入不断增加，购买力增
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货币性消
费的比例逐渐超过实物型消费。１９７８
年全省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为８８．２元，

实物性消费比重占６５．８？？农民主要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人城市。另一方 ｜切实解决城镇居民的后顾之忧。完善

消费自己种的粮、油、菜、瓜果。不 面，在农村发展农、畜产品深加工等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关键是要抓好落
仅农民手里没有足够的收人来支撑消 企业，使留守农民在家也能有收入。 ｜实。一方面要把符合条件的闲难群众
费，从思想观念上也不含得花钱。市 三是加大对技能培训的扶持力度，特 ｜纳人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另一
场化进程加快，经济水平快速提 ｜别是职业技术教育。既能解决技工短 方面要尽可能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的运
高，农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越来 缺问题，还能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 行机制。认真解决好低收人群体在住

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生活，实物消费

（二）有保障无顾虑，让群众敢 房、医疗、就业和子女就学等方面的 甘肃

逐渐转变为货币消费。２０１７年农村居 ｜消费
难题。
（三）有监管严执法，让群众愿
民人均消费支出８０２９．７元，其中现金
只有解决人民群众养老保险、！
性消费比重为８１．１比１９７８年提高 疗保险等问题，才能使广大群众老有 ｜消费
４６９个百分点。

四、扩大消费的建议
｜（一）有政入底气足，让群众能

年鉴

２０１９

所养，病有所医，衣食无优，从根 ｜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积极构 ＧＡＮＳＵ
本上促进消费。

｜建以企业信用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

对于农村居民，在收入之外的众 制，加强事前监督和事中事后监
｜消费
多因素中，预防性储蓄是使得农村居 管，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加强流通
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是制约消费需｜ 民平均消费倾向长期偏低的主要原 环节商品质量监管，以消费者投诉举
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收人是消费 因。因此、一方面要帮助农民逐步转 报较为集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
主体实现消费的硬约束和前提，没有 变保守的传统消费现念，另一方面要 关的商品为重点品种，严惩＂黑心＂
足够的有效需求，消费市场就不可能 加快包括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 食品、旅游＂＊客＂等不法行为，严
被激活。
内的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提高农户 肃查处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不
一是努力扩大城市就业种类，鼓 防范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消费 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许行为，促进

励个人创业。对于创业，在办执照、 水平。
｜ 市场消费环境不断优化，让群众吃得
验资等多方面给予方便。二是让更多
对于城镇居民，进一步完善养 放心，玩得开心，花得舒心。
的农民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 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将尽可能多的
（供稿：杨 涛）

一方面，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让从业人员纳入到社会保险制度中来，

专 记ｌ｜ ２５

甘肃

年鉴

改革开放４０年甘肃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综述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成片火红色的藜麦与天相连，一

位农民妇女站在藜麦前望向远方·
这样一幅蕴含着丰收希望的摄影作品

业跃居全国前列。
果品品牌享誉全国。２０１７年，高原夏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１７年，甘肃省的苹果 ｜菜外销达８２０万吨，形成了以河西走
种植面积由３４万亩增长到４７０万亩， 意为中心的辐射中亚、西亚、南亚和

近日成功入选＂伟大的变革——庆祝 产量由４．２９万吨增长到３８３万吨，面 欧洲的蔬菜供应中心。全省脱毒种薯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型展览＂，在北京

积和产量分别居全国第２位和第５位； 生产面积１２３．５万亩，原原种出口到
马铃薯种植面积由４１８．５９万亩增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埃及、俄罗斯

国家博物馆展出。照片里的大片蒙麦
正是由甘肃远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 长到１０８３万亩，产量由４７．０５万吨增 等同家和地区。甘肃省不仅成为全国
设的全球最大藜麦种植资源库和科研 长到１３００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居全 最大的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瓜菜花
｜卉制种基地和全国重要的脱毒马铃薯
试验区，种植面积达３．３万亩。无独 国第３位和第２位；
有偶，近日，甘肃省＂陇藜１号＂和 ｜中药材种植面积由２２万亩增长到 良种繁育基地，还形成了包括陇南山
＂陇藜４号＂两个藜麦新品种成功出口 ４５１．５８万亩，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 地、陇中陇东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
到白俄罗斯，填补了白俄罗斯藜麦种 １位；
｜部和河西走蜂荒漠等在内的较为成熟
植的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打破＂以 的中药材种植区。

从南美洲远渡重洋来到甘肃省，再 粮为纲＂单一经营的农业结构，紧紧
｜从＂靠天吃饭＂到＂靠科技吃饭＂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省加快实
由甘肃省一路向西输出到白俄罗斯，藜 围绕各地农业特色资源禀赋，以资源
麦产业奇迹般地成长，只是改革开放４０ ｜换产业、以存量换增量、以特色换优 施以机代牛推进计划和农业机械装备
｜年来陇原农业巨变的一个缩影。
势，积极调整产品结构、生产结构、 提升工程，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强农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坚持把解 ｜种养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党的十 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以农业机械为主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重中 八大以来，甘肃省持续加大农业特色 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加快普及和推广
之重，从最朴素的解决温饱目标开 优势产业扶持和培育力度，大力发展 应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巨

始，围绕农业特色资源禀赋，突出特 ｜＂小而特、小而优、小而精、小而｜变。

色农业发展导向，努力改善农业生产 美＂和＂独一份＂＂特别特＂＂好中 与１９７８年相比，２０１７年，全省农
机总动力由３２３９６万千瓦增长到
条件和物质装备水平。尤其是党的十 优＂的特色农产品。
２０１７年，全省特色优势作物面积 ２０１８６万千瓦，拖拉机保有量由５．３２
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省委省政府深化农 ｜达到３３１３万前，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 ｜万台增长到８１９万台，机耕水平由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开放促改 一半以上，初步形成了草食畜、优质 ２６？？高到７９１耕种收综合机械
革、促调整、促发展，农业农村经济 ｜ 林果、高原夏菜、优质马铃薯、道地 化率由１２．４？？高到５３．９？？
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翻天 中药材、现代制种等特色优势产业，
不仅如此，国家先后启动＂三西
覆地的巨变。
｜全省特色优势产业布局基本形成
建设项目、景电调水、引大入秦水利工
从＂单纯求温饱＂到＂以特色换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已成为全国重要 程、引洮供水等一大批农业基础设施建

｜ 的优质牛羊肉生产供给基地之一。花 设项目和水利工程，大规模开展河西商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曾经为吃 牛草果、平凉金果、静宁苹果、礼县 品粮基地建设和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
饱肚子发愁的甘肃，如今多项特色产 ｜苹果、秦安蜜桃、秦州大樱桃等优质 早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甘肃省农业

优势＂

２６ Ｉ专记

｜＂果盘子＂＂肉案子＂
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成效，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从＂桌饱肚子＂到＂鼓起钱袋子＂ 越来越强
随着生产条件的日益改善，甘肃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天水市麦积区利桥
省农业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
｜ 土地有了＂身份证＂，农民吃上
｜索，按照基地支撑、特色成块、产业 镇秦岭村的贫困户王秀霞高高兴兴地 ＂定心丸＂。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全省加快
成带、集群发展的思路，推动标准化 拿到了今年入股木耳种植合作社的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
｜生产、专业化布局、集约化经营、规 ｜８００元分红。不仅如此，她还在家附

模化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绿色 近的木耳基地打工挣了１６００多元。

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初步走出一条农 ＂不耽误自家农活，还能在家附
牧结合、产加配套、粮饲兼顾、种养 ｜近打工，多亏党的好政策，咱农民的

循环、集约发展的甘肃现代农业发展 生活是越来越好了。＂王秀霞说道。

路子。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已累计创建各类

２０１７年，秦岭村结合农村＂：

变＂改革，为全村引人包括木耳种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３６０多个。２０１８年 植、土蜂养殖等多项致富产业，借助

证工作，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共发放承

包经营权证４４２４３万本，发放率达到 甘肃
２０１５年，农业部在陇西县启动实 年鉴

９６．７２？？

｜施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 ２０１９］
拉开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序 ＧＡＮＳＵ
幕。

｜至２０１７年下半年，农村＂三变＇
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全省牛、羊、猪、鸡 ＂公司＋村集体＋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改革已在陇原大地全面铺开。以股权
良种化程度大幅提升，成功培育第一｜式，土地、资金、劳务、技术＂无物 为纽带，全省整合农村、政府和社会

个国家级高山寒早草原生态区高山美 不股＂，村民领分红、挣工资，增Ｗ
利奴羊新品种；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 渠道更多了。

的各种资源注入产业发展，形成了推

进产业发展的强大聚力合力，既壮大
率达到９５？？上，已实现脱毒种薯全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省农业农 集体经济，更促进农民增收。
覆盖；２０１７年设施蔬菜面积达到１６９ 村改革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民收入人增长来

万亩；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而积 位，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坚持把提 ｜源日趋多元化，特色农业、畜牧养殖、
１６１４．７万亩、农田高效节水技术实施 高农业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把促 劳务输出、转移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
面积１０１０万亩，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不 ｜突出亮点，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农民人均
达到５６？？
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向农业深 收人芝麻开花节节高，已由１０．２５元增
２０１８年，在农业科技强大力量的 化改革要活力、要动力、要红利。 长到８０７６．１元。农民住房、医疗、教育
支撑下，甘肃省在粮食连年丰产的基 党的十人大以来，甘肃省不断推 ｜条件水平也得到级大提升，农村物质文
础上，实现了农产品生产能力全面大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激活 化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文章来源：甘肃农民网—甘肃
幅度提升，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极 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农民的
｜大地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饯袋子鼓了起来，产业扶贫取得显著 日报记者 薛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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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地方综合年幕编纂出版质量，推动年鉴事

业科学发展，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宇所称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改区

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

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以县级以上（含县级》行改区域名称

冠名的地方综合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第四条年鉴编纂出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样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大书遮

甘肃

年鉴

４ｓ誉题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例在张掖发车。本次列车开行，标志产量１０
着甘肃农特产品通过中（中国）１

１０日 省长唐仁健在兰州会见白

（新加坡）南向通道运输实现常态化 俄罗斯建设部副部长西多罗夫率领的

１日 甘肃省电子缴费卡用户或 ｜运行，源源不断地走向东南亚国家消 自俄罗斯建筑企业管理培训班成员
一行。
ＥＴＣ卡用户，通行高速公路缴纳通行 费市场。

△ 全球著名媒体《纽约时报》
平台开具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 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发布＂２０１８全球必去的５２个目的地＂
书记、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 榜单，甘肃位列其中，排名第１７位，
发票。

费或ＥＴＣ卡充值费，可通过发票服务

｜ ９日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３日 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构建 议上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是中国唯一入选的省份。

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经营服务体系事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审议《２０１８ ｜１０—１１日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
宜：同意调整甘肃祁连山、民勤连古 年甘肃省脱贫攻坚工作要点》《甘肃 ｜１１日兰州新区管委会与亚上农

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决定

省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法》。

｜ △ 由中科院院士程国栋领衔的 ｜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兰州新区

设立乡村振兴公益性专岗，推进农村 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环境与工程研究 中亚粮油储运加工产业园项目合作协
共建共治共享。
｜所冻土与寒区工程研究创新团队荣获 议》。该项目位于兰州新区综合保税
△ 由甘肃省创作拍摄的电影 国家科技进步创新团队奖，成为此次 区二期用地，总占地面积８６６万平方
《金城档案》在第１６届电影百合奖颁 全国３个创新团队奖获得者之一，这 米，约１３００亩，计划总投资２３亿

｜ 奖典礼上获两项大奖。即：优秀故事

也是甘肃省首次获得该奖项。同时， 元，由中华康普、北京博华、亚粮集

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由敦煌研究院牵头完成的＂干旱环境 ｜团等央企、民企共同组建的兰州新区
４日 由华亭县广播电视台策划 下土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亚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拍摄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走进华 项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亭》，成为唯一一部人围第七届＂光

１２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 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上线运 发《甘肃省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实

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的县 ｜营启动暨中药供应链创新与应用高峰 施方案》。从２０１７年起，国开行甘肃
级电视台作品。
论坛在兰州举办。甘肃是我国中药材 省分行、农行甘肃省分行、省农村信
８日甘肃省首列农产品国际专 资源大省，种植面积４０万亩，年均用社、甘肃银行、兰州银行连续５年

大事记 ｜２９

安排贷款１０００亿元支持甘肃省特色产 （专利）奖励大会在兰州举行。会议

△由甘肃省总工会、甘肃日报

｜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在甘肃省科学技术和知 社、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联合开
｜ １２—１３日 省委农村工作暨扶贫 识产权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 展的２０１７年＂陇原工匠＂揭晓。１０人

｜业发展

曾

｜开发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讨论 个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魏
通过甘肃省贯物《中共中央、国务院 宝文荣获甘肃省科技功臣奖。甘肃省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意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冯起代表受
见。省委、省政府与有关省领导、省 表彰奖励的科技工作者作大会发言。
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脱贫攻坚 △ 由甘肃省烹饪协会、兰州牛

｜甘肃
年鉴 任务重的１３个市州签订《脱贫攻坚责

０ｇ｜任书》。
ＧＡＮＳＵ

入选１０人提名：赵洪刚、王玉明、孙

青先等１０人为甘肃省第二届＂陇原工
匠＂，廖永刚、董兵天、王一等１０人
为第二届＂提名陇原工匠＂：
△ 兰州市红古区的方大碳素新

肉拉面行业协会、甘肃名厕委、金味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给两千多名员工发

｜德兰州牛肉面产业园、兰州资源环境 放年终＂红包＂超１亿元。

１３日 省委议军会议在兰州 职业技术学院等联合发起成立兰州牛
召开。
肉拉面国际联盟。
△ 兰州大学祁连山研究院正：
２５—２６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
成立，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任表援平到甘肃省开展慰间调研活
发展高端论坛同时在兰州大学召开。 动，走访慰间甘肃省归侨代表人士，

ＹＥＡＲ８００Ｋ

３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铎到临夏州永水靖县调研脱贫攻
坚工作。

｜△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到
会宁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２０日，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 调研国侨办定点帮扶的积石山县精准 同月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有各
类家庭农场８２３０个；工商登记注册农
心揭牌仪式暨首届＂一带一路＂高端 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开展情况。

｜２６日 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民合作社总数达８．３９万家，居全国第
学术论坛在本部飞云楼报告厅举行。
｜１４—１６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 员会在官方网站通报甘肃省麻风病呈 十一位；龙头企业２８６９个，国家级重

永富带领慰问调研组到甘肃省专题调 低流行态势，陇南、平凉、庆阳等部 点龙头企业２７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研脱贫攻坚工作，看望慰问基层扶贫 分地区时有散在病例发生。截至２０１７ ３６８家。尤其是甘肃省７５个贫困县已
干部和贫困群众。
年１２月底，全省累计发现病例４９０ 成立合作社８０２万家，带动农户２６８

万多户，占全省总农户数的一半
１８日 甘肃省唯——家省级法人 例，治愈存活者６０７例。
△ 甘肃省麻风病患者生活补助 以上。
｜城市商业银行——甘肃银行在香港交
同月定西干早气象与生态环境
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 标准提至每人每月２２０万

＂２１３９．ＨＫ＂。甘肃银行也因此成为西

２７日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近

基地上榜＂首批野外科学试验基地＂

北地区首家上市银行。
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中 名单。
２１日 省纪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在 央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扫黑除恶专项 同月甘肃省颁布首张网上办理
兰州召开。
｜斗争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甘 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２２日 甘肃省政府国资委与中国 肃省扫黑除恶和加快旅游强省建设等 同月 甘肃省首个废旧风电叶片

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 回收再利用项目落户玉门经济开发
｜在兰州正式签订重组协议。重组完成 旅游强省的意见》。
后，北方稀土在甘肃稀土新材料的股 ｜３０日＂工行杯＂感动甘肃·

区。该项目由玉门天润高科新技术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年处理２万吨废旧

权将占４９．３５省政府国资委所属企 ２０１７十大陇人骄子颁奖典礼在兰州举 风电叶片。项目总投资２３８亿元，总
业的股权将占２６．９６％．
行。获奖者：於若飞、王小敏、窦兰 占地面积２４３亩，计划建设年处理２
２３—２８日 政协甘肃省十二届－ 英、田仲虎、刘念、赵灵英、张维 ｜万吨废旧风电叶片生产线一条，标准
化厂房２．４万平方米，车间５４万平方
｜次会议在兰州举行。大会选举欧阳坚 林、李钢、赵逵夫、阙卫平
米及材料堆场。
为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

选举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 会议在兰州举行。
席及秘书长。
△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暨２０１８年
｜２４—２９日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省安委会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在

议在兰州举行。大会选举林铎为甘肃 兰州召开。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甘肃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 １月３１日至２月１日 全省洛实
主任；选举唐仁健为甘肃省人民政府 立。省委书记、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一户一策＂帮扶计划培训班在兰州
省长。
试点工作小组组长林铎揭牌，并在省 举办。全省１４个市（州）和８６个县
（市、区）农工办、扶贫办负责人及
２５日 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纪委监委干部大会上讲话。
３０｜大事记

＂两州一县＂省直帮扶单位相关负责
９日 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十九 ｜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７年度改革工作考
人参加培训
｜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及 评结果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全面
２日 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会 省区市和部分中央单位巡视办负责同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
议在兰州召开。
志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全省贯彻落 和《中共甘肃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 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
实工作。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第一次
｜△ 全省质量大会在兰州召
开。
（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 ９——１０日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赴

小组２０１８年工作台账》，
△ 全省机构编制工作电视电ｉ
会议在兰州召开。

２４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

意见》和《甘肃省推进＂一窗办一网 联系点漳县、西和县调研脱贫攻坚 主任林铎在兰州围绕加快兰白国家自 年鉴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进行工作调研。
办简化办马上办＂实施方案》。
工作。
２０ｇ
｜４日甘肃省＂全面改薄＂项目
１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肝仁健 省长唐仁健到兰州市榆中县调研 ＧＡＮＳＵ
｜惠及全省１１８４４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会见新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锐， 精准扶贫工作。

的２５７万名学生，分别占义务教育阶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表示祝贺，
△ 省政协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
段学校数和学生数的８９？９５？？
１４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调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兰州召
５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怿在兰州看望慰间公安干警、 ｜开。
主任林铎到庆阳市西峰区、华池县， 消防官兵、建设工人、孤寡老人和孤 ２６日 住甘全国政协委员培训动
｜看望基层干部群众，走访慰问困难党 残儿童，实地检查春运保障、消防安 员会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欧阳坚

｜员、贫困群众、优抚对象和困难企业

保等工作。

出席会议并讲话。

—７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到涩
泉市看望慰问困难企业、群众和驻地

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等工作。

跑＇＂人选春节体育旅游精品线路。

职工
２２日 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贯彻 同月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减贫６７万
△ 省长唐仁健到定西市安定 洛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 人，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６ 年底的
区、渭源县的困难企业、贫困村，看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 １２９７？？降到９．６？？有６个片区县、
望慰问困难职工、困难群众、优抚对 有关部门汇报，进一步研究甘肃省打 １３个插花县申请摘帽退出。
象、老党员和劳动模范。
赢脱贫攻坚战的相关措施，安排部署 ｜同月＂中国·甘南高原＇天空
部队官兵。

｜同月 敦煌研究院编著的《
议同意２０１８年省级预算内基建投资安 ｜＂一带一路＂画敦煌》人选＂大众喜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次常务会

６—７日 省长所仁健到陇南宕昌排意见；审议通过《甘肃省合作共建 爱的５０种图书＂。

县、徽县、西和县、礼县等地调研脱 中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工作方案
｜贫攻坚工作。
｜ ８日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兰州召开。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关于强化实施创

同月 科技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
＂星创天地＂审核备案名单，甘肃省

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 新农联创＂星创天地＂、鼎鑫科技

万众创新深人发展的实施意见》《甘肃 ＂星创天地＂等２０家单位名列其中。
｜省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当前全省的国家级＂星创天地＂数量

任林铎主持召开民常企业家迎春茶话 《关于深化全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融 达到５３家。

资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甘肃省 ｜同月甘肃省１４４户名牌产品企
会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次常务会 税收保瞻办法（草案）》；批准省第三 业受到省政府表彰。
议审议通过２０１８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

主要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意见、
《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实施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及其
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宜普
实施办法》；决定提高全省城市低保
标准和补助水平；提高农村低保标准

２３日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五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人员救助供养省级补助标准。
８—９日 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

稿）》《中共甘肃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表团团长，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省委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细则（修订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全国人大代

次会议精神；审议《中共甘肃省委全

三月
３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规则（修订 甘肃代表团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稿）》《中共甘肃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议。会议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
｜和一、二类对象补助水平；提高特困 领导小组专项小组工作规则（修订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为甘肃代
平到甘肃调研。

｜稿）》《中共甘肃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玺玉为代
大事记｜３１

表团副团长。会议审议十三届全国人 户果农合计领到１０６４万元苹果价格 于成县东北方向石家沟村，隶属于甘
｜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 保险理赔款，其种植的１５．２万斤辜果 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甘肃
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草 的跌价损失，通过金融手段获得弥 省建成的第９个机场，项目总投资

案；讨论以甘肃代表团名义提交大会 补。这也是甘肃省的果农首次从苹果 １３０８亿元，机场占地面积约２８１１

的重点建议：传达大会秘书处有关会 价格保险中受玄

甘肃

亩。开通重庆一陇南一兰州、青岛
议精神。
１９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西安一院南、海口一陇南一兰州、北
｜ ３—３０日 省委、省政府集中安 期间，甘肃代表团共提出议案１件、 ｜京南苑一陇南４条航线，

排５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党政正职、分 建议１１９件，其中以全团名义提出的
年鉴 管副职以及４０个深度贫困乡镇主要负
重点建议６件。代表提出的建议主要

ａ 责人分别赴贵州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学

ＧＡＮＳＵ习培训。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参加甘肃代表团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讲话。

涉及重大项目建设、经济结构调整、

战略平台打造、产业布局优化、实施
创新驱动、推进脱贫攻坚、生态环境
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

展、保改善民生等方面。
７日甘肃代表团＂媒体开放
２１日 西和县脱贫攻坚工作协调
日＂活动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举行， 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政协主席欧阳
７０多家中外媒体参加。全国人大代 坚出席会议并讲话
△ 云南百年置业房地产开发有
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铎，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 限公司董事长缪熙俊一行到甘肃省开
｜长唐仁健等分别闹绕脱贫攻坚、高质 展捐资助学活动，并与受捐赠地区负

量发展、旅游强省建设、生态环境保 责同志座谈交流
｜护、＂一带一路＂建设、做大做强特

｜ ２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次常务

｜ ２６日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

调推进领导小组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
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
况和全省各级各类保护区矿业权分类
退出情况的汇报；审议《大熊猫国家
公园白水江片区范围和功能区总体勘
｜界方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推
｜进领导小组组长林铎主持会议并讲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生态建设
和环境保护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组长脚
｜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 甘肃省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
｜ ２７日 庆阳市接连开通由东海航

会议审议《关于争取中央政策和资金 ｜空公司执飞的深圳一庆阳—兰州、瑞
１２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支持的工作方案》《关于组建甘肃工 丽航空公司执飞的成都一庆阳一哈尔
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程咨询集团暨同步推进重组上市总体 ｜滨、天津航空公司执飞的西安一庆阳
大一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全国人 方案》《甘肃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 一敦煌的３条航线。至此，庆阳市航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讲话。中共中 定（草案）》及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 线数量达到６条，连通城市由５个达
央致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 护区矿业权退出补偿资金安排意见； 到１０个，使庆阳与北、上、深、津、
渡参加审议。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 审议并研究废止《甘肃省经纪人管理 ｜成、西、兰、银、哈、敦１０个国内重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择主持审议 暂行条例》《甘肃省城乡集市贸易管 要的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商贸、旅游
并发言。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副书 理办法》《甘肃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 ｜城市通过空中通道连通
记、省长唐仁健审议时发言，
２８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
护条例》《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林 管理条例》《甘肃省林业生态环境保 年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汪洋同志在国
铎受邀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会特 护条例》《甘肃省白水江国家级自然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２２次全体会
｜别节目《做客中央台》，畅淡脱贫攻 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莲花山国家 议上的讲话精神和胡春华同志在甘肃
坚、县域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兴盛 调研脱贫攻坚时的讲话精神；听取相
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回应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关单位＂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制
社会关注的一些热点向题。
２１——２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Ｚ ｜定完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全
｜１３日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翩书 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到甘肃省甘 ｜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责任清单》《甘
色产业等回答记者提问，

｜记、省长唐仁健接受中央电视台中文 ｜南州、定西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强 ｜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专责工作组成
国际频道中国新闻《两会观察》栏目 调，要切实增煮脱贫攻坚的责任感紧 员单位责任清单及问责办法》。
｜专访，就甘肃生态环境治理、＂一带 ｜迫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折不 ２８日 由甘肃省金融学会和兰州
｜一路＂建设、脱贫攻坚等热点，回答 扣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打好 大学经济学院联合成立的甘肃省金融
记者提问。
学会区域金融研究院揭牌。
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１４日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叶缴
２５日陇南机场正式通航。结束
｜ ２９日 甘肃省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
镇马庙村和秦安县郭嘉镇朱弯村的２０陇南没有航空业的历史。陇南机场位度贫困县＂组团式＂健康扶贫工作
３２ ｜大事记

启动。

１０日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施方案，
△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获得＂全 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省委军民融合
△ 以＂甘肃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优秀机场＂称号。
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省委军民融 为主题的首届＂甘肃·祁连山高峰论
３０日甘肃现代草业发展有限公 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省 坛＂在兰州举办。
司举行＂中国·西部草都＂陇草进藏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
１６２１日 甘肃省选送节目在全

专列首发仪式，货物列车载着１２００余 点》《甘肃省经济建设与国防密切相 国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
吨优质饲草，从定西火车站发往西藏 关的建设项日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法 举拿下艺术表演类３个一等奖
那曲

四月

实施细则》

１８—１９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
书到甘肃省调研折达公路问题整改和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区交通扶贫工作。

甘肃

年鉴
１１日 省党政军领导到兰州新
区，与省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 交通运输工作情况，并到甘肃省临夏 ２０ｓ
部职工、部队官兵及预备役人员共同 州督查折达公路整改及调研六盘山片 ＧＡＮＳＵ
１１—１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临夏州、陇 委会主任林铎到张掖、金昌就生态文 任林怿在兰州调研甘肃省融入＂一带
｜明建设、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战 一路＂建设情况，
南市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日 省委书记、

略实施和农村基层党建等问题进行工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次常务会
议确定省政府２０１７年考核项目考核结
作调研。
议安排部署中央电视台反映甘肃省折
｜达公路考勒隧道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１１—１５日 全国政协常委、文化 果；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
确定鼓励支持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 ｜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率队 ｜贸物流业的意见》《祁连山国家公园
措施。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到甘肃省开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 甘肃省片区范围和功能区优化勘界方
健实地检查折达公路考勒隧道维修加 ｜护＂专题调研，并在兰州召开座 案》《甘肃省重点地区控辍保学攻坚
实施方案》；研究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固工作。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林 谈会。
｜ ２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４次常务会

怿书记有关批示，再次安排部署折达 １２—１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胖 ｜基金设立事宜。
１９日 甘肃省出现强降雨天气，
公路隐患排查及考勒隧道质量问题整 上健到临夏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改工作。２７日，折达公路考勒隧道４０ １３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个市州受灾，１人因灾遇难。
｜米隧段完成整改，交工验收合格率达 在兰州会见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公署部 ２０—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到１００解除交通管制，恢复通车。 ｜长陈振声、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
会主任杨晓渡到甘肃进行工作调研。
２日 十二届省政协新任委员培 —行。
训班在兰州开班。省政协主席欧阳坚
Ａ全省加快推进大规模退耕） ２３—２５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
｜林现场会召开。自１９９９年工程试点启仁健率省政府代表团到广州、深圳考
３日 甘肃省文明委全体会议在 动以来，国家累计投入资金达３０１亿 察并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广东省委书

兰州召开。

｜元，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截至２０１７ 记李希出席有关考察活动。广东省委

｜年底，全省累计完成退耕护还林建设 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出席裁粤两省政
府座谈会。代表团在广州召开甘肃招商
兰州会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 任务３３０１．６３万亩。
１５日甘肃省选手张玲获得２０１８ 推介会。在粤期间，唐仁缝分别会见碧
一行。
８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 年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系列赛（杨凌国 桂网集团、康美集团负责人，分别与在

△ 省委副书记、省长肝仁健７

民政府在兰州召开全省转变作风改善际马拉松赛）女子马拉松国内组冠
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
军。成绩是２小时４８分５秒。
△ 省发改委发布数据，清明假 １６日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
期甘肃省共接待游客４６８万人次，市 组在兰州召开会议。
县旅游收入人３０．３亿元，分别比上年同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６次常务会
期增长２１４？２８．３？？
议研究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８—９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建设和推动十大类生态产业发展工

粤陇商、在深（圳）陇商代表进行座

谈。陇粤两省就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进

行洽谈交流并签订有关合作协议。

｜２４日兰州银行与中央财经大学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挂牌成立金融科

技创新联合实验

△ 甘肃省知识产权局发布《甘

｜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作；审议通过《甘肃祁连山地区生态 肃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十年评估报
健在武威市调研并参加压沙植树 ｜保护红线划定方案》、白龙江林管局 告》，其中显示，十年来甘肃省累计
｜活动
和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国有林场改革实 新增专利申请１０４３万件、专利授权

大事记｜３３

４．４６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

舅
甘肃
年鉴
２ａ０

３日 省委理论中心组在兰州举 ｜委会主任林铎到临夏、甘南调研基层
年均增蝠达２６．５？？
行专题学习会，邀请中国科学院院 党建、民族团结和脱贫攻坚工作。
２５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到兰州 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宏作题为 １１日 兰铁集团继续加开兰州至

｜新区调研。同日，出席在兰州召开的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专题报告。 ｜陇南、陇南（兰州）至敦煌＂环西部

西和县省直帮扶单位脱贫攻坚帮扶工
作任务落实情况专题汇报会并讲话。

｜△ 省长、省农村＂三变＂改革 火车游＂专列。陇南和兰州两地间实

｜领导小组组长肝仁健主持召开领导小

现３小时内快速到达。

｜２５—２７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组第一次会议，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

１１——１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庚
及各成员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
仁健到庆阳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并主
仁健率省政府代表团到香港考察，紧
密对接甘肃所需与香港所长，广泛开 究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持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
展合作交流活动，
△ 兰州大学与中科院国家空间 １４日助力甘肃经济发展咨询座
ＧＡＮＳＵ ｜２６日 甘肃省纪念中共中央发布 科学中心共建国家子午岭工程二期兰 谈会在兰州举行。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谈会在兰州 州站举行签约仪式
△ 甘肃省首个脱贫攻坚＂扶贫
召开。
５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车间＂在甘谷县大庄镇大庄村挂牌启
｜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 主任林铎到白银市和兰州市调研科技 动。＂扶贫车间＂采用＂政府＋企业＋

贫困户＂的形式，由政府主导，企业
习胡春华同志在国务院脱贫攻坚专题
７日 省政府与中信银行在兰州 出资，在贫困村建起生产车间，吸纳
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审议《甘肃省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未来五年，中信 贫困群众从事裁缝、编织等加工
第四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 创新工作。

２０１７年脱贫攻坚突出问题整改工作方
案》《甘肃省股贫攻坚重点任务监督工
作清单》《关于２０１７年市县党委和政府
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

银行将向甘肃省提供总额不低于１０００ 行业。
亿元融资支持，助力甘肃实体经济发 ｜１５日 省委常委会在兰州召开会
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办、国办印发的
｜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在兰州 《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

｜ ２７—２８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会见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 规定》；审议《甘肃省防止干部＂带

委会主任林铎到天水市秦安县、张家 顺一行并出席签约仪式
病提拔＂实施办法》《关于构建亲清
川回族 自治县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 十三届省政府召开第１０次常 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等文件；研究
工作。
务会议。会议研究脱贫攻坚问题整改 部署甘肃省安全生产、扫黑除恶专项
２８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次常务 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十三五＂ ｜斗争等工作。

会议专题审议十大生态产业专项行动 高等学校设置规划》和《关于开展全
｜计划。

△ 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

省各级各类保护区矿业权分类处置的 会议在兰州召开。
１６日省委理论中心组在兰州举
帅的甘肃队在全国小轮车联赛第二站
△ 十三届省政府第一次廉政工 ｜行专题学习会，邀请清华大学经管学

２９日 由甘肃省著名教练张烨挂 指导意见》。

暨亚运会计分赛中，一举拿下五项冠 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 院教授李稻葵作主愿为《学习习近平
军，其中名将逆艳、张娅儒和彭娜获 长唐仁健发表讲话。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得２０１８年雅加达亚运会参赛席位。
８日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 ——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专题
同月甘肃省杨志啸、甄彬、刘 府务虚会议。会议围绕＂培育壮大经报告。
志刚和蒲建新４人入选全国农村创业 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 １７日甘肃移动在兰州召开＂绚
｜ 创新优秀带头人典型案例并向社会推 换＂主题，与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进 丽丝路、智创未来＂——中国移动
｜介、宜传，

五月

行座谈交流。
５Ｇ＆窄带物联网（ＮＢ—ｌｏＴ与数字甘肃
９日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大 峰会。本次峰会主旨直指＂数字甘
肃＂建设。
会在兰州召开。
１０日以＂交响丝路如意

２０日推进藏区发展专项会议在

肃＂为主题的甘肃展馆参展第十四届 兰州召开。
２日 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关 深圳文博会。甘肃省２０个项目成功签 ｜ ２１日 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中
于完善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约，总金额１３６．６亿元。中共中央政 央企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
政策的通知》《甘肃省城乡居民大病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参观甘 进会在临夏召开。
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兰州白银国家肃展馆。
２１—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１０—１２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到甘南藏族自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３４ Ｉ大事记

７日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

治州调研。汪洋深人甘南农村、牧幼儿园建设９
区、企业、学校、宗教场所，了解藏
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
谈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建议。

２２日中央企业助力建设幸福美
好新甘肃座谈会在兰州举行。国务院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国
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徐福顺及６０家中央
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２１—２４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仁健到岷县＂５·１６＂雹洪灾害受灾

｜范区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会

六月

上宜读国务院《关于同意兰州、白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批复》
Ａ 科学技术部、甘肃省人民政
｜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１日 由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仁健率领的甘肃省代表团 府部省会商会议暨兰白试验区建设工 甘肃
作三方座谈会在兰州召３

｜到四川省学习考察脱贫攻坚工作。５

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年鉴
｜省脱贫攻坚工作交流座谈会并讲话。 主任林铎到帮扶联系县东乡县，专题 ２０１９］

月２９日下午，唐仁健出席四川省甘肃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主持座

｜谈会。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１０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

ＧＡＮＳＵ

第五次会议传达学习５月３１日中央政
２５日 十三届省政府在省政府中 化解脱贫攻坚风险，着力提高扶贫综 治局会议精神、汪洋主席在甘南州调
山堂举行第一次宪法宜誓仪式。自 合效益＂到甘肃省开展专题调研。全 研时的讲话精神、胡春华副总理在听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以来省政府任命的副秘书 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取甘肃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汇报
长、省政府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 会主任何立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全 时的讲话精神；通报国务院扶贫开发
｜地区调研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 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防范

主要负责同志及部分正厅级干部依法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调研组组 领导小组巡查组巡查反馈意见并安排
｜进行宪法宣誓。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长冯健身介绍调研的有关情况。
｜部署整改工作：听取甘肃省２０１７年扶
仁健监誓。
１日 ２０１８中国西部（兰州）体 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工

作情况、全省＂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育产业博览会举办。为期３天。
计划督查情况和２０１７年贫困县退出国
４日 省长、省总河长唐仁健在
内外工业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成为 ｜兰州主持召开省总河长会议，宜布由 家专项评估检查迎检工作情况汇报，
２６日 甘肃省首次在高校成立校

｜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会。５２名来自省

兰州工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指导委员

审议《全省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专项监
肃省全面建立河长
会的智囊团成员。
△《甘肃省铁路安全管理规 督工作２０１８年进度安排》。
｜△ ２０１８兰州国际马拉松赛举
２８日 省委、省政府围绕推进启 定》《甘肃省地图管理办法》经十三
质量发展，对一季度综合排名靠后的 届省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行。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法国、
武威、定西、张掖三市进行集体过。
背尼亚、美国、日本等２８个国家和地
约谈。
｜４—１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区的４２０００多名马拉松选手和长跑爱

２８—３１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好者参加。
第三次会议在兰州召开。
肖怀远率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 ｜１２日 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
３０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来甘肃省开展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建设工作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
召开。
｜主任林铎到会宁县调研脱贫攻坚工 调研。
作。到会宁县大沟镇中心小学，参加 ５日 甘肃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３—１４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
委会主任林铎率团赴上海学习考察实
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

同月甘肃省首次公开省级财政 △ 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
支出项目绩效目标。
｜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机构 的先进经验，并就深化两省市合作交
同月 甘肃省中医院承担的甘肃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林铎主持会议并讲 流特别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与兰白科技

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化积止痛巴布 话。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 创新改革试验区、兰白国家自主创新

剂穴贴治疗癌症的临床研究＂顺利结 《关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 示范区有关合作事宜进行对接协商。

题．并通过专家鉴定。

｜ 同月 １３家甘肃名牌企业参加首
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同月甘肃省建成＂一部手机

意见》，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报，研究部署甘肃省机构改革工作。

李强出席相关考察活动。上海市委副

６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书记尹弘，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

｜在兰州新区、皋兰县调研，并在兰州 书记翁祖亮，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新区主持召开兰州新区规划建设协调 ｜诸葛宇杰分别参加相关考察活动和座

游肃＂模式开启。
同月临夏州１５００人以上行政村 推进领导小组会议。

｜谈会

大事记｜３５

得两块金牌
１４日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向不再得
业扶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管
连任的住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和委 ２４—２５日 全省产业扶贫现场推 护、职业教育助推脱贫攻坚、交通扶

｜员颁发纪念证牌
△ 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实践基

进会在庆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 贫等打赢打好驳贫攻坚战的政策
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措施。

地在兰州交响乐团和兰州音乐厅合唱 ２６日 十三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团挂牌成立。

甘肃

｜４日由甘肃省人民政府、韩国

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甘肃省敦 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２０１８中国

１４—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煌文艺奖评奖办法》《甘肃省严重精（甘肃）一韩国友好周＂活动在兰州
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和服务管理办 举行。
年鉴 仁健到陇南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其
间，在武都主持召开陇南市脱贫攻坚 法》．
｜５—９日 第二十四届中国兰州投
团 推进会，在宕昌县主持召开宕昌县帮 △ 第四届中俄木材贸易投资大 资贸易洽谈会开暮式暨丝绸之路合作
ＧＡＮＳＵ ｜扶工作协调推进会。
会在武威召开。
发展高端论坛在兰州举行。有４７１个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２７日甘津两省市扶贫协作座谈
项目在会期签约，引进广药集团、广
｜１６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铎到定西市通渭县调研脱贫攻 ｜会在天津市召开。两省市领导先后介 州保供等企业。本届兰洽会有４２个国
坚工作。
绍津甘经济社会发展和扶贫协作 家和国际组织、８个国家部委、２２个
１９日第八属敦煌行·丝绸之路 情况。
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１２个重
国际旅游节在嘉峪关市开幕。同日， ｜ ２８日福建省福州市和甘肃省定 ｜点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嘉宾参
举行第八届教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 ｜西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福州市召 会，境内外参会参展嘉宾和客商达３
游节丝绸之路旅游推介之夜活动。 开。
万人。

２０日，在嘉峪关举行旅游与金融合作 ｜２９日 福建省厦门市和甘肃省临 ５日第二十四届兰洽会签约项
夏州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厦门召开。
等多项目签约活动，
目——总投资３２．５亿元、占地面积
｜
△
山东省青岛市和甘肃省陇南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６次常务会
５０亩的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２万吨高档电解锅箔项目在兰州新
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技术类人才工 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青岛召开。
作助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３０日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常委会 区开工奠基。

见》；决定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甘肃 议在兰州闭幕。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 ｜ ６日 省长、省级总河长唐仁健
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阶段性执行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报 ｜到武山、礼县巡查河道堤防，检查防

汛减灾工作。
１９？？单位缴费比例、失业保险延长阶 告》。
段性降低费率、符合条件的地区按规定 ｜同月 甘肃省有１５个国家级非遗 ｜ ９日 省政府第１９次常务会议决
下调工伤保险基金费率，期限至２０１９年 项目入选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 ｜定调整甘肃省２０１８年企业和机关事业
目录。
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甘肃省调
４月３０日，进一步减少企业成
同月
世界首只细颚步行虫活体
１８—２０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整标准是：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增加

委会主任林铎到酒泉市、嘉峪关市调
研。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省政
协主席欧阳坚参加在嘉峪关市的
调研

２０—２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台盟中央调研组到

１３６１５元，增鳝５．６３？？？关事业单

在陇南获救。

化月

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增加１８５．７８元，增
幅４．１１？？综合增长率为５．１４？？
１０日 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
作会议在兰州召开。

１—２日 全省伊斯兰教专项工作

｜ １０—１２日 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

甘肃省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会议在兰州召开。
扶贫交流推进会第四次会议在青海省
２２日 ２０１８（戊戌）年公祭中华 ２日 由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始发 西宁市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
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天水市伏羲广场 的俄罗斯木板材进口中欧班列抵达兰 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出席会议并讲
｜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中国国 州铁路口岸东川铁路物流中心。该班 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带队参加会议

民党前主席吴伯维及大人戴美玉，省 ｜列是甘肃省组织发运的首列进口回程 ｜并做交流发言。

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省政协主席 中欧班列。
欧阳坚，省委副书记孙伟等出席公祭

大典。欧阳坚主持公祭大典。

１１日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置

｜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８次常务 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在兰州召开。

｜会议专题研究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 △ 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

２４日 甘肃省选手霍云辉、曾格 体经济＂空壳村＂、扶持贫困地区龙 ｜办以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为重
嘎日布参加２０１８年全国拳击铭标赛夺头企业、建设贫困村果蔬保鲜库、就点，选定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
３６ ｜大事记

兰州召开会议
分改革方案》；决定对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
｜支持地区，设立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兰州
△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日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制定的与
以临夏县、积石山县为重点，临夏州

入列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 《关于鼓励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吸纳 现行法律法规不一致、被新规定涌盖
地区。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奖励办法的 或替代、已过时的７０９件行政规范性
１２日 省委财经领导小组在兰：
通知》。《办法》中共列出１１项奖补标 ｜文件宣布失效。
召开会议，
△ 第十九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
准，分为就业奖补、创业补助、社保
１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补贴、培训补助，其中最高补助达６０ 游艺术节在合作举办。
｜△ 省安委会２０１８年第三次全体
主任林锋到陇南文县和甘南舟曲县， 万元。

实地检查指导防汛减灾和抢险教灾 △２０１８西北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工作
销对接活动暨甘肃特色农产品贸易洽
１４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 谈会在兰州市榆中县甘肃省特色农产
通过视频连线，检查部署舟曲县南峪 品交易中心（兰州国际高原副食品采
｜村滑坡抢险处置和麦积区境内龙风１ 购中心）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号大桥抢险处置工作。
｜委会主任林铎宣布洽谈会开幕。省委

甘肃

年鉴
（（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
３１日 省医改办等四都门印发２０１９］

《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跨省 ＧＡＮＳＵ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方案（试行）》的
通知。８月１日起，甘肃省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参保人员在参保地办理跨省异

１６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１次常务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农业农村部副 ｜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或转诊于续后，
会议研究全省金融工作；审议通过 部长届冬玉，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２ 持社会保障卡，在省外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时，可在
《甘肃省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实施 ｜长张玉香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办法》；决定将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
△ 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 ｜就医地即时结算，只需支付个人自费
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纳入工伤保险 委组织部、求是影视中心、兰州电影 的医疗费用。

范围。
制片厂等联合出品制作的电影《柴生 ｜同月 截至月底，甘肃省１４个市
州３８个县区的１０８个＂三变＂改革试
１７日 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体会议 芳》入围第十六届平壤国际电影节。
在兰州举行。
｜ △ 兰州银行与华为金融科技用 ｜点村实现分红。１２９万农户拿到分红
１７—１９日中国文联主席、中国

合实验室正式揭牌。

１．６３亿元，户均分红１２６３元，其中

作协主席铁凝率队赴妮南武都区开展 ２７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６．８万贫困户分红８１５３万元，户均分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并与艺术家和基 发《甘肃省农村危房改造三年攻坚实 红１１９８元。
同月 甘肃省六大类４７项涉税业
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层文艺工作者召开座谈会。
｜１８—１９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２８日 由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务实行全省通办。

同月 西北师大材料科学学科首
县、广河县察看洪涝灾情，现场指导 过《甘肃省风景名胜区条例》。自 次进人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在材料科
学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８０７个机构中
｜抢险救灾工作。截至１９日１５时３０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目起施行。
委会主任林铎连夜赶赴临夏州东乡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

分，＂７·１８＂东乡暴雨山洪灾害因灾
△ 平凉经天水至兰州铁路客运 位居第８０４位。
｜遇难１２人、失踪４人、受伤住院 专线列车开通运行。兰州至平凉列车
４０人。
单程运行时间缩短至７小时０４分。结

２０日 省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
兰州开幕。

２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２

束平凉至天水没有铁路客运的历史。

八月

２９—３０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林铎到临夏、甘南两州调 １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１

｜主任林铎到兰州市皋兰县，实地调研 研。其间，他专程到东乡、和政两 周年之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了解洪涝火害情况。
｜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抗 主任林铎专程走访慰问在兰的老战
２１—２２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灾教灾工作。
士、复退军人和军属等优抚对象代

仁健到文县、武都调研检查救灾防灾 ３０日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３次常务 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对他们
和灾后重建工作。
会议审议甘肃省贯彻落实国务院重大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２３日 全省金融工作会议在兰 政策措施情况自查报告和《祁连山生
△ 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分析研

召开。

｜ 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２０１２ 判会议在兰州召开。
２０２０年）》甘肃部分中期自评估报 △＂八一＂建军节前夕，省委
告；通过《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专程到定西市安
２６日省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在 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定区，走访慰问军烈属、军休干部、

｜２５日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会议在兰州召开

大事记｜３７

老战士、参战退役人员和退休军人代 推进会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项目 ｜１项省记录；大众组有１人１次打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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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美好祝福。 管理培训班举行。在现代农业发展方 项省记录。
｜ １—３日 甘肃省多地出现暴雨天 ｜ 面，甘肃先后培训新型职业农民１５００ １７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气，临夏州、兰州遭遇大暴雨，兰州 多期，新型职业农民规模达８．５万人。 ｜主任林铎到酒泉市调研企业党建和创
１人遇难。
１０—ｌ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新发展等工作。
｜２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委会主任林铎到白银市调研产业扶 ２０日宝锅化工与方大碳素１０万
｜在兰州市调研甘肃伯骊江３Ｄ打印科 ｜ 贫、美丽乡村建设和党的基层组织建 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签约及项目

ｐ０

力提灌工作建设运行情况
｜责任公司生态产业发展情况。
｜化工与方大集团旗下的方大碳素强强
｜ 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１１日 以＂传承乞巧文化、助推 联合．共同出资２７亿元，在兰州市红

曾
年鉴

｜技有限公司和甘肃万维信息技术有限 设情况。调研期间，还考察景泰川电 奠基仪式举行。宝钢集团所属的宝钢

ＧＡＮＳＵ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工作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精准脱贫＂为主题的第十届陇南乞巧 古区建设１０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
｜女儿节在西和县开幕。省政协主席欧项目。
６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自 阳坚宜布节会开幕，中国民间艺术家 ２１日 ２０１８首届酒泉现代种业博
到舟曲县南峪乡调研地质灾害防治和 协会副主席沙马拉毅等致辞。
览会在酒泉市肃州区举行。
调研，

１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４次常务 ２２日 ２０１８首届中国·民勤沙漠
６——９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 会议对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防汛 电视国际创作营在苏武沙漠大景区开
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带领九三学 减火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安排，研究开 幕。《大漠之梦》《寂静的莽原》《叶
社中央调研组到甘肃省，就＂黄河流 展脱贫攻坚暗访督查、细化党政领导｜脉》《飞翔》《无限》等２６件适合沙漠
｜域生态环境保护与草原生态修复工 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改革国有企业工 ｜环境及活动主题的作品人选。
作＂进行专题调研。
资决定机制、加强疫苗安全检查等工 ｜２４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７日 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习迟 作。会议决定批准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外国 在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进行工作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 专家＂敦煌奖＂评选结果。
调研。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甘肃省全 △ 民营企业政协委员助推脱贫 ２４—２５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等工作。

△ 甘肃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

攻坚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１４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导小组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
《甘肃省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
７日 由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 制规定实施细则》。
配送甘肃省的１０台流动舞台车在兰州 １５日全省党的建设工作情况
集中发放。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国家共给 报暨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会上，省纪
甘肃省配送流动舞台车７９辆。
委等７个单位的负责同志通报了各自

委会主任林铎到兰州市水登县和武威
市天祝县，就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基层党建等工作进行调研。

２６—３０日 甘肃省第十届残运会
｜在临夏州举行。来自全省１５个代表团

近７００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设

田径、自行车、羽毛球、中国象棋、
９日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到白银 领域党建工作情况，甘南州委等９个 飞镖、盲人跳绳、聋人篮球、坐式排
市调研视察营商环填。
地方和单位的负责同志介绍抓党建工 球、跆拳道、射击、乒乓球等１１个大
项３２０个小项。
△全省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大 作的做法和经验。
会在临潭冶力关召开。
１５—１６日 全省组织工作会议在 ２７日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白银市靖远县部分地区出现兰州召开。
强降雨天气，引发暴洪灾害。省委书 １６日 ２０１８甘肃·陇南油橄榄产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专程赶赴 ｜业助推脱贫新品推介会在北京召开。
靖远，察看指导抢险教火工作。
｜１６—２１日 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

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择出席开幕
｜式并讲话。

２８日 酒泉首列农产品国际冷链

｜△ 第三届＂甘肃诗歌八骏＂评 会在临夏举行。本届省运会突出＂绿 ｜专列开行。４天后，专列将到达广西

选揭晓，扎西才让、郭晓琦、段若兮、 色省运，美丽临夏＂的主题。各项日 凭祥口岸，经越南河内和胡志明市进
包也、李满强、武强华、惠水臣、李王 ｜比赛从６月１９日开始８月２１日结 ｜人东盟国家。
强８人当选新一届甘肃诗歌八骏。
束。青少年组完成２０个大项、２２１个 ｜ ２９日 甘肃省第十四次妇女代表
１０日 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小项的角逐，产生金牌４０３枚。大众 大会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
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审议机构改 ｜组完成１８个大项、１２３个小项的比 常委会主任林铎，全国妇联书记处书
革方案，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赛，产生金牌１２３枚。青少年组有１４ 记杨柳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省长唐
△ 全省产业扶贫农民培训现场人：
人２１次打破１６项省记录，Ｉ人１次平 仁健等出席大会。

３８｜大事记

７日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７次常务
３０日 省委、省政府围绕推进高
１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８次常务
质量发展，对上半年综合排名靠后的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金融进一步支持
｜武威、嘉峪关两市进行集体约谈。省 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残疾 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发表

Ｌ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讲话。会议通报上半年两市经济发展
△ 省发展改革委、省工商联石
存在的主要问题。被约谈两市主要负 ｜开甘肃省民间投资项目推介座谈会，
责同志在会上分别作表态发言。省委向民间资本推介４２个重点领域的项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讲记
目，总投资１５８０亿元，拟吸收民间投
３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资１０９０亿元。
到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天祝县境内检查 ８目 甘肃省海外联谊会四届一

△ 省长唐仁健调研考察第三届

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展馆并讲话。
１８—２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甘肃省自然保

护区条例》（修订），《甘肃省麦积山
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甘肃省

甘肃

年鉴

公路路政管理条例》（修订），表决通 ２０１９］

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ＧＡＮＳＵ
｜９日首届＂世界旅游联盟·湘 于批准《白银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
得蒙特利尔电影节中国单元铜奖。 湖对话＂会上，世界旅游联盟 理办法》的决定
同月４月１日甘肃省折达公路问 （ＷＴ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世界银 △ 第二届凉州文化论坛暨中
题曝光后，经由省纪委监委成立的责 行联合发布《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 国·河西走廊第八届有机葡萄美酒节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同月甘肃本土电影《雪葬》豹

次理事会议在兰州召开。

任调查组调查核实，６个责任单位２８ 案例２０１８》，＂甘南州旅游扶贫减贫模 举行。
名责任人被严肃问责。

｜式＂人围世界１７个旅游减贫典型案 １９—２１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例，成为甘肃省唯一人围案例。
仁健率省政府代表团到成都参加第十
２２３４５５人。甘肃省共有２７３ ６６０人 １２—１３日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带 七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２０Ｈ，四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较２０１７年减少 领全省脱贫攻坚观摩拉练活动第三组 川一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合作行动计划
１１０９８人，参加普通高考统考考生共 在白银市、武威市观摩脱贫攻坚 及专项行动计划签约仪式举行。四川
同月 全国１９７８所高校在甘录耳

２２５ ６４０人。
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甘肃省委副
同月甘肃省撤销华亭县，设立
１２—１４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书记、省长唐仁健出席仪式并致辞。

县级华亭市，以原华亭县的行政区域 委会主任林铎率全省脱贫攻坚观摩拉 ２０日 １４时２０分，从敦煌首发
为华亭市的行政区域。华亭市由省直 ｜练活动第一组到甘南州、临夏州观摩 的Ｄ４０８３２次动车向兰州开行。兰州
辖，平凉市代管。
脱贫攻坚工作。
至敦煌间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１３个小

△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率 ｜时左右缩短至８个小时左右。该工程

九月

全省脱贫攻坚观摩拉练活动第二组到 总投资９．１亿元，７月１０日开工建设，
平凉市、定西市观摩脱贫攻坚工作。

｜于８月 ３１日完成全部站前工程和站后

１４日 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硬件设备安装建设任务。

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１日 天津市肃 坚现场推进会在临夏州召开。省委书

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暨帮扶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择出席会议

２０—２１日省政协十二届常务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关
｜项日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天津市委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于优化甘肃省营商环境的建议案》
副书记、市长张国清，省委副书记、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陈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
省长所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刚分别讲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对 会全体会议工作规则》《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１日《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 各组观摩拉练情况进行点评。
１５日 兰州交通大学喜庆建校六 工作规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法》施行。
６日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 十周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
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二 任林铎出席纪念大会并为教书育人特 ｜２１日 甘肃省纪念杨静仁同志诞
｜届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践研讨会开 ｜殊贡献奖获得者颁奖，省委副书记、
｜幕式在国家法官学院舟曲民族法官培 省长唐仁健讲话。

训基地举行。同日，中国法院民族法

１６日 甘肃省首家儿童骨科专

表１００局年座谈会在兰州举行。

△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

制文化陈列馆在舟曲开馆。最高人民 ｜医院建成并投人使用。医院由兰州手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自２０１８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省委书 足外科医院投资建设，是一家以儿童 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共同为陈 骨科为主，同时开展小儿内科、小儿
２５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９次常务
｜外科的专科医院。
列馆揭牌并参观展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出让国有资源
大事记｜３９

资产和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补充基 园隆重举行公祭活动。省领导林铎、
础设施建设项日资本金工作的实施方 唐仁健以及抗战老兵和省城各界代表
案》《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 一起出席公祭仪式。
同月 由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
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方案》；

｜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调研。

公 兰州理工大学风洞实验室举
｜行落成启用仪式，该实验室是甘肃省

最大风能利用及风工程试验平台。

安排部署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组织策划，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 ｜ １５日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和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工 光华教授主持点校整理的 ［清（乾 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
甘肃 作；决定成立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隆版）《甘肃通志》（上、下）两卷出 准正式印发。改革后，甘肃设置党政
｜版发行。这是甘肃省第一部通志点校 机构６０个。其中，党委机构１８个，
年鉴 员会。
包含纪检监察机关１个，工作机关１５
２６日 甘肃四川两省专项合作行 整理本。

团 动计划协议签署仪式举行。签约仪式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铎会见代表团一行。省委副书记、省
长唐仁键，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

十月

个，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２个；政府
机构４２个，包含省政府办公厅和组成

｜部门２４个，直属特设机构１个，直属

机构１１个，部门管理机构６个。

力出席签约仪式并见证签约。
１０日 甘肃省组织２９家企业参加 ｜１７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对甘肃省
｜２６—２７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在
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一行到甘 ｜参展的甘肃馆展区面积２８８平方米， 兰州召开。

肃省开展调研督查。
主要展示静宁萃果、定西马铃薯、庆 △ 甘肃省１个先进集体（平凉
２７日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 阳刺绣等产品以及３Ｄ打印、智能机 市庄浪县）和３名优秀个人（翟小

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暨高峰会议在 器人等人工智能和节水灌溉、中医中 丽、郑访江、宋鹏）荣获２０１８年全国
｜脱贫攻坚奖。
敦煌举行。
药等生态产业。
△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
１８日 百将新时代新长征一支持
１０—Ｉ５日甘肃省参加第三
际文化博览会文化和旅游专题论坛在 ＂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全国选拔 甘肃革命老区甘肃公益行捐赠签约仪

敦煌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 赛和决赛首次获得三等奖、优秀奖和 式在兰州举行。＂百将新时代新长征
出席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省长唐仁 优秀组织奖。其中创新组＂＇芯＇系 一支持革命老区教育、医疗公益行＂

健出席论坛并致辞，联合国世界旅游 未来———自主研发ＳＩＴ器件的工业化 项目，由上海市百将公益基金会、百
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等出席论坛。
应用开发＂项目获得优秀奖；专项组 将·上海中建金波基金、复且大学中
｜△＂一带一路＂（敦煌）农业 ＂生态环保资源型厕所的研发与推 西医结合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实施。
合作国际论坛在敦煌举行。省长唐： 广＂获得三等奖；甘肃省人社厅获得 ｜１９—２０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 健在论坛开幕式上致醉并发表主旨
演讲。

２８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优秀组织奖，其他三个参赛项目获得 委会主任林铎到庆阳市就脱贫攻坚、
＇０创翼之星＂奖。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基层党建等工作

１日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 进行调研。
｜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甘肃调研。孙春 产业博览会开幕式暨甘肃省建设国家 ｜ ２０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兰到敦煌市西关小学、天泽幼儿园调 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主题论坛 主任林铎到白银调研脱贫攻坚和基层
党建等工作。
研，与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和师生交 在陇西举行。
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到陇西 ２２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１次常务
△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 县，渭源县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和脱 会议研究建立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际文化博览会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建 贫攻坚工作。
保险得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
设高端论坛在敦煌举行。
公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机制事宜，决定废止《甘肃省排污许
△ 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 和陇西广药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在 ｜可证管理办法》。
司、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责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 ２３日 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

任公司在第三属敦煌文博会上揭牌成 上正式揭牌成立。省长唐仁健为两家 ｜兰州召开。

｜立。省长唐仁健出席揭牌仪式并为两 公司揭牌，
２６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
港公司揭牌。
｜△兰州国家自创区政策体系 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兰州举

｜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第七届中国·嘉峪关国际发有
１２日 省长唐仁健到省农科院和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短片电影展举行，
３０日 省城各界在兰州市烈士陵中国农
中国农科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中国农

４０｜大事记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

党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决策
部署，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实（甘

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对全省机构
改革工作和组织落实好机构改革方案

进行动员部署，并安排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重点工作。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

持。省委书记林铎讲话。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仁健对《甘肃省机构改革

方案》作说明。省领导欧阳坚等出席
会议

２８日 来自全省各地１９支代表队
｜的４００余名中小学生在兰州新区学生
｜综合实践基地参加＂２０１８年全省青少

什一月

党建等工作。
｜ 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３次常务

会议再次传达李克强等巾央领导同志

｜１日 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召开 关于兰州＂１１·３＂重大交通事故的
以＂千企帮千村助力脱贫攻坚＂为主 批示指示精神及省委书记林铎有关批
题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省委书记、 示要求，专题听取事故处置调查进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并讲 情况汇报，并对处置调查工作和面上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Ｍ仁健主持座 举一反三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再作安
谈会。省领导欧阳坚等出席会议。

排部署。

｜△ 全省经济运行重点工作电视 ｜ ８—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甘肃

年鉴

２０ｇ

健到白银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ＧＡＮＳＵ
９日人保财险甘肃分公司与
｜ ２日 省长唐仁健到夏河县调研
＂金汇通航＂直升机救援公司开展合
｜脱贫攻坚工作。
△ 在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评 作，成为甘肃省内首家为客户提供直
选中，甘肃的＂陇上评论＂栏目、文 升机空中救援服务的保险公司。
字通讯《一只羊的＂诞生史＂——我 ｜ ９—１０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省培养高山美利奴羊的阶梯式创新之 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调研民营企业发
电话会议在兰州召开。

年科技体育电子制作锦标赛＂。
路》、电视专题《＂治沙愚公＂王银 展和党建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 智》分获一、二、三等奖。
｜ １０日省长唐仁健率甘肃代表团
报社党委主管、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主 △ 甘肃建投七建集团荣获第三 赴上海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办的甘肃新媒体集团正式挂牌成立， 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成为甘肃省建览会。
新甘肃＂客户端同时上线。
△ 甘肃全省申请报装的电采暖
筑行业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２９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在
２—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项目共计４７２项，新增供暖面积１４８
｜兰州揭牌成立。国家林草局党组书 会主任林铎到定西市渭源县调研脱贫 万平方米，国网甘肃电力投资９６４２６５
记、局长张建龙，省委副书记、省长 攻坚、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工作。 万元用于煤改电配套电网建设。
｜唐仁健等出席揭牌仪式并为祁连山国 ｜ ２——日 甘肃省自西向东多地出 １４日 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
家公园管理局揭牌。
３１日＂甘肃全域旅游内容云

现降雪降温天气。

３目 兰海高速公路兰州南收费

之甘肃省品牌体验馆在乐途旅游网 站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辽宁
开馆。

省籍驾驶人李Ｘ驾驶辽ＡＫ４４８１号重

作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
△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
１５日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甘肃

同月 甘肃省民间商会分别与西 型半挂载重牵引车，沿兰海高速公路 省第二届美术＂金驼奖＂作品展在计
班牙甘肃商会、德国甘肃交流（商） 由南向北行驶，经１７千米长下坡路段 ｜肃省艺术馆举办。本次展览共收到作

｜ 协会签订友好商会协议，并建立联络 行驶至距兰州南收费站５０米处与多车 ｜品８００余幅，经过初评、复评，获奖

处。至此，依托多种合作机制，省工 相撞，造成１４人死亡、３４人受伤。
｜商联已与中美国际商会、泰国中国企

４０幅，其中金奖１０幅，银奖１４幅，

６日 甘肃省政府与新加坡太平 铜奖 １６幅。

业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国西部商会、 集运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 １５—１７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澳大利亚国际商会等９个境外商会建 合作框架协议
委会主任林铎到陇南市、天水市调研
｜立友好商会和友好合作关系。

｜△ 兰州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党建等
同月 截至１０月底，祁连山国家 院士严纯华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工作。

｜级白然保护区（张掖段）矿山修复治 技术进步奖；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

１７日 代表我国出战的甘肃省武

理及矿业权退出补偿工作全面完成， 院王旭东，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术队＂常青树＂常志昭，在缩何仰光
７７个矿业权（１１７个整治点）项目全 科技委主任、研究院李得天荣获何梁 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世界杯武术套路男
部整改，整改率达１００？？至此，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子长拳比赛中，夺得该项目金牌，成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掖段已无任
何矿山探采活动。

｜６－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为我国在该项目世锦赛、世界杯中的

会主任林铎到张掖市、金昌市调研脱双料冠军。
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基层

１９日 深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大事记｜ ４１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表决通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５２００吨，签约厂家达２７家，成为国内

的重要思想暨立法工作座谈会在兰州 ｜员会关于批准《兰州市什川古梨树保 最大全流程钛卷加工企业。

舅

召开。
△ 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召开自
三季度推进高质量发展约谈会，对白
｜银市和酒钢集团公司进行集体约谈。

｜甘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主
年鉴 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仁健讲话。

２０１９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５次常务会

ＧＡＮＳＵ 议审议通过《甘肃省医疗卫生领域省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护条例》的决定、《酒泉市饮用水水
｜ 同月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
源地保护条例》的决定、《武威市防 化博览会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七届中
｜沙治沙条例》的决定、《平凉市娟花 国会展（会奖）产业年度评选金手指
｜爆竹燃放管理规定》的决定、《甘肃 颁奖盛典＂上荣获＂十大政府主导型
｜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调整甘肃省 展览会＂大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有关指标及增加目标任务的议

什二月

案》的决议等。

２８—２９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调研国有企业改
革发展和党建工作。
方案》。
２０日 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 ２９日省长唐仁健到康乐县调固

３日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审议《中共

甘肃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工作规则》。
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兰州举 脱贫攻坚工作。
｜ ４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
行。省长唐仁健为决策咨询委员会委
△ 由中宣部、全国总工会、
年第１１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通报
员代表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决策咨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将 １—１０月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任务
｜询委员会成为省政府科学决策的＂最 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百姓宣讲活动全 进展情况，听取部分省直部门和市州
强大脑＂。同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决 国宣讲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金 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
策咨询委员会成立。
２１日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１
作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召开。
△ 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
会议研究部署市县机构改革工作。

｜川集团公司铜冶炼厂高级技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大国工

一阶段工作。

△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

匠＂潘从明作为甘肃省唯一受邀着参 ｜届理事会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会

加宣讲活动，
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铎接见全体与会代表。
△ 由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甘肃省 《关于推动国际货运班列和航空货运 ５日 甘肃省文化产品和特色商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媒体大型集中 稳定运营的意见》。
｜ 品展暨文化旅游项目推介签约活动在
采访活动启动。

３０日 第二届＂陇上金融家圆桌 香港举办。

会议＂暨＂陇上金融家＂颁奖奥礼在 △ 由甘肃省红十字会培育指导
委会主任林铎到甘南州调研脱贫攻坚 兰州举行。省长唐仁健讲话并为获评 ｜的＂遗体器官捐献者关怀体系建设＂
２２—２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陇上金融家＂的个人颁奖。
项目＂＇喜洋洋＇——甘肃＇两州一
｜同月甘肃省加强农村贫困人口 县＇深度贫困县区寒羊助学＂项目参
△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到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民政部 加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分别
张掖、武威调研祁连山自然生态保护 门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人员和低保对 获得金奖、银奖。
和扶贫两项基础性工作
象）大病专项专治工作，在原有１１种 ５—６日全省教育大会在兰州召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 （罹患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白血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围绕促进中医药产业发展协商建言。 病、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肠 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 ｜癌、肺癌、乳腺痛、宫颈癌、终末期 长唐仁健。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和基层党建等工作，并看望慰间各族
干部群众。

２６日 甘肃农垦饮马牧业有限责 肾病、尘肺）优先教治大病病种基础 朱之文分别讲话。
任公司荣膺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是 增加１０种（肝癌、急性心肌梗死、白 ５一７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该类别中唯一的甘肃企业。
内障、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淋巴瘤、 健到宕昌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专门
２６—２９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骨肉瘤、血友病、地中海贫血、唇腭 听取宕昌县合作社控股富民公司带贫
模式（＂宕昌模式＂）汇报。
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甘肃省大气污 裂、尿道下裂）。
染防治条例》《甘肃省广告条例》《甘 同月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 ６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军区第
肃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资源研究院马巍研究员当选俄罗斯工 ·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
△ 临夏市＂以地为主、兼顾房
｜条例》《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程院外籍院士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

４２ ｜大事记

同月酒钢不锈钢生产轧制钛卷
屋＂征收补偿模式荣获第五届＂中国

法治政府奖＂，系西北地区唯一获奖 持会议并讲话。省领导唐仁健、欧Ｒ
２３日 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第六
｜项日。
坚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 ｜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研究省级党
７日甘肃名特优产品参加第十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 政机构＂三定＂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二届 有关文件；听取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 等工作。

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甘肃展团 复制推广情况、国资国企改革情况和
｜２４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１３５家企业携５０大类３８０多种名特优 评凉市、白银市改革情况的汇报。 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

１３日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 任顾秀莲在甘肃省就关心下一代工作 甘肃
调推进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会 ｜开展调研，并为红军会宁会师旧址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议听取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绿盾＂ ＂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 年鉴

产品参展，赢得青眯。
△＂精准帮扶、职惠校园＂生

在兰州交通大学举办。当天约有３０００ ｜行动、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工作情况和 ｜地＂揭牌
２０ｇ
｜余人与企业达成初步意向性协议。 约束性指标进展情况，以及祁连山自
｜ △ 吴东魁先生捐资助学仪式在 ＧＡＮＳＵ

７—８日 庆阳市荣获＂２０１８年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进展 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铎出席捐助仪
号，庆阳香包获得＂《魅力中国城》 张掖市、定西市和临夏州省级环保督 △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８次常务会
年度魅力旅游文创产品＂。
察反馈意见，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 议审议通过《甘肃省保障农民工工资
支付工作问责办法》。
８日 由上海科技馆与敦煌研努 工作。
院联合的＂上海科普大讲坛＂走进莫 △ 省致府与中国银行＂构建生
｜△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为
高窟系列活动（第一期）在敦煌研究 态产业、推动绿色发展＂金融合作行 新受聘的２４位省政府参事颁发聘书。
《魅力中国城》十佳魅力城市＂称 ｜情况汇报，审议了兰州市、白银市、

院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举办。
｜ △ 甘肃电影《丢羊》获第十七

动计划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省领导 ２５日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和中国银行领导共同出席签约仅仪式。
Ａ 全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

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了全省贯
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９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效发挥带动作用培训班在兰州开班。 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林择主持会议

主任林铎到东乡县，就脱贫攻坚、产 省委副书记、省长启仁健出席开班式 并讲话。
业发展、冬季取暖等工作进行调研

｜１１日 ＂同心共筑中国梦——自

十作辅导报告。

１４日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２６日 省委党外人士座谈会在兰
州召开。

肃民族地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成就展＂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 ２７日 全省２０１８年度党委（党
在兰州开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大会在
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见》。

健为成就展揭幕并参观展岗
｜△ ２０１８＂甘肃好品牌＂揭晓。

１５日＂丰收了·游甘肃＂系」

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林锋出腐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

活动———＂粤享丝路·冬游甘肃＂文 记、省长唐仁健主持会议。中组部组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第 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广州沙湾古镇织二局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并讲
话。１４个市州党委书记作大会述职，
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２０家企业 举行。
获得＂２０１８甘肃好品牌———最具影响 １７日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林锋逐一进行点评。

｜ △ 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在兰州召
｜力企业品牌＂称号，甘肃滨河食品工 年图片展在兰州开幕。此次图片展共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滨河九粮 有八个主题内容展区，全方位展示改 开。大会为考核优秀等次的省领军人
液白酒、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金 革开放４０年来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所取 才颁发荣誉证书。

驼牌镍系列等１０个品牌获得＂２０１８甘 得的巨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 ２８日 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上宣读省委国
肃好品牌——最具影响力产品品牌＂ 活发生的伟大变迁。
１８日
教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安委主要职责及组成人员名单。
｜称号、方大放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方大牌石墨电极、兰州高压阀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获得中共中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门有限公司的兰高阀牌系列阀门等１０ 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 任林铎在兰州接见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个品牌获得＂２０１８甘肃好品牌——最 员中产生的１００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 ｜＂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集体
代表。
具影响力自主创新品牌＂称号。
表彰对象之一。
１２日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２０日 甘肃作家徐兆寿《鸠摩罗
△ 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
第一次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
什》获第五属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 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林铎主品奖

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事记｜４３

署

｜通项日建设工作。
２９日 第十四批全省精神文明建通项目
同月 由农业农村部首次评选年
设命名表彰大会在兰州召开。会前， ３１日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完成年 ｜度＂全国百名杰出新型职业农民＂，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旅客吞吐量１３８５．８２万人次。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叶长炼、定西市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接见受表彰 同月 金昌建成国内首个＂三名 安定区张巧花以及临夏州积石山县董

·＂芦苇床污泥处理系统
赛力木３人荣获这一荣誉称号，
同月 张掖高台县被农业部等８ 同月 全国第一个电池储能试验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 全省＂大棚房＂问题专项清
｜理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在兰州召 部委确定为全国第一批国家农业可持 示范项目落户甘肃。
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发展试
同月 甘肃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
年鉴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铎对＂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工 ｜点先行区，成为甘肃省唯一入选 ｜普查标准时点为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死 ｜作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县区。
普查时期资料为２０１８年年度资料。
ＧＡＮＳＵ 健在电视电话会上讲话
｜同月 兰州工业学院团队获全国（供稿：张小华 栗 亮 祁国磊、
ＹＥＡＲ图０ＯＫ
甘肃日报等）
△ 省长唐仁健在兰州市调研交｜ 互联网技术创新大赛一等奖。

甘肃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五条 年捺编纂出板应遵守国家关于保密、著作权、出版、
广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规草，遵守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和
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法规或改策，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和社会稳
定。

第六条 年羞编纂应做到观点正确，框奥科学，资料翔实，内
容全面，记述准确，出版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４ ｜大事记

省谑吸地

甘肃

年鉴

４ｓ誉四

２０Ｐ
ＧＡＮＳＵ

自然地理
地理概况

过渡带，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具有千米不等。河西走廊地势平坦，机耕
明显的过渡性。地势自西南向东北 条件好，光热充足，水资源丰富，是
倾斜，地形狭长，大致可分为各具 著名的戈壁绿洲，农业发展前景广
｜特色的六大区域：
阔，是甘肃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陇南山地 大致包括渭水以南、
祁连山地祁连山地在河西走廊

甘肃古属雍州，今省会兰州。地 临潭、迭部一线以东的山区，为秦岭 以南，长１０００多千米，大部分海拔
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交会地 ｜的西延部分。山地和丘陵西高东低， 在３５００米以上，终年积雪，冰川逶

｜带，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介于北纬 ｜绿山对峙，溪流急荡，蜂锐坡陡。

３２°３１＇－４２５７＇、东经９２°１３＇－１０８＂４６

｜迤，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固体水库，荒

陇中黄土高原 位于甘肃省中部 漠、草场、森林、冰雪，植被垂直分

｜之间。甘肃东接陕西，南控巴蜀青 和东部，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 布明显。
河西走廊以北地带 东西长０００
海，西倚新疆，北掘内蒙古古、宁 岭。黄河穿流而过，曾经孕育华夏民
夏，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是古 族的祖先，有闻名遐迩的名山大川， 多千米、海拔１０００－３６００米，习惯
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金路段。东 ｜ 有丰富的矿咸，有刘家缺、盐锅峡、 称之为北山山地。地近腾格里沙漠和
巴丹吉林沙漠，风疾沙多，山岩裸
西长１６００多千米，全省土地总面积 八盘峡三大水库。
４２．５９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甘南高原甘南高原是＂世界屋 露，荒漠连片，难以耕作，
｜ 甘肃是个多山的省份，最主要
４．７２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隅，地
｜的山脉有祁连山、乌鞘岭、六盘
势高耸，平均海拔超过３０００米，是典
中列第７位。
｜型的高原区。这里草滩宽广，水草丰 山，以及阿尔金山、马鬃山、合黎
甘肃省大部分位于中国地势二

美，牛肥马壮，是甘肃省主要畜牧业
｜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 基地之一。
河西走廊 位于祁连山以北，
错分布。地处中国东部湿润森林草
山以南，东起乌销岭，西至甘新交
｜原向西部干旱荒漠草原与高寒荒漠
草甸草原的过渡带，亦为华北、华 界，是块自东向西、由南而北倾斜的
中、西北与青藏的交错毗邻区，以 ｜狭长地带。海拔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米，
及东部农业区与西部游牧畜牧区的 长１００余千米，宽由几千米到百余
｜级阶梯上，地貌复杂多样，山地、

山、龙首山、西倾山、子午岭山
等。多数山脉属西北一东南走向。
省内的森林资源多集中在这些山
区，大多数河流也都从这些山脉形
成各自分流的源头。

｜省情概览ｌ ４５

气候

日照 全省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３４ ７栎类占２６９杨类、华山松、

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少１３０小时，为 桦类只占８．５？？甘肃主要林区分布
甘肃省地处黄土、青藏和蒙古三 近７年最少。年日照时数最多中心在 ｜在白龙江、滨河、小陇山、祁连山、
大高原交汇地带。境内地形复杂，山 马黎山，为３３７６小时，最少中心在康 子午岭、康南、关山、大夏河、西秦

脉纵横交错，海拔相差悬殊，高山、 县，为１５４９小时。与常年同期相比， 岭、马山等处。
｜盆地、平川、沙漠和戈壁等兼而有 全省大部地方日照偏少，酒泉市西 草场主要分布在甘南草原、祁连

之，是山地型高原地貌。从东南到西 ｜部、金昌市、武威市北部、白银市局 山地、西秦岭、马山、崛山、哈思
部、临夏州南部、定西山南部和甘南州 山、关山等地，这些地方海拔一般在
年鉴 ｜北包括了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
｜干早区的各种气候类型。
东部偏少２００￣５００小时，其中敦煌、 ２４００４２００米之间，气候高寒阴湿，

甘肃

２０１ｇ

气温 ２０１８年，全省平均气温 广河、和政、卓尼偏少５００－８５０小 ｜特别是海拔在３０００米以上的地区牧草
ＧＡＮＳＵ ８．９℃，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７℃，为近４ 时，省内其余地方偏少２００小时；酒泉 生长季节短，枯草期长；这类草场可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年最低：气温最高中心在文县，为 市南部、嘉峪关市、张掖市西部、陇南 利用面积为４２７．５万公顷。占全省利

１６２℃，最低中心在乌鞘岭，为 市中南部、天水市东北部偏多１０￣１００ ｜用草场总面积的２３．８４年平均鲜

１．３℃。与常年同期相比，除酒泉市南 小时，庆阳市东北部偏多２００￣３００小 草产量４１００公斤／公顷，总贮草量约

部和甘南州西北部接近常年或略偏低 时，其中华池偏多３００小时以上。
外，全省大部地方气温偏高０５℃－

１℃，其中武威市北部、白银市东

部、定西市南部、甘南州东南部、天
｜ 水市中部偏高１℃－１５℃。各月平均气
｜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１、２和１２月气温

自然资源

土地贵渥

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省

１７５亿公斤，平均牧草利用以５０％

计，约可载畜６００万羊单位。
粮食作物品种有冬小麦、春小
麦、大麦、玉米、青稞、荞麦、糜
谷、高粱、水稻、洋芋和豆类等２０余
种，其中小麦是主体作物，分布遍及

分别偏低０８℃、１．３℃和１６℃，１月和 地总面积４２５８８９万公顷（其中宁夏 全省，约占全省粮食作物的一半以上。
｜２月均为近６年最低，１２月为近１３年最 回族自治区飞地５２２．５３公顷）。全省 经济作物主要品种有棉花、油
｜低；９￣１１月气温接近常年同期，３￣ 主要地类及面积构成情况为：耕地 ｜料、蓖麻、芝麻、甜菜、苏子、向日
８月份气温偏高０８￣４２℃，其中８月 ｜５３７．６７万公顷（８０６５０５万亩）占 葵、大蒜、茶叶、炽草、啤酒花等十

平均气温偏高１８℃，与２００６年并列为 １２．６３？？？地２５．５９万公顷（３８３８５ 几种。果树资源有０００多个品种，其
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高，仅次于２０１６年。

万亩）占０．６０？？？地６０９．６１万公顷 中桃、梨、杏、李、柿、枣、柑械的

降水 ２０１８年全省平均降水量 （９１４４．１５万亩）占１４．３１？？？地
５１４．９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２７．７％， １４１７．７０万公顷（２１２６５．５０万亩）占

｜品种有４８０个。

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为１９６１年以米第二多。年降水量最多 ３２９？？？镇村及工矿用地７９４１万 主要资源有７大类：油料植物有１００

中心在康县，为９０２９毫米，最少中 公顷（１１９１．１５万亩）占１８６？？？通 多种，如文冠果（木瓜、苍耳、沙
心在瓜州县，为４２毫米。与常年同期 ｜运输用地２６８３万公顷〔４０２４５万 蒿、水柏、野核桃、油榻等；纤维和

相比，酒泉市东部、武威市北部、白 亩）占０．６？？？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造纸原料植物约近百种，如罗布麻、
银市西部、兰州市、临夏州北部、庆 ７４７７万公顷（１２１５５万亩）占 浪麻、龙须草、马莲、皮度草等；淀
阳市北部偏多５￣９成，酒泉市西部、 １．７６？？？他土地１４８７．３１万公顷 粉及酿造类植物有２０多种，如橡子、
沙枣、蕨根、魔芋、沙米、土茯苓
武威市南部、白银市东部、临夏州南 （２２３０９６５万亩）占３４．９２？？
等；野生化工原料及栓皮类有２０多
部、甘南州大部、定西市、陇南市西

南部、天水市北部、平凉市西部、庆
阳市中部偏多２￣５成，张掖市南部偏

少２－￣３成，省内其余地方降水接近常

年。各月降水量与常年同期相比，３

月和１０月份降水分别偏少２０３？
６２７？月、４－８月、１１月和１２月
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１．５倍。

｜植物资源

种，如栓皮栎、五倍子、槐等；野生

｜果类１００多种，如中华猕猴桃、樱
甘肃省森林资源清查，全省林地面积 桃、山葡萄、枇杷、板栗、沙嫉等；
１０４２６５万公顷，全省森林面积５０７４５ 野生药材９５１种，有大黄、当归、甘
万公顷，森林覆盖半１１．２８？？？省活 草、红黄芪、锁阳、肉欢蓉、天麻
立木总蓄积２４０５４８８万立方米，森林 等；特种食用植物１０多种，其中比较
蓄积２１４５３．９７万立方米。森林主要树 名贵的野生植物有发菜、蕨菜、木
种有冷杉、云杉、栎类、杨类以及华 耳、蕨麻、黄花菜、地软、羊肚、酬
甘肃是一个少林省区，据第七次

其中１和１１月降水量偏多１４倍和１５
倍，分别为近１０年和７年最多；其Ａ 山松、桦类等。在全省活立木蓄积资 菇、鹿角菜等。甘肃是全国药材主要
各月降水量接近常年。
｜源中，冷杉占５２９云杉占１１． 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９５００多种，
４６ ｜省情概览

居全国第二位。主要经营的药材有 ｜浪麻、龙须草、马莲、皮发草等；淀 ｜中属一类保护的２４种二类保护的２４
４５０种，如当归、大黄、党参、甘 ｜粉及酿造类植物有２０多种，如橡子、 种，三类保护的４０１Ｉ种。
草、红芪、黄芪、冬虫草等，特别是 沙枣、蕨根、魔芋、沙米、土茯苓

矿产资源
｜＂垠当＂、＂纹党＂产量大、质量好， 等；野生化工原料及栓皮类有２０多
是闻名中外的出口药材。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
种，如栓皮栎、五倍子、槐等；野生
甘肃是一个少林省区，据第七次 ｜果类１００多种，如中华猕猴桃、樱 矿产１１９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１８０种，

甘肃省森林资源清查，全省林地面积 桃、山葡萄、枇杷、板栗、沙棘等； 其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７７种（计算
野生药材９５１种，有大黄、当归、甘 ｜到亚矿种为１１４种），占全省已发现矿

甘肃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１１２８？？？省活 ｜草、红黄芪、锁阳、肉从蓉、天麻 种的６５未查明资源储量的４２种 年鉴
１０４２６５万公顷，全省森林面积５０７４５

２ＯＥ

立木总蓄积２４０５４．８８万立方米，森林 等；特种食用植物１０多种、其中比较 （计算到亚矿种为６６种），占全省已发
｜蓄积２１４５３．９７万立方米。森林主要树 名资的野生植物有发菜、藏菜、木 现矿种的３５？？？已查明矿产资源

种有冷杉、云杉、栎类、杨类以及华 耳、蕨麻、黄花菜、地软、羊肚、路 中，能源矿产７种、金属矿产３１种
山松、桦类等。在全省活立木蓄积资 菇、鹿角菜等。甘肃是全国药材主要 （计算到亚矿种为３６种）、非金属矿产
源中，冷杉占５２．９云杉占１１． 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９５００多种， ３７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６９种）、水气
｜７栎类占２６．９杨类、华山 ｜居全国第二位。主要经营的药材有 矿产２种
｜松、桦类只占８．５？？甘肃主要林区 ４５０种，如当归、大黄、党参、甘
｜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列入《甘肃省矿
分布在白龙江、洮河、小陇山、祁连 ｜草、红芪、黄芪、冬虫草等，特别是 产资源储量表》的固体矿产９７种、矿

ＧＡＮＳＵ

山、子午岭、康南、关山、大夏河、 ＂岷当＂、＂纹党＂产量大、质量好， 产地１５１８处（含共作生矿产，下
西秦岭、马山等处。
同），按照矿产用途分，固体燃料矿
是闻名中外的出口药材。
草场主要分布在甘南草原、祁逍
产地２２１处，黑色金属矿产地１８０

动物资源
山地、西秦岭、马山、编山、哈思
处，有色金属矿产地３４４处，贵重金
属矿产地４６２处，稀有稀土分散元素
山、关山等地，这些地方海拔一般在
｜主要畜种禽种；甘肃养殖的牲
２４００４２００米之间，气候高寒阴湿， 主要有马、驴、骡、牛、羊、骆驼 矿产地４０处，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地
特别是海拔在３０００米以上的地区牧草 等。甘肃养马历史悠久，远在公元前 ｜９５处，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地４６
｜生长季节短，枯草期长；这类草场可 １００多年的汉武帝时期，西北边境设 处，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地 １３０
利用面积为４２７．５万公顷，占全省利 ｜有官马场３６处。民间养马亦较繁盛， 处；按照矿床规模分，大型矿床１４６
用草场总面积的２３．８４年平均鲜 自汉至今，一直是全国养马业的重 ｜个、中型２１７个、小型１５５个；按照
草产量４１００公斤公顷，总贮草量约 地。新中国成立后，还先后引进和改良 勘查程度分，普查阶段６７１个、详查
１７５亿公斤，平均牧草利用以５０％ 了阿尔登、整顿河、卡拉巴依马等品 ｜阶段５０７个、勘探阶段２６０个。《２０１７
计，约可载畜６００万羊单位。
种，养马、驴、牛等得到了发展。禽 年全国占比排名》统计，在已查明的
粮食作物品种有冬小麦、春小 种，除对静宁鸡、太平鸡、临流鸡等杂 矿产中，我省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１

｜麦、大麦、玉米、青稞、养麦、腐 ｜交改良外，现主要有来航鸡、澳洲黑、 位的矿产有１０种，居前５位的有３８
谷、高粱、水稻、洋芋和豆类等２０余 芦花洛克、洛岛红、科尼什、新汉、狼 中，居前１０位的有６５种。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列人《甘肃省矿
种，其中小麦是主体作物，分布遍及 山鸡等优良品种。水禽有北京鸭、麻
全省，约占全省粮食作物的一半以上。 ｜鸭、中国白鹅、灰鹅和哪头鹅等品种。 ｜产资源储量表》的９７种固体矿产中，
经济作物主要品种有棉花、油 ｜野生动物资源：甘肃境内共有野 与２０１６年比较，５１个矿种的资源储
料、蓖麻、芝麻、甜菜、苏子、向日 生动物６５０多种。其中：两栖动物２４ 量没有发生变化，有４６个矿种的资源
葵、大蒜、茶叶、烟草、啤酒花等十 种，爬行动物９７种、鸟类４４１种，哺 储量发生了变化，其中资源储量增加
儿种。果树资源有１０００多个品种，其 乳动物１３７种。这些野生动物主要分 的有１０种，减少的有３６种。
中桃、梨、杏、李、柿、枣、柑橘的 ｜布在院南市的文县、武都、康县、成
水资源
品种有４８０个。
具、两当等地。文县让水河、丹继一
甘肃省水资源主要分属黄河、长
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带、已列为全国第十三号自然保护区，
主要资源有７大类：油料植物有１００ ｜出产大熊猎、金丝猴、麟、狩俐、扫写 江、内陆河３个流域、１１个水系。黄
多种，如文冠果（木瓜）、苍耳、沙 等世界珍贵动物，并对枸花鹿、马鹿、 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洮河、湟水、
蒿、水柏、野核桃、油桐等；纤维和 ｜郑进行人工饲养。野生动物中，属于国 泾河、渭河、北洛河６个水系。长江
｜造纸原料植物约近百种，如罗布麻、 家保护的稀有珍贤动物有９０多种，其 流域包括嘉陵江、汉江２个水系。内

省情概览 ｜ ４７

陆河流域包括疏勒河、黑河、石羊河储量３１２．６１亿吨。石油已探明地质储 （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二地的首
３个水系。全省河流年总径流量大于１ 量１７．７３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地质储 字而成。由于西夏在其境分置１２监
｜ 亿立方米的河流有７８条。全省多年平 量１５２２．２４亿立方米．

署

均自产水资源量２８９４亿立方米，其
中地表水２８２．１亿立方米，地下水７．３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亿立方米。全省多年平均入境水资源
量２８７３３亿立方米，出境水资源量
４８２．３５亿立方米

２０１８年全省总供水量１１２２４亿立

军司，甘肃为其一，元代设甘肃省，
简称甘；又因省境大部分在陇山以

历史人文
早期文明

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右道，故
又简称为陇。

先秦时期的地理专著《禹贡》，
｜ 按方位将全国分为九州，甘肃省境大

部属雍、梁二州，旧称＂雍梁之

方米，其中地表水工程供水８２９９亿 ｜甘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 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
ＧＡＮＳＵ 立方米，占７３．９？？？下水工程供水 发祥地。大量考古文物证明，远在一 ３６郡，省境东南地区为北地郡和院西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２５．６７亿立方米，占２３？？？他水源 ｜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 ｜郡，河西为匈奴牧地，汉代在省境置
｜供水３．５８亿立方米，占３？？全省总 民就在这块地方生息、繁衍，利用简 ｜凉州刺史部，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
用水量１１２４亿立方米，生产用水 阐的石器顽强地同大自然作斗争。２０ 年）省境先后改置武都、陇西、金
１０１．７５亿立方米（第一产业８９３５亿 世纪以来，先后在镇原县姜家湾、寺 城、天水、安定、北地、武威、张
立方米，第二产业９．３７亿立方米、第 ｜沟口、黑土梁，庆阳巨家歇，环县楼 掖、酒泉、敦煌等１０郡。三国时境内
三产业３０３亿立方米），占９０６？？？ 房子和刘家岔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 ｜分属魏蜀之地。晋末天下大乱，甘肃
｜活用水６．０６亿立方米，占５．４？？？态 中、晚期的石器、骨器、动物化石和 境内先后出现前凉、后凉、西凉、南
｜环境用水４３亿立方米，占４？？
早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属于新石器时 ｜凉、北凉、五凉和仇池、宕昌、西秦
２０１８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 代的文化遗迹，已发现的有１０００多 等地方政权。肝代改郡为道，省境分
水量 １３６立方米、较２０１７年下降 ｜处，其中著名的有受仰韶文化影响而 ｜属关内道、陇右道和山南道，共辖２２
９？？？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４８立 发展起来的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中 州。宋时，境内分属宋、西夏、金所
方米、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１７．２？？？田灌 下游为中心，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有。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省辖黄河
源水有效利用系数０５６０１、较２０１７年 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还有晚于 以西七路二州，黄河以东地区为陕西
｜度提高１３？？？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 齐家文化，出现铜器，已经进入原始 省奉元路，经甘南、临夏及眠、岩等
水质达标率７９４？？比控制目标 ｜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早期的辛店、寺 地属脱思麻路，由宜政院直属。明
７１．８？？出７．６均在最严格水资源 ｜注和卡鼓文化。古代传说中的炎帝 代，省境属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都
管理年度控制指标内。
（号神农氏）、黄帝（又号轩辕氏）部 指挥使司。清代康熙初于巩昌（今陇
西）设陕西右布政司，后改甘肃布政
｜族也兴起于西北：
省境东部秦安县大地湾距今 司，后迁至兰州，甘肃始复为省，辖今
｜能源资源
７８００－４５００年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 甘肃、临夏、新疆、青海部分地区。清
甘肃省能源种类较多，除煤炭、 址，出土文物８０００余件，其中一处距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分置新疆省。辛
｜石油、天然气外，还有太阳能、风能 ｜今７０００年前的地画、５０００年前的混 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省境又划分为宁夏
等新能源。其中，石油可采储量为６
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３１．５７亿ｍ２，
｜集中分布在河西玉门和陇东长庆两油
｜区。全省煤炭预测储量为１４２８亿吨，

｜凝土和一座建筑面积达４５０平方米的 （原朔方）、西宁（原海东）、兰山、泾

原始社会会堂式宏伟建筑遗迹，系国 原（原贱东）、渭川（原陇南）、甘凉
内首次发现。这里发现的罕见的三足 （原河西）、安肃（原边关）七道。
钵、三足篮珍品，比仰韶文化半坡类 １９２７年废道，１９２８年又分设青海和宁
已探明１２５亿吨，保有资源储量１２０ ｜型要早１０００多年，为了解中国文明的 夏两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亿吨，煤炭资源集中分布于庆阳、华 起源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可贵的实例。 ｜省境陇东地区属陕宁边区的陇东和关
亭、靖远和窑街等矿区。甘肃风能资 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史前史特 中两分区。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６日成立甘肃
源丰高，总储量为２３７亿ｓＷ，风力 别是研究古代建筑、文字起源和人类 ｜行政公署。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成立甘肃省
资源居全国第５位，可利用和季节可 ｜生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资料，
人民政府，甘肃省名相沿至今。
利用区的面积为１７６６万ｋｍ，主要集
风物名胜
中在河西走陶和省内部分山口地区． 建置沿革
｜河西的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

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全省煤炭已查明资源
４８ ｌ省情概览

甘肃一名始于１１世纪，取甘州

甘肃海拔大多在１０００米以上，

｜四周为群山峻岭所环抱。北有六盘

呐、剪纸、社火、戏曲等民俗文化尤 画，云冈、龙门著名于壮丽的石刻，

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东为岷山、秦 具魅力。
｜岭和子午岭；西接阿尔金山和祁连

｜而麦积山则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

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篇是全国重 中国雕塑家刘开渠曾赞美：麦积山是

山；南壤青泥岭。境内地势起伏、山 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是中 ＂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塑馆＂。１９８２
岭连绵、江河奔流，地形地貌复杂。 国四大石窟之一。被誉为２０世纪最有 年，麦积山以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

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当 ｜的名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
垠的辽阔草原，葬莽漠漠的戈壁瀚 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 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甘肃
海，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神奇碧绿 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
的湖泊佳泉，有江南风韵的自然风 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 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西端险要关隘， 年鉴
｜这里有直插云天的皑皑雪峰，一望无

光，也有西北特有的名花瑞果。
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 也是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雄关。关 ２０
河西走廊是甘肃著名的粮仓，是 ｜ 规模，现有涓窟７３５个，壁画４．５万平 ｜城建于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距今 ＧＡＮＳＵ
｜昔口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和古丝绸之路 方米、泥质彩塑２４１５尊，是世界上现 已历６００余年，总占地约３．３５万平方
的主要通道。教煌莫高窟闻名于世， 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 米。嘉峪关城雄居祁连山与黑山之

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族、阿克塞哈 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 间，地势险要，扼守啾喉。关城由外
萨克族、天祝藏族聚居区等民族风情独 有５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 城、内城、瓮城、罗城、城壕等部分

具特色，古酒泉传奇、嘉峪关传说、玉 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 组成，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形成重
门关和古阳关、桥湾人皮鼓、民间蕴 ——敦煌学。１９６１年，莫高墓被公布 ｜城并守之势，构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
悦、骆驼队等奇风异俗熠熠生辉。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军事防御工程。并与五里一燧、十里
甘肃东南部的天水市和跪南地 １９８７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 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共同构
区．是历史悠久、山川锦绣、物产丰 产委员会认为，莫高窟是地处丝辑之路 ｜成坚固的古代防御体系。嘉峪关内城

富、气候宜人、民俗奇特的天然膏沃 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 ｜周长６４０米，面积２．５万平方米。城
｜之地，有小江南之称。唐玄奘在天水

的中转站，同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 头垛口林立，砖垛墙高１．７米。东西

的传说，使佛公矫、万紫山、渗金寺 的交汇处。莫高窟的４９２个小石窟和洞
等地成为民俗旅游的主要景点。
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
与天水、陇南相邻的甘南、临夏 示了延续Ｔ年的佛教艺术。
两自治州是藏、回、东乡、保安、撒
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东方雕曾
拉等少数民族的集聚地，有独具一格 馆＂，地处天水市东南方５０千米的麦
的民情和风俗，境内的拉卜楞寺，不 积区麦积山乡南侧，是西秦岭山脉小
但有着精美绝伦的建筑，而且每年７ 陇山中的一座孤峰。麦积山风景名胜

｜城通开门，门上有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
｜年）修建的东西二楼：东为＂光化
｜楼＂，西为＂柔远楼＂，均系单檐歇山

顶、周有回库的三层木结构建筑，总
高１７米。东、西门外均有土筑瓮城
回护，瓮城与内城同制辟门向南，门

上各有一座阁楼。西瓮城外罗城凸

｜ 次规模较大的法会和众多的节庆，使 区总面积２１５平方千米，包括麦积 出，中辟门向西，为关城正门，门额
｜拉卜楞寺的宗教民俗活动空前丰富多 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 刻＂嘉峪关＂三个大字。明弘治八年
彩。古朴典雅的临夏清真寺，是穆斯 ｜街亭古慎，为中国四大石前之一。麦 （１４９５年）于罗城上修建嘉峪关楼，

林民众们的聚礼之地，这里的宗教民 积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因形如农家 与东、西二楼形制相同，同处一条中
俗活动，独特降重，令人叹为观止。 麦垛而得名，山崖拔地而起，高８０ 轴线上。清同治木年左宗棠驻节肃州
甘肃东部的庆阳、平凉地区，是 ｜米，山势险峻，周围绿树成林，环境 时，曾修整关墙和关楼，并亲笔题
｜著名的革命老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 清幽。西汉末年，麦积山已成为天水 ＂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高悬关
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 ｜名将隗器的避暑宫。这里松桧阴森， 楼。南北两端城头各有一座箭楼，为
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 横云飞渡，烟雾团绕，碧水长流， 警戒响所。关城四隅各有一座角楼，
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 ＂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 ｜南、北墙居中各有一座敌楼，城内有
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 佛，石龛千室＂，药萃着后秦、西 游击将军府、宫井。关城城墙四周有
｜线的出发点。境内除有众多的革命遗 ｜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 瞭望孔、灯梢、射击孔等防御设施。
｜迹外，黄帝登临、广成子修炼得道的 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 罗城两端连接南、北、东三面土筑围
道家圣地崆峒山，西王母设宴招待周 塑像７００余尊，壁画１３００多平方 墙，形成外城，周长１２６３米。外城
穆王的王母宫山以及公刘庙、菩萨山 米，分布在１９４个润窟里，与教煌莫 广场有文吕阁、戏楼、关帝庙、墩台
等庙会，都成为民间文化的传播阵地 高窟、大同云冈石禀、洛阳龙门石窟 等，外城又与南北延伸的长城连接。
和民间经济的交易场所。特别是喷 并称四大石窟。敦煌侧重于绚丽的壁 登上城头，南望祁连山，雪峰如玉，

省情概览ｌ４９

如 汉武因＂慕黄帝事＂＂好神仙＂而效 靖恐龙足印化石群、敦煌河仓城、锁
绵亘千里；北有黑山，石壁嶙绚，如汉武

铸铜色。两山对垮，关露其间，形势法黄帝西登皖峒；司马迁、王符、杜 阳城故址、阳关故址、甘南夏河八角
险要，素有＂河西第一隘口＂＂边陲 市、白居易、赵时春、林则徐、谭刷 城、马家窑遗址、沙州故城遗址、居
锁钥＂之称。１９６１年嘉峪关被国家 ｜同等文人蛋客也留下了大量的诗词、 延遗址、悬泉置遗址、悬壁长城、万

署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１９８７年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杰
甘肃 出代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年鉴 ｜界遗产名录》，２００７年嘉峪关文物景

区被正式评定为首批国家５Ａ级旅游
ａ０景区，
ＧＡＮＳＵ

｜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华章、碑碣、铭文。崆捐武术与少 里长城第一墩、战国秦长城遗址、黑

林、武当、峨眉、昆仑等武术流派貌 山岩画、罕古城、永昌骊怀古城、成
｜名华夏。１９９４年１月，崆荆山被国务 县西峡颂。

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２００１
年１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中国首 ｜历史名人
批ＡＡＡＡ 级旅游区；２００７年５月８

黄帝问道圣地——崆制山，位 口，平凉市论阐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家
于肃省平凉市城西１２千米处，东藏 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
西安，西接兰州，南邻宝鸡，北抵银 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顺利通过ＳＯ９００１、

，为伏羲之妹，风姓

＂西来第一山＂＂西镇奇观＂＂崆峒山ｌ ｜ 我省继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篇和嘉

秦非子：秦国的先祖非子生活于

伏羲：人文始祖，三皇之首。

女娲：中华上古之神，人首蛇

｜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关中之要塞。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国际认 轩较黄帝：中国远古时期部落联
｜景区面积８４平方千米，主峰海拔 ｜证；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６日，控蝇山又登上 盟首领。
２１２３米，集奇险灵秀的自然景观和古 了国家名片，这套由能铜山最具代表 螺祖：传为西陵氏之女，是传说
朴精湛的人文景观于一身、具有极高 性的景观——阻城、弹筝峡、塔院和 ｜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元
的观赏、文化和科考价值。自古就有 需声峰组成的《崆峒山》特种邮票是 ｜妃。她发明了养蚕，为＂螺祖始蚕＂。

色天下秀＂之美誉。腔铜山属六盘山 峪关城楼后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第四套 公元前９００年左右，居西垂宫（后称
支脉，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有各类 地方题材的特种邮票；２００４年３月晋 犬丘，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边），是
｜植物１０００多种，动物３００余种，森林 升为国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５年８月９ 秦的开国君主，他因擅长养马，替周
覆盖率在９０？？上。其间峰峦雄诗， 日，太统一能阐山经国务院批准列为 王室主持牧马，马群得到了大量繁
危崖耸立，似鬼斧神工；林海浩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全省的石窟 殖，为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烟笼雾锁，如缴缈仙境；高缺平湖， 文化旅游有：莫高窟、炳灵寺石窟、 秦襄公（？一公元前７６６年）赢
｜水天一色，有满江神韵。既富北方山 安西榆林窟、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 姓，名开。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
势之雄伟，又兼南方景色之秀丽。秦 石窟寺、泾川王母宫石窟、肃南马睁寺 姓，虽为赢姓，却不叫赢开。是秦国
汉时期，崆峒山开始有了人文景观。 石窟群、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拉稍寺 列为诸侯的第一代君主，大秦真正的
经历代陆续兴建，亭台楼阁，宝刹焚 石窟、大象山石窟、金塔寺石窟、麦积 开国之君。
官，庙宇殿堂，古塔鸣钟，遍布诸 山石窟、天梯山石窟（东晋）、武山水 ｜ 秦始皇（公元前２５９年一公元前
峰。明清时期，人们把山上名胜景观 帘洞石窟群、云崖寺石窟。
２１０年），名政。甘肃院西人，中国历
称为＂论峒十二景＂：香峰斗连、仙
｜甘肃全省的古建筑旅游有：白 史上第一个皇帝。１３岁即位，在位
｜桥虹跨、笄头叠翠、月石含珠、春融 塔、嘉峪关城楼、秦安泰山庙、夏河 ３５年，建都咸阳。公元前２２１年，历
蜡烛、玉喷琉璃，躺洞元云、风山彩 拉卜楞寺、天水伏羲庙、镇远楼、张 十年之久征灭六国后，建立了大一统
雾、广成丹穴、元武针崖、天门铁 掖大佛寺、张掖木塔寺、贡唐宝塔、 秦国。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实行
柱、中台宝塔。近年来，新修了法轮 ｜ 海藏寺、武威罗什寺塔、米拉日巴佛 郡县制等一系列措施，确立了历代大
寺、卧观平凉、观音堂、通天桥、飞 ｜楼阁、武威文庙、宝塔、崇信龙泉 ｜一统王朝的统一范本，是当之无愧的
升官、王每宫、间道宫等景点三十五 寺、兰州黄河铁桥、陇西威远楼、李 ｜＂千古一帝＂。
处，基本恢复了历来所称的＂九宫八 家龙宫遗址·陇西堂、鲁土司荷门、 ｜ 李广（？一公元前１１９年），汉
台十二院＂中四十二处建筑群。古往 渭源灞陵桥、保昌楼、白马塔、成县 ｜族，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人，西
今来，崆铜山吸引了众多的风流才 杜甫草堂、文峰塔、汉长城、天水仙 汉名将。
俊。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的轩较 人崖、东宫馆、玉泉观、崇信龙泉 李陵（？一公元前７４年），字
黄帝亲自登临崆蝇山，向智者广成子 寺、礼县祁山堡、酒泉钟鼓楼、临夏 ｜ 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天
请教治国之道和养生之术，黄帝问道 ｜红园、南郭寺、秦安兴国寺、雷音寺。 ｜ 水）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
｜这一千古盛事在《庄子·在宥》和 甘肃省历史文化遗址众多，全省 甘延寿，字君况，西汉名将，北
《史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秦皇、 文化遗址类有：秦安大地湾遗址、永
地
｜地郁郅人，即今甘肃庆城县人。与副
｜５０ ｜省情概览

校尉陈汤共同诛灭了匈奴的郅支单 说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
酒泉市 辖一区二市四县：肃州
于，被封为义成侯。
左清华之致＂（《列朝诗集》）。所作 区、玉门市、敦煌市、金塔县、瓜州
赵充国（公元前１３７年一公元前 散曲，名重一时。
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
５２年），字翁孙，汉族，原为陇西上 ｜张澍（公元１７７６年—公元１８４７ ｜克族自治县。

邦（今甘肃省天水市）人，后移居湟 年），字百沦，清代著名学者，凉州 平凉市辖一区六县（市）：蛇
中（今青海西宁地区），西汉著名将 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一生著述 阐区、泾川县、灵台县、崇信县、华
亭市、庄浪县、静宁县。
领。段会宗（公元前８３年一公元前９ 颇半。
｜庆阳市辖一区七县：西峰区、
年），字子松，天水上邦（今甘肃天 清代著名学者张之洞《书目答
水）人。西汉著名外交家。在西域各 ｜问》将其列入经学家、史学家和金石 正宁县、华池县、合水县、宁县、庆
族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

｜隗嚣（？一公元３３年），字季
孟，天水成纪（今甘肃秦安）人。西
汉末割据一方的军民势力。出身陇右
大族，青年时代在州郡为官，以知书
通经而闻名陇上。

学家。

城县、镇原县、环县

甘肃

年鉴

Ｚ０ｇ

定西事辖一区六县：安定区、 ＧＡＮＳＵ
通渭县、陇西县、漳具、渭源县、岷
１９３１年），近代著名学者。字又宽，
刘尔析（公元１８６５年一公元

｜ 号果裔、五泉山人。甘肃兰州人。光 县、临洮县。

绪乙丑科进上，授翰林院庶吉上、编 院南市辖一区八县：武都区、
修，应聘为五泉书院讲席。
成县、两当县、徽县、西和县、礼
｜董卓（？一公元１９２年），字和
县、康县、文县、岩昌县。
颗，院西临洮（今甘肃省氓县）人。东
临夏回族自治州辖一市七县：
行政区别与人口
汉末年少帝、献帝时权臣，西凉军阀。
｜临夏市、临夏县、康乐县、广河县、
｜ 张绣（？一公元２０７年），武威

祖厉（今甘肃靖远）人。张济的从 区划构成

永靖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敬拉族自治县。
｜甘南藏族自治州辖一市七县：

｜子。东汉末年割据宛城的军阀，汉末
群雄之一。
甘肃省现设兰州市、嘉峪关市、 合作市、舟曲县、卓尼县、临潭县、
贾诩（公元１４７年一公元２２３ ｜金昌市、白银市、天水市、武威市、 迭部县、夏河县、碌曲县、玛曲县。
年），字文和，武威姑减（今甘肃武 张掖市、酒泉市、平凉市、庆阳市、 全省合计有：１２个地级市；２
威）人。
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回族自治州、 个自治州；４个县级市；５８个县：７
三国时期魏国著名谋士。官至太 甘南藏族自治州。
个自治县；１７个市辖区。
尉，谥曰肃候。
｜兰州审辖五区三县：城关区、
庞德（？一公元２１９年），字令 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红古 常住人口
明，东汉末年雍州南安郡狙道县（今 区、榆中具、皋兰县、永登县。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东南）人。曹操
嘉峪关市 不辖区、县，市直管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２６３７．２６万
部下重要将领。
六街道、三镇：五一街道、新华衡 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１５５万人。其
｜姜维（公元２０２年一公元２６４ 道、前进街道、胜利街道、建设衡 ｜中，城镇人口１２５７．７１万人，占常住人
｜年），字伯约，天水冀（今甘肃甘谷 道、镜铁山矿区街道、峪泉镇、文殊 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东南）人。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军事 ｜镇、新城镇，
４７．６９比上年末提高１．３０个百分点。
家、军事统帅。
金昌市辖一区一县：金川区 全年出生人口２９１２万人，出生率为
李益（公元７４６年一公元８２９ ｜永昌县。
１１．０？？？亡人口１７．５４万人，死亡率
年），唐代诗人，字君虞，陕西姑减 ｜白银市 辖二区三县：白银区、 为６．６？？？口自然增长率为４．４２？？
｜（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 平川区、会宁县、靖远县、景泰县。

大历四年（公元７６９年）进士，初任
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建中四年（公
元７８３年）登书判拔萃科。因什途失
意，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
金銮（公元１５０６ 年？一公元
１５９５年２？），明代散曲家。字在衡，号
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正德嘉

天水市辖二区五县：秦州区、
麦积区、清水县、秦安县、甘谷县、

少数民族宗教

武山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武威市辖一区三县：凉州区、
少数民族

古浪县、民勤县、天祝藏族自治县。
张掖市 辖一区五县：甘州区、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２０１０
高台县、年数据显示，全省有５４个少数目
山丹县、民乐县、临泽县、高台县、１

｜靖年间随父侨寓南京。工诗，钱谦益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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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行政区划统计表

曩
甘肃
年署

２０
ＧＳ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较别

｜全省合计
兰判市
嘉峪关市

成风

丢现

｜固
图
平｜２ ３节

小计 ｜体

８｜

办事处

｜７２．１９

１２５

４｜１

别

票

武威市

张掖司

《族乡｜镇所占比

２９ ｜ ８６｜ ３１

｜全品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０日

乡（铺）

７７％
１００％

Ｂ１

培

万互 ２
Ｔ

平凉市
酒泉市

５９
６ 华

庆和市

运量

定西市
陇南市
｜格夏四族自治员

９１．７％
７６．８％
８９４％

９０．３．％
｜７３．３％

６８６％
７７．９％
５７８％
７３．１％
Ｉ１．８％
４７．２％

７４９

甘南藏族自治州｜

１２２０个（镇）致行政区划中未含１２５个街通办事处，１２５个街道办事处中未含甘青矿区街速。

２．２０１８年２月８日批复文或事１２个乡报乡改镇（甘民复２０１８１０１号），批复武陇命市２０个乡撇乡改休（甘民复２０１８［１１ｌ节）。５月
社复酒泉审５个乡（甘民复２０１８［７４］号）、庆陷事４个梦（甘民复２０１８１７５］号）、平凉市１０个乡（甘民发２０１８７６］号）撤乡改休。

３．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０日批复甘南洲１９个乡报乡改镇（甘民复［２０１８）９６了）。
４．２０１８年１月民政机杜复瓶信华＊县设立县级华李考（风ｈ（２０１８）１０９子），８月者政种下发策县设事的通知（甘政发（２０１８
少数民族总人口２４１０４９８人，占全省
人，占全省东乡、保安、撒拉族主要分布在临夏
总人口的９．４３？？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
回族自治州境内；裕固、蒙古、哈萨

｜基督教 可统计信徒６万人，宗
活动场所３０４处

国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的 克族主婴分布在河西走廊祁连山的
天主教 可统计信徒３万多人，
比重上升０．７４个百分点。世居甘肃的 中、西段地区。全省８６ 个县、市、 宗教活动场所８０多处。
少数民族有回族、藏族、东乡族、土 区中，除少数民族聚居的２１个县、
族、裕固族、保安族、蒙古族、撒拉 市外，其余６５个县、市、区中均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族、哈萨克族、满族等１６个少数民 散居的少数民族。

族。其中，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

为甘肃的独有民族。省内现有甘南、

临夏两个民族自治州，有天祝、肃

南、肃北、阿克塞、东乡、积石ｉ山、
张家川７个民族自治县，有３９个民族

宗教

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
天主教在甘肃都有信众和活动场所。

乡，民族自治地方土地面积１７９万平 伊斯兰教 全省有穆斯林１６０万
方千米，占全省面积的３９８？？
多人，宗教活动场所３７３１ 处。
从分布情况来看，同族主要聚居 佛教 可统计信徒８０万人，其
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家川回族自治 中藏传佛教４５万人，汉传佛教３５万
县，散居在兰州、平凉、定西等地 多人。宗教活动场所６８２处

综合
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８２４６１亿
元，比上年增长６３？？其中，第一产

业增加值９２１３亿元，增长５０？？？
二产业增加值２７９４．７亿元，增长
｜３．８？？？三产业增加值４５３０．１亿元，

增长８４？？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１２：

３９：５４９。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市；藏族主要聚居在甘南藏族自治州 道教 可统计信徒２１万多人，宗 地区生产总值３１３３６元，比上年增长
审走廊祁连山的东、中段地区；教活动场
５．８？？全员劳动生产率为５０５１０元／

｜ｓ２ Ｉ省情概览

（只），比上年末增长２．７其中牛存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全年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１５１１．３ 栏４４０４万头，增长３．８？？？牲畜出栏 ７８？？
人，增长６．１？？

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周转
栏２０１９万头，增长１．８？？羊存栏 量２６１２３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

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７占全省地区 ｜ ２１２．６万头（只），增长２．７其中牛出
生产总值的１８．３？？

１８５９万只，增长２５？？？出栏 ｜７０？？？客周转量６５９２亿人千米，
其中城镇就业人员６３７．６万人。全年 １４６２８万只，增长３４？？生猪存栏 增长２５？？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
年末全省就业人员１５５．６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４３．１万人，其中失业人 ５４５．２万头，下降１．１？？？猪出栏６９１．６ 旅客吞吐量１６０９５万人次，比上年增 甘肃
市头，增长１．３？？
｜员再就业１６．５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２．６万
业率为２．８？？全年输转城乡富余劳动
力５２２．３万人。其中，省外输转１９２．２ 顷，比上年多增０．５万公顷。
万人，省内输转３３０．１万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 工业和建筑业
２０？？商品零售价格上涨１．７？？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９．５？？工业生产

长１１．７？？？邮吞吐量６４万吨，增长
０５？？年末全省公路里程１４３万千

年鉴

米，其中等级公路１２．８万千米。全年 ２０Ｍｇ
新建二级以上公路３７４．５千米。
ＧＡＮＳＵ
年末全省民用汽车保有量３８．５万

辆，比上年末增长７１其中私人汽

｜ 全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年 车保有量３０８．６万辆，增长７．３？？民用

｜者购进价格上涨９８？？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４．３？？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轿车保有量１４９．３万辆，增长８．７其
价格上涨４．６？？农产品生产者价格上 ４．６？？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 中私人轿车保有量１３１９万辆，增长

涨１．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４２？？ ｜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 ９．０？？
按照每人每年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 长５０？？？体企业下降２２４股份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３１．１亿元，比
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年末 制企业增长２９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上年增长１６１？？邮政业完成邮政函

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为１２０万人，比上： 企业增长２１．１？？分隶属关系看，中 ｜件业务７６４８万件；包裹业务７８．１万
年末减少８０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 ｜央企业增长２．５省属企业增长 件；快递业务量８９１１．６万件，增长
｜５８比上年下降３９个百分点。全 ８．６省以下地方企业增长６１？？ ２３．７？？？递业务收人１８９亿元，增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下降３．８重 长２７３？？电信业务总量１１９２４亿
７６８７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３％

农业

工业增长６２？？分门类看，采矿业增 ｜元，增长１６１．５？？电信业年末局用电
长３３制造业增长３０电力、 话交换机总容量６３．２万门，下降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１７１？？？动电话交换机容量５４６５．１
１３．０？？
万户，增长４．６？？年末电话用户

全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２６４．５万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３０６４．４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公顷，比上年减少０．２万公顷。棉花 ２７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１？？其 ２７３６．０万户，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２００９
｜种植面积２２万公顷，增加０．３万公 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澜１６８．４ 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１０４２部百
顷。油料种植面积３２．６万公顷，减少 亿元，增长２５８？？规模以上工业企 人，比上年增加７．４部／百人。固定互
２．１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３５．３万公 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７４２８万户，其中
｜顷，增加１．６万公顷。中药材种植面 ８６．２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６９４

积２３．４万公顷，增加０．７万公顷。果 负债率为６５．０４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２２５５．１万户。全

园面积３１．４万公顷，增加１．１万公顷。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１３．１３亿
｜ 全年粮食产量１５１４万吨，比上年 ２．７？？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 ＧＢ，比上年增长２３４？？年末互联
｜增产４．１？？其中，夏粮产量３２１．０万吨， 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５７１个，比上年 网宽带接人端口１１４３．１ 万个，增长

｜增产７．３？？？粮产量８３０．５万吨，增产

２９？？

末增加１１５个。

全年蔬菜产量１２９２６万吨，比上 服务业
年增产６．６？？园林水果产量３７００万
全年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比上年
吨，减产６８？？中药材产量１０１．万
吨，增产９．７？？
｜增长７．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全年肉类产量１０２２万吨，比上年 增加值增长５．８住宿和餐饮业增加

３．９？？移动宽带接人用户普及率８６．９

部百人，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普及率
２８．３部百人。
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

增长３１？？牛奶产量４０５万吨，增长 值增长５．２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增长７４？？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
０２？？年末大牲畜存栏５０４．６万头 ２．６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４０？？

｜省情概览｜５３

品零告额增长７６乡村消费品零售 方米，增长１．３？？在房屋施工而积

｜额增长６６？？按消费类型统计，商品 中，房屋新开工面积２４４３．０万平方

全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零售额增长７．４餐饮收入额增长 ｜米，增长２９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人２９９５７０元，比上年增长７９？？？
７．７？？
１６１１．５万平方米，增长１１．７？？房屋 均消费支出２６０６０元，增长９４％；

在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 竣工面积７５２３万平方米，下降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２８．７？？农村
｜粮油、食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１１３其中住宅竣工面积４９８．７万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８８０４１元，增长
０．７燃酒类增长２４服装、鞋 ｜方米，下降１９．５？？商品房销售面积 ９．０？？？均消费支出９０６４６元增长

甘肃 酯、针纷织品类下降０８化妆品类 １５９５．７万平方米，增长２３其中住 １２９？？？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年鉴 增长２．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 宅销售面积１４３８０万平方米，增长 ２９．７？？
０ 长７．１中西药品类增长２３．０石 ３．７％
年末全省共有４９．６７万人享受城
ＧＡＮＳＵ 油及制品类增长９５汽车类下降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 全年全省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 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２３３６４万人享
８．７？？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通过公 工２３．２２万套，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 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１００６万

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１２．５？？

１４．１３万套。农村危房改造７．９万户， ｜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

全年进出口总额３９４．６亿元，比上 其中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 资助８９８６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年增长２１２？？其中，出口１４５．８亿元， 造２．５６万户。
增长２６８？？？口２４８８亿元，增长

１８．１？？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１６

个，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５０４１

财政金融

全年全省一股公共预算收入

底疗救助９８６８８万人次。
年末全省共有社区服务机构和设

施１０６３５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
｜ 心１５个．社会服务中心９８个，社区

服务站２４１３个，社区养老机构和设施

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７？？对外承 ８７０８亿元，同口径增长８３？？其 ９９３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３３１４
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３５２１４万美元，增 中，税收收入６１０．４亿元，增长 个，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３３０２
长５００？？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 １３．６？？？税收人２６０４亿元，下降 个。

２．３？？从主体税种看，国内增值税
２９３．９亿元，增长１２６？？？业所得税 科学技术和教育
固定资产投资
７４６亿元，增长１０．９？？？人所得税
３０５亿元，增长１１．７？？一般公共预 全省共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 算支出３７３８亿元，增长１４．２？？其 ５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５家。全
３．９？？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 中，民生支出２９８３．６亿元，增长 年登记省级科技成果１１７６项，其中，
增长１８．８？？？二产业投资下降 １４．４？？扶贫支出３１８６亿元，增长 基础理论２９７项，应用技术类成果
１０．８其中工业投资下降１０．９？？？ １０２．５？？
８４项，软科学３５项。获得奖励１５２
年未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项。专利申请量２７８２件，比上年增
｜三产业投资下降３．６其中基础设施
投资下降１３．６？？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款余额１８６７８．５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长１４．０？？？利授权量１３９５８件，增
增长４．０？？高技术产业投资下降 ５．１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长４３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１２８０
２８？？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下降 １８５６８７亿元，增长５１？？金融机构 件，下降４．５？？有效发明专利６８７９
９．３？？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１９３７１．７亿元，增 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２６
额２３１１９万美元，增长１８．６？？

长９．４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件。共签订技术合同５０７２项，下降
１３．３？？？术合同成交金额１８０９亿
｜其中，制造业投资下降１３．４电 ９０９４４亿元，增长９．７？？
年末全省境内上市公司３３家， 元，增长１１．０？？
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全年项目投资比上年下降１０３％

投资下降１９．１交通运输、仓储和 与上年末持平。股票总市值１７９４－４亿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１．４万人，
邮政业投资下降１７０水利、环境 元，下降４７．４？？全年发行、配售股 ｜在学研究生３８５万人，毕业生０．９６万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１０２？？ 票筹集资金５６６亿元。
人。普通本专科招生１４６６万人，在
全年保费收入３９９．０亿元，比上年 校生４８．３６万人，毕业生１２３万人。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

１８．２其中住宅投资增长１１８？？ 增长８．９？？？付额１３９０亿元，增长 中等职业教育招生７２６万人，在校生

房屋施工面积９４２８５万平方米，增长 １６．７？？

３０其中住宅施工面积６１６７６万平 居民收入消费和杜会保障

｜４ ｜省情概览

１８９万人，毕业生５．８９万人。普通高
中招生１７．２６万人，在校生５４．９３万

卫生监督所（中心）卫生技术人员

省内监测的１４个城市中，城市
２９．６６万人，在校生８７万人，毕业生 １３８３人。乡镇卫生院１３７９个，乡镇卫 区域声环境评价（昼间）较好的城市
２８．８２万人。普通小学招生３４９万 生院卫生技术人员２．６万人。医疗卫生 有１２个，评价一股的城市有２个。
人，在校生１８９６５万人，毕业生 ｜机构拥有床位数１６．３万张，其中医
全年平均气温为８９℃，比上年下
３０．０８万人。特殊教育招生０．３１万 院、卫生院拥有床位１２．６万张。全年 降０．１℃。年日照小时数２３４小时，比
人，在校生１．５７万人。幼儿园在园幼 总诊疗人次１３２７５．２万人次，出院人数 上年减少２５小时。年降水量５１４９毫
４８７．１万人
米，比上年增加６３．３毫米。全省气象雷
｜儿９４４万人。
人，毕业生２０１１万人。初中招生

全年体育获得各类奖牌３１３枚，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比上年增加１６３枚。

｜达观测站点７个，卫显云图接收站点１０
｜全。

甘肃

年鉴

全省地震台站（点）４２７个，其２０ｇ
｜中，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２７个， ＧＡＮＳＵ

年末广播综合人 口覆盖率 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９８４５比上年末提高０．０７个百分
无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点）４００
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８．８１提 全年水资源总量３４３．７亿立方米。 个。全年未发生５０级以上的地震。
高０．１３个百分点。全年出版报纸 ｜人均水资源量１３０３立方米，比上年增长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５３．５万公

４４９７９．５８万份，期刊７８９７．８６万册， ２１９？？年未全省大型水库蓄水总量４６．２ 顷，比上年增长８３？？？作物成灾面
图书８６８１万册（张），
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７？？全年总 积３５．１万公顷，，增长２６０？？全年实际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３０１９０．９万人 用水量１１２２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发生各类地质灾害４７９起，造成直接经
｜次，比上年增长２６．４？？？内旅游收 ３．３？？其中，生活用水量９１亿立方米， 济损失４８６９１．７万元，增长１３３，７？？各
人２０５８．３亿元，增长３０４？？接待人 增长４．６？？？业用水量９４亿立方米， 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４９．９亿
境游客１０．０万人次，增长２７０？？其 下降９５？？？业用水量８９．４亿立方米， 元。
全年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９４８
｜中，接待外国游客５７万人次，增长 下降３．２？？？态用水量４４亿立方米，
３４．８？？？待港澳台同胞４３万人次， 下降６０？？人均用水量４２６立方米，下 起，比上年下降１６１？？死亡７６７人，
｜增长１７．４？？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２７４０ 降３．７？？

下降１３．９？？？伤７１０人，下降

万美元，增长３１４？？
截至年底，全省自然保护区５ ２８９？？？接经济损失１６１９３．１万元，
年末全省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７８８５ 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１个。国 增长２６２？？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生产安

个，其中，医院、卫生院２００２个，妇 家地质公园６个，省级地质遗迹保护 全事故死亡人数为００９３人，下降
幼保健院（所、站）９９个，专科疾病 区３个。
１９９？？？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１０万人
｜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２．３８人，增长
防治院（所、站）５个，社区卫生服务
初步核算，全年全省能源消费
中心（站）６２８个，诊所、卫生所、医 量比上年增长４．３？？单位地区生产总 １３．４？？？矿百万吨死亡人数０．１３９
｜务室７２１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５．７万 值能耗下降１．９７？？

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省内３８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

人，下降３５．１？？？二类营运车辆道路
交通事故万车死亡人数１２３人，下

５９万人，注册护上６４万人。疾病预防 ｜达到或优于Ⅲ类断面比例为９４．７？？ 降２４．１？？
（供稿：王文生滕辉张晓
｜控制中心（防疫站）１０３个，疾病预防 全年全省１４个市州空气质量优
｜控制中心（防疫站）卫生技术人员 良天数比率为９１．２比上年提高０．１ 雁张金芳 甘肃政府网站等）

３４３０人；卫生监督所（中心）９４个，

个百分点。

省情概览 ｜ ５５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二章框架
第七条 年鉴框架应涵盖年度内本行改区域的基本情况。
第八条 年态框架应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诸，领屋得当，

编排有序
第九条 年鉴框架应体现年度特点和突出地方特色。
第十条 年鉴框架应保持相对稳定，可依据年度特点和事物
变化恃况作适当调整。
第十一条 年鉴框架分类应参照相关分类标准，结合社会实

际分工和本行改区域符点进行。
第十二条 年鉴框架结构一股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

次：
第十三条 年鉴各层次标题应准确、规范、简洁，能够揭示

所记述内容的特点，道免重复。

中道共些验悔省员

甘肃

４ｓ

年鉴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重大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陇原农村经济、政治、文 《规划》是指导全省各地各部门编制

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加 地方规划（实施方案）和专项规划，

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有序推进全省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２０１８年２ 化，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发展 ｜ 【推动绿色发展崛起】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４日，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 壮大县域经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月１１日，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习近
｜制定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若干意见》。《意见》要求全省上下要 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深刻汲取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准确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

求和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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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三农＂工作重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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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于
２０１８年９月７日制定印发《甘肃省乡
村振兴战略实旅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
｜年）》（以下简称＂规划＂）。《规
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

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教训，加快建立

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实现缘色发展场起，制定下发《关于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堡起
｜的》（以下简称＂决定＂），就推动全

省绿色发展瞩起作出全面部署。《决

想、视察甘肃重婴讲话和＂八个着
定》坚持保护优先、协调发展，坚持
力＂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对＂三 ｜要求，结合甘肃省实际，对全省实施 ｜创新驱动、动能转换，坚持循环利
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明确 用、绿色转型，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 到２０２０年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和 主导，坚持示范引领、整体推进，按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 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召开时的目标任 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务，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细化实化 能力为前提，着力构建生态产业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 工作重点和政策指施，部署重大工 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好＂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重中之 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全省 ｜革、动力变革，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 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实现乡村产 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 ｜式、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 ｜振兴、组织振兴，推动农业全面升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实现绿色发展崛起，加快建设经济发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５７

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上，铁路宜林路段绿化率达到８６％ 支撑和企业文化建设。要加强组织领
｜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导，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目标责任管
以上。

【加快建设旅游强省】２０１８年２

甘肃
年鉴

Ｐ０

【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 理，为促进非公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积

月６日，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 展】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省委、省政府 极提供坚强保障。
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意 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见》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要求 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省委、省政府制定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要着力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环 印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紧 ｜境。进一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按 ｜意见》，就全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
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高质 照＂非禁即人＂要求，全面落实有关 项斗争作出全面部署。《意见》要求
量发展要求，围绕＂一带一路＂建 政策规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 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ＧＡＮＳＵ ｜设，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以 大。落实市场准人负面清单制度，加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 ｜快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 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域旅游为统揽，着力补齐品类，提高 ｜步放开民用机场、电力、基础电信 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针对

品质，提升品位，打响品牌，促进甘 营、油气勘探开发、交通等领域准 当前涉黑涉恶问题新动向，切实把专

肃省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强省 ｜入，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重点领
｜转变，发挥旅游业促进经济转型、增 域去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限制条件，彭
加群众收入、弘扬优秀文化、美化生 励民营资本在医疗、养老、教育、文
态环境等功能，助推经济发展、山川 化、体育、旅游等民生领域投资兴

秀关、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幸福美 业。支持省内外科研院所、军工企业
｜好新甘肃建设。到２０２０年，全省旅游 与非公有制企业融合发展，激发各类

综合收人等主要指标在２０１７年基础上 市场主体活力。要持续加大政策、财
翻一番，实现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 税等扶持力度，提升产业集聚水平，
业强省转变。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大对中

小微企业的扶持，规范稳妥推进政府
２０１８年３月４日、省委、省政府制定 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加强财税支
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持，着力降低经营成本。要重点破解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融资难题，拓展融资渠道，提升融资
【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意见》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能力，做好小微企业互助担保贷款工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作。要大力优化发展环境，营造法治
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强化人才

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
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
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鲍＂
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
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
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
机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
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
新甘肃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始终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专项斗争各方面和
全过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

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
｜重点工程造林、社会造林和全民义务

植树相结合，不断拓展生态空间，为
加快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莫
定坚实的生态基础。到２０２０年，完成
国土绿化１５００万亩，林木绿化率达到
１６．３？？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３３？？县城１８？？，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１３平方米（县城８平方米）；村

庄（含建制镇）绿化率达到５０？？
上；公路宜林路段绿化率达到３５？？
５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放参观药博会展馆

靠群众，以保障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 形成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全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点和落脚点，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认真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２０１８年 作】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９日，省委、省政
人民共享；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 ８月２２日，省委、省政府结合实际， 府制定印发《关于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管，整合部门资源力量，综合运用法 制定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 管理工作的意见》，就全省做好退役
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形成强 行动的实施意见》。《意见》要求坚持 军人服务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过程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

大合力；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省
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 甘肃
强化法治保障，明确政策界限，严格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具体的 步增强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的
依法办案，依法从严从快惩处黑恶势 工作机制，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 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坚决落实 年鉴
力，严防坐大成势；坚持标本兼治、 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紧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服务管 ２０Ｅ
源头治理，边打边治边建，既要严厉 ｜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短板 理工作的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 ＧＡＮＳＵ
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及＂保护伞＂，又 和明显弱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 推动解决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中存
要建立健全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 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 ｜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
生蔓延的长效机制。
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抓细抓实 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
【深入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 ＂一户一策＂，着力夯实精准帮扶基 到位，生活闲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
环境建设年＂】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日，省 础、产业扶贫基础、各方责任基础、 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把退役军人
｜省攻府制定印发《甘肃省深入开展
＂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

基层队伍基础和工作作风基础，注重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切实提高贫

｜服务管理各项工作抓好抓实抓出

成效。

动实施方案》，就做好相关工作作全 ｜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２０２０年贫困地 要不折不扣落实退役军人服务管
面部署。《方案》要求，要进一步增 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理工作的政策规定，对各类遗留问题
｜强＂四个意识＂，自觉把维护习近平 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 分门别类、建立台账、明确时限、逐

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基础。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
为明确的政治准则和根本的致治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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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
｜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解决

｜一解决。要坚持分类施策，着力解决

要紧盯最困难地区、瞄准最困难 退役军人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再就业

群体、抓住最急需解决问题，继续完 等实绩困难问题。要健全服务保障机
普和落实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制，摸清退役军人底数，开展职业技

实施方案和＂两州一县＂脱贫攻坚实 能培训，切实提升退役军人服务管理
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要突出抓 水平。要大力实施暖心工程，组织开

好产业扶贫、全力推进就业扶贫、加
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加强生态扶

展人文关怀，加强包联制度建设，广

改造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加强新时代人才培养引进工

影响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激发改革
泛开展走访慰问，加大宣传引导力
创新的动力活力，着力锻造敢担当善 ｜ 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深 度，认真做好退役军人的囊扬激励工
｜作为的优良作风，扎实推进重点工作 人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危房 作，切实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落地见效。

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全面查撰解 ｜开展扶贫扶志行动，推动＂一户一

作］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７日，省委，省政

决作风建设各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 策＂精准帮扶举措落细落实。要加快 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才培

｜解决政治上不过硬、履行主体责任不 实施交通扶贫行动，大力推进水利扶 养引进工作的实施意见》，就加强新
到位、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等问题，着 贫行动，大力实施电力和网络扶贫行 时代人才培养引进工作作出全面部

｜力解决能力不足、视野不宽、办法不 动，大力推进贫闲地区农村人居环境 署。《意见》要求按照省第十三次党
多等问题，着力解决履职担当不够、 整治，加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 ｜代会决策部署，以留住用好现有人才
｜敷衍塞责、推委扯皮、官僚主义、衙 板。要强化财政投入保障，加大金融 为基础，引育并重，实行更加积极、

门作风等问题。着力解决热衷于搞形 扶贫支持力度，加强土地致策支持， ｜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充
式、走过场、不求实效等问题，着力 实炼人才和科技扶贫计划，不断强化 ｜分激发各类人才扎根犹原、服务甘肃

解决行政效能低下、营商环境不优等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支撑保 的创新创业动力，为推动高质量发
问题，着力解决阳奉阴违、欺上瞒 障。要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做好定 展、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有力人
下、弄虚作假、慵懒散慢、落实不力 点扶贫工作，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 才支撑。

【深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等问题。通过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 织扶贫，大力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
｜建立健全促进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 动，动员各方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凝 ２０１８年，省委先后多次召开省委常委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５９

会、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 机构２４个，其中对应中央设置的１２ 书记林铎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报告工
等，研究部署和推进机构改革相关工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设置实体机构甘 作，对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

舅
甘肃

作。及时成立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 肃省设置为挂牌机构的１１个。全面完 作会议精神、做好２０１８年全省各项工

省委书记林铎亲自担任＂施工队 成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将省 作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省

长＂，对全省拟定改革方案亲自把 直承担行政职能的２８个事业单位全部 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对２０１８年经济

关，对优化机构职能、干部配备、人 纳人改革范围，统筹推进、同步实 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
员转隶、制定＂三定＂等关键环节亲 施，行政职能全部回归行政机构。全

年鉴 自协调、亲自督促落实，有效保证机
｜构改革工作质量。对全省党政群部门

面清理擅自设立的机构和岗位、擅自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７
配备的职务、实体化运行的挂牌机 日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

革方案》，经省委常委会会议审议，
于８月２８目上报党中央审核，１０月１５
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
发。１０月２６日召开省委十三扁六次全
会，对全省机构改革工作进行动员部

的总体意见》，各市（州）县（市、 听取和审议林铎受省委常委会委托

合调配工作方案》《关于开展省级涉
改部门和单位＂三定＂工作的通知》

重要会议

０ｇ

的历史沿革、主要职责、机构设置、 构，对自行设置的３个单设机构、１个 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
ＧＡＮＳＵ 人员编制、领导职数及权责清单进行 合署办公机构、２个实体化运行的挂 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打好三大攻坚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全面起底和系统梳理，严格按照《关 牌机构进行清理规范、对超机构规格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地方
于地方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 配备的１３名厅级领导职数全部核销， 机构改革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
见》和中央下发的＂模板＂，通过多 对违规给挂牌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核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轮次的研讨论证、上下对接、征求意 定的２名领导职数全部核销。１１月 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
｜见、修改完善，制定《甘肃省机构改 １７日印发《甘肃省关于市县机构改革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区）机构改革方案，通过＂四报四 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并原则通过
审＂，已经省委审核批准，要求市县 《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
于２０１９年春节前新组建机构完成挂 （２０１８－２０２年）》和《中共甘肃省委

牌，３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市 甘肃省人民致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署。研究制定《关于贯彻落实《甘肃 具机构改革，在主要机构设置和职能 ｜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全会充分
｜省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同 配置上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与省级 肯定省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以来所做的
时，配套制定《关于省级涉改部门单 机构改革有效衔接，确保上下贯通、 工作。全会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省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位机构和人员转隶工作实施方案》 执行有力。
《关于省级涉改部门单位办公用房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党中

央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深入贯彻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
《省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方案》。
济工作会议】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１１日在
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
这次机构改革中，省级共设置党的议
事协调机构１２个，其中设实体办事机 ｜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决
｜ 构的６个，办事机构没在有关部门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
６个。
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大力实
对标对表中央《指导意见》以清 工作会议决策部署，总结省委常委会 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党政机
单形式列明的省级党政机构需要对应 的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年全省工作，审议 构改革和各领域改革，全面加强党
调整的２项具体改革任务全面落实， 通过甘肃省《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 的建设，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
省委职能部门和政府组成部门及其职 绿色发展崛起的意见》和《中国共产 工作新局面。
能，总体上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职 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
能基本对应，做到上下贯通、执行有 会议决议》。会议传达学习新进中央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力。改革后，共设置省级党政机构６０ 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 ２６日在兰州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

个，其中省委机构１８个、省政府机构 婴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４２个，正厅级机构５１个、副厅级机构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９个，与改革前比减少６个。中央要求 神研讨班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必设的４３个机构均对应设置，其他１７

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

个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有１２个与中 讲话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治 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
央和国家机关机构基本对应。设挂牌 局民主生活会情况的通报精神。省委 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对全省机构改革
６０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工作和组织落实机构改革方案进行动

的实际问题。先后３次组织力量深入 息３５０篇，其中中央领导批示１２次。

员部署。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贯彻落 祁连山腹地，组织开展祁连山生态环 ｜３ 月敏感期启动维稳信息研判机制，
实（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境问题整改＂回头看＂、非祁连山地 ｜每口汇总全省影响社会大局稳定的苗

见》，并就有关文件作说明。全会强 区生态环保向题督查调研、河长制落
调，全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以 实情况督查调研，同时利用信息工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平台、以专报形式定期不定期向省委
为指导，坚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领导反映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 ｜问题整改落实工作进展。先后２次开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优化 ｜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初落实情况实

｜头性、内幕性、行动性信息，形成

《维稳信息专报》２０期，获省委领导
批示６次。围绕防治空气污染、加强
安全生产、促进校园安全等省委领导 甘肃
关心的领域和问题，组织力最开展信
｜息调研，形成决策咨询信息８８篇，省

｜协同高效，坚持以法治方式推进改 ｜地督查，跟踪督办省委＂三纠三促＂ 委领导批示４５次。全年编发《值班信
｜革，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 专项行动、＂作风建设年＂活动发现 息》９２７期，编发应急短信５８０余条，

积极性，确保正确方向，形成改革合 的４００多个作风方面具体问题，常态 省委领导批示９７次。编发《涉甘舆
力。全会强调，当前要一手抓好机构 化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督 情》《综合摘报》２９１期，省委领导批
｜改革、一手抓好各项工作，根据既定 查，有效推动全省各级工作作风的持 ｜示５９次；摘编《网民留言》５０期，公
部署，强化措施、靠实责任，打好脱 续改进。
｜开回复网民留言６１６３条，回复率排全
贫攻坚战，推进高质量发展，改善人 【保障与协调】２０１８年，省委办 国第４位，连续５年被人民网评为
民群众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努 公厅机关从严加强审批把关，实行会 ＂网民留言办理先进单位＂。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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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２０１８年，研究提出
力实现机构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互 议计划管理，全面加强会务保障，确
促共进，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迈上 保承办的会议符合中央和省委有关规 ｜２９个重点调研课题，形成《２０１８年度
新台阶。
｜定：研究制定《省委省政府部门（单 ｜重点调研课题建议》。围绕增强产业
位）承办省委常委出席的全省性会议 ｜扶贫＂造血功能＂、持续推进＂一户

｜省委办公厅工作

【服务中心工作］２０１８年，省委
办公厅机关科学合理安排省委领导日

｜会务工作规程》，对会前审批、筹办 一策＂工作、深人推进伏给侧结构性

会议、会议纪律等会务工作重新规

改革等课题，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和专

范、统一标准，进一步提高会议效率 家学者开展专题调研，形成《坚持以
和质量。全年主责承办各类全省性会 奖代补激发内生动力加快推动产业扶

常工作；对照省委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度工 议２３次，直接服务保障省委理论学习 ｜贫步伐》《＂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
作要点，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安排， 中心组学习会和各类座谈会、汇报 ｜划贯彻落实情况调研报告》等多篇调
对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丝绸之路 会、推进会，以及联络协调省委主要 研报告。突出政治性和思想性，不新
｜（教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重大活动 领导出席的会议５０余次，开展全省性 ｜ 提升文稿服务的站位与层次。先后起
｜草《中共甘肃省委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工作
和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重点工作， 会议审核把关５０余次。

及早谋划、提前介入，有力保障各项

【公务接待】２０１８年圆满完成党 情况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关于省

重大活动顺利进行。紧盯省委全会、 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及中央重 ｜委常委会２０１７年度民主生活会情况的

省委常委会会议和全省性重要会议， ｜ 要督导组来甘视察调研接待任务２５６
注重从政治上、政策上严把议题关 ｜ 批次、２４５０余人次，服务保障省委领
口，及时将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导出席会见活动４０余次。
｜ 【综合文稿服务］ 全年核发省委
重大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确保重大事
项及时研究、重大工作及时部署、重 文件３６６件，其中甘发３６件、甘委
要任务及时落实。全年印发《省委月 １２２件、甘办发８８件、甘办字１２０
工作预安排》１２期、《省委领导一周 件；核发省委电报２４７件，其中甘发
活动安排表》５２期、《重要事项预 电２８件、甘办发电２１９件；核发《甘
｜告》７５期，服务保障省委常委会会议

５３次、省委书记专题会议２２次。

报告》《甘肃省深入开展＂转变作风
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

案》等省委重要文稽。按时编发《甘
肃工作》。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２０１８年，

省委办公厅机关深人系统查找全省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同

题，梳理汇总了７个方面２４项重点问

肃工作通报》５４期。办理中央和国家 题，形成《甘肃省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机关各部委等上级来文６０１件，办理 整改落实方案》。起草制定《甘肃省

｜【督查落实】全年开展督查活动 ｜报送省委和办公厅的各类请示１４８ 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

２４次。连续３年组织力量深入贫困地 件、报告１６１０件、请假报告１６８５人 ｜行））实施细则》《关于进一步精简

区实地跟踪了解情况，及时提出工作 ｜ 次，收发办理电报５万余份
文件会议和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规
建议，服务省委解决脱贫攻坚工作中
｜【信息工作】全年向中办上报信｜定》《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实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６１

施评估办法（试行）》等重要党内法

规。制定印发《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党内规范性文件报送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单位轮训县处级干部２６万余人次，

派出６个调研组，对１４个市州和３５家
单位学习培训情况进行督查调研。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备案工作的通知》，全年共向中央办
化制度化。面向１４００名党员进行问卷
公厅备案省委觉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作
【全省党组织及党员情况】２０１８
调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年，全省有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
７４件，前置审核提请省委常委会会议
组织工作

｜甘肃 审议的议题文件稿４５件，审查各市州 １０１个，其中省委会１个，市（州）委 主题教育前期调研。督促指导各类培

年鉴

｜党委、省委各部门］和省委批准设立的 员会１４个，县（市、区）８６个。基层
党组织９９万个，其中，基层党委０．５
函０ 党组（党委）规范性文件１００７件，予
以备案１０００件，依规纠正４件、提醒 万个，党总支部０．５万个，党支部８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３件，有效维护党内法规制度严肃性 万个。党员总数１７９１万人。其中

训基地大幅提高政治理论、理想信
念、党性修养、道德品行等课程比

重，确保不低于总课时的７０？个
月以上的班次教学安排中党性教育课
科不低于总课时的２０组织学制１４
女党员４４９万人，占党员总数的

和权威性。

｜【安全保卫与保密】全年执行押 ２５．１？？？数民族党员１２４万人，占 天以上主体班次学员赴会宁、哈达

运任务２６７次，连续２５年保持无业务
差错和业务事故。在中央领导来甘视
察、省委领导外出调研以及防汛救
灾、文博会等重要时期和重要活动
中，先后派出移动台９１人次，跟随开

党员总数的７０？？全年发展党员５．１ 铺、高台、南梁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
｜万人．其中，女党员２１万人，占新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安排３０名学员

党员总数的４１５？？？数民族党员０．５ 参加革命传统教育。
万人，占新党员总数的９．３％：
【领导班子换届和调整配备】
２０１８年完成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
｜【党员干部政治思想建设］坚
｜展密码通信服务１８０余天，实现了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领导班子换届相关工作。持续抓好中
＂无事故、无差错、无错情＂工作目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各级党校 央巡视＂同头看＂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标，连续２９年密码安全保密无事故， （行政学院）、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主体 的落实。根据省委关于祁连山生态环
有效发挥密码通信＂命门＂＂命脉＂ 班次必修课，作为各级党组织理论学 ｜ 境保护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部
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８年度被中办机要局 习中心组的必学内容，作为广大党员 署，及时补充调整配备相关单位领导
评为省部机要密码部门业务考核优秀 干部日常自学、支部学习的重要内 班子，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干部培
达标单位。组建甘南、临夏等６个市 容，充分运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训和考核力度，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

州及敦煌市党政专用通信局，完成红 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着 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中央对机构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网二级网建设并投入使用。统筹协调 等当代共产党人的＂心学＂读本，扎
信访、公安、武警等有关部门，实行 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后，全面梳理省级党政群部门情况，
｜定人、定岗、定责管理模式，形成覆 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按 制定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和市州机构改
盖全面、处置高效的保卫工作新机 照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围绕习近平 ｜革指导意见，研究提出机构改革期间
制；坚持人防、技防、物防＂三防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 从严控制干部提拔调整的政策措施和
轮训省管干部１８７９人次，指导各地各 有关部门（单位）党组设置调整建议
举＂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
｜ ２０１８年省委重要会议一览ｉ

会议名林

目期

主要内容
拎议讨论通过甘肃省贯彻《中共中突、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关战略的意见）的《意见）．省奏、省政

省委农村工作整扶贫开｜

发工作会议

｜府与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同志和脱贫政坚任务重的１３个市罚签订《玩贫这坚责任

日｜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实施乡村报兴战略，坚决打好精准脱
｜贫政坚战，不断加快农乏强、农村美、农民富的进程，奋力谱写新时代陇原全面振兴新篇４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诚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种，传达学习中共中突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２月１３日医公原去是
｜办公厅关于对孙政才涉嫌犯罪规起公诉的情况通报精神，研究部署全省贯彻落实工作。

全省学习贯彻全国＂两 ３月２２日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安排都暑全省贯彻落实工作。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并就全省贯彻落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精神领导干都大会

６２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会议名称

日期

主要内容

－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觉的十九大精神，提高政治站

｜位，树牢＂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当，下大力气集中整洽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形成风清气
｜全省＂转变作风改善发｜
｜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动｜ ４月８日
｜正、真抓实干、办事高效的发展环境，确保习近平总书记视幕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
员大会
｜精种落地生根，确保中央决策部著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以良好的作威
｜会议宣布《关于十三届省奏第二轮巡祥的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的决定》，通报有关情况，传达中
｜│央组织部选人用人巡视检查工作培训班精神并对有关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
甘肃

省委推进全面从严治 ｜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
向纵深发展警第二轮理｜４月１７日｜

年鉴

｜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坠决有力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

视工作动员大会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大力管造积极进取、真抓实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供坠强保证。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突改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２０１７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全省就贫攻坚工作推进｜

｜效考核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通报精神，传达学习中央质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精神，通根２０１７
｜年市县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安排２０１７年度此贫政坚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受的十九大精神，本因树立＂四个意识＂，准

｜确把握全省舐贫攻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主动领任务、担担子、抓落实，见底见效整改问
｜题，咬定目标苦千实干，盘心聚力坚决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会议通报２０１７年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结果。会议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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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考核在从严管理千部中的重要作用，从严从实加
｜强政治、思想、能力和作风建设，把者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

２０１７年度省管领导班于
和领导干部考核讲评大会｜

｜战、决胜全面小康提供坚强组织保记。

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整

省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会议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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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月１１日｜
中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种，勇于担当、奋发进取，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打赢污梁防治政坚
｜战，加诀绿色发展崛起步伐，努力建设＂山川秀美＂新甘肃。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经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思想上来，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水，坚持
全省组帜工作会议 ｜８月１５－１６日｜

｜断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奋力开创全者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新局面，为建设幸稳美好新甘肃堤供坚强

会议通报全省党的建设工作调研总体情况。会议强调，全有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贯
全省党的建设工作情况｜
｜通报暨推进会

｜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美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深入贯彻答实习近平总书记美于党建工作的

｜ ８月１５日｜一系列重．
曰｜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幕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种，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和制度化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稀美好新甘肃提保坚
｜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和作风保证。

在临夏州召开。会议对各组观拿拉缘情况进行点评，国务院模贫办有关领导作了讲话。会议

全省深度贯困地区蔽贫｜

攻坚夏场推造会

中央第一逐视组对甘肃｜

｜调，要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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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

｜中突关于深度赏困地区脱贫政坚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脱贯攻坚工作，排动各
｜颅踏施进一步微深做细做实，不断提高工作精准度和实效性，确保加期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坠

会上，中央第一巡税组组长黄免模就即将开展的既贫攻坚专项退视工作作了讲话，并就配合做好逻

｜规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以这次专项巡观为契机持续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
省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 １０月１７目｜
｜彻党中突确定的屁贯皮坚方针政策，把脱贫责任牢牢杠在肩上，把脱贫任务紧紧抓在手上，以背水
视工作动员会
｜一战的决心和精准务实的举措打赢脱贫政坚战，确保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定传

｜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工作会议｜１０月２３日 ｜种，捉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切实担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大任务，

｜力开笔室传思想工作新局面，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捉保坚强的思想保证和
大的精种力量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６３

全议名林

ａ期

主姜内客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实施乡村杯

｜全省买施乡村振兴战略｜ ｜１月１４日｜答客
｜共战略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有关市州、县区和乡镇的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工作推进会议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美于实施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加强党对＂三衣＂工作的全面领导，连循乡
｜村发展规肆，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奋力开销既原乡村全面振买新局１

甘肃
年鉴

ａ
ＧＡＮＳＵ

金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恶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堂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完中突、国务院

全省抓党建促脱贫政坚｜
｜关于脱贫攻坚的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长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
１１月２１日｜的
工作经验交流会
｜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广泛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坚定不移把全省脱贫攻坚工
｜作引向深入。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全省教育大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物习近平总书记美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
日 ｜教育方针，连循教育规律，坚神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奋力开创祈

｜时代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全者２０１８年度党委（受｜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送｜１

职评议大会

｜会上，１４个市州党委书记作了大会述职，省委书记林锋逐一连行了点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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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努力推动全省基层党建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打赢打好脱赏攻坚战提供坚强组织

方案，坚持人事相宜、人岗相适，着 生活会进行全覆盖、全过程督导，对 党组织集中整顿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眼优化班子结构，统筹安排干部，省｜ 准备不充分的予以叫停，严格批复并 按比例倒排确定软弱涣散农村党组
级涉改单位人员全部任免到位，顺利 派员参加省委第二轮巡视的７个市州 织。印发《甘肃省推进村党组织带头

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抓好党内基本 ｜ 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方案》，调整撤
｜ 【全省组织系统督查员队伍建 制度落实，坚持和完善新党员入党宜 换村党组织书记，建立村干部后备队

｜完成省管涉改班子宣布和机构挂牌。

｜设】制定印发《关于全省组织系统加 ｜誓、重温入党誓词等政治仪式。加强 ｜ 伍库，对涉黑涉恶的村觉组织书记、
｜强督促检查狠抓工作落实的通知》， ｜对基层党组织落实党内生活情况的监 村委会主任依法免去职务，移交司法
专门组建省委组织部各查处，下发 督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出、督 机关处理。

《关于加强全省组织系统督查员队伍

｜建设的通知》，建立组织系统督查员

｜ 筹备召开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
对十八大以来中央和省委关于基 议、全省党的建设工作情况通报暨推
层党建方面的党内政策法规进行系统 进会，解决＂特大支部＂＂空壳支
梳理，集中力量组织编写农村、机 ｜ 部＂问题。研究提出调整高校、企业
｜关、国有企业３个《党支部建设标准 党组织隶属的建议方案。指导１０个单
化手册》，对政治建设、组织建设、 位召开党代会或党员大会进行换属。

促整改。

队伍，开展暗访督查，工作覆董全省
１４个市（州）的３６个县（市、区）、
２０８个乡（镇）、６５３个行政村和２７个
省直部门及下属的８５个基层觉组织，
印发督查通报５期，下发整改通知１３ 组织生活、班子建设、党员队伍建 严格落实发展党员计划，对执行计划

份。各地各单位跟进开展督查督导７２ ｜设、基础保障、考核评价等７大类工 不严肃的地方和单位发函提醒和约
轮次，提醒约谈、批评教育、责成作 作建立标准，分别提出农村４２项、机 谈，严厉查处违规发展党员典型案
关２项、国企２６项标准。提请省委 例。规范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建立党
出台《关于在全省开展党支部建设标 员涉嫌违纪违法信息通报和及时处理
革，研究确定改革任务，对已出台的 准化工作的意见》，在全省范围内部 ｜机制。严格管好用好省管党费，对补
改革方案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修订 署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
｜交党费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督查。制定
《党建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工作规则》 结合国家扶贫考核反馈问题整改 ｜ 全省实施党内功助荣誉表彰条例办
｜和《党建制度改革专项小组联络工作 和脱贫攻坚中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专项 法。推动全省党员教育信息化进程，
制度》。
检查，指导督促有关市州对村级班子 有３０３万党员在线学习，完成１００８
指导督促各级班子严格执行民主 ｜运行进行摸排，对班子不健全、工作 万学时。
出检查相关责任人１９７人次。
【党建工作】推进党建制度改

集中制，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 ｜后进的村党支部进行集中整顿转化。
会同有关部门对２７个省直部门、
组建７２个督导组对省管班子年度民主 下发通知对做好２０１８年软弱涣散基层８５个基层党组织机关党建工作进行明

６４｜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展选人用人＂一报告两评议＂工作
｜确定２０１８年省级重点人才项目。
向分值较低的１８个单位党委（党组） 制定出台《甘肃省重点人才资金和项
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要点》，非 主要领导发函提醒。巩固＂三超两 目管理办法》。衔接引进博士服务团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覆 乱＂专项整治成果，对各市州消化超 ｜成员到有关市州、企业和高校挂职服
盖率分别提高到６４．３？？７６？？出台 职数配备干部情况进行复查，随机抽 务，争取＂西部之光＂访间学者项目
《关于加强全省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 查２８个县区，对消化方式不符合规定 名额，启动第四批＂陇原之光＂人才
察暗访，大力整改机关党建＂灯下
黑＂问题。制定《全省非公有制经济

培养计划工作，继续实施＂陇原青年 甘肃
创新人才扶持计划＂；开展第二批金
组织共驻共建共享的区域党建体系， 期好干部标准，建立健全干部工作 融和科技人才行动３４名人才挂职期满 ｜年鉴

作的实施意见（试行））。构建以街 的全面要求整改。
道为轴心、社区为核心、行业领域党
【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落实新

全省７６．１？？街道建立＂大工委＂， ｜＂五大体系＂。提请省委印发《２０１８－ 相关工作，筹划第三批科技人才引进 ２０ｓ
５２．２？？社区成立＂大党委＂。抓好国 ２０２２年甘肃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 ｜工作，重点筛选５２个拟引进高层次人 ＧＡＮＳＵ
有企业党建３０项重点任务督促落实， 构建干部应知应会培训内容、师资、 才岗位需求计划；提请省委印发《关
全省９８？？国有企业已将党建工作要 教材体系；借助信息化手段，把日常 于进一步加强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工作
求进入公司章程，７５？？省属企业实 了解的情况汇集起来、综合分析，充 ｜的实施意见》，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
｜现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 分运用到干部的分析研判、提拔使用 家制度。

９１．８？？企业实现把党组织研究讨论 中，探索建立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省委组织部下
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前 ｜部日常考核动态监测评价系统；出台 ｜发《关于加强对选派到贫困市县挂职

《省管干部任免工作有关程序》《选拔 干部管理的通知》（甘组电明字
和基层党建工作由一个部门抓，８３％ ｜任用省管干部动议和征求意见程序》 ｜［２０１８］１５号），对加强挂职干部日常
置程序，８２７？？企业实现人事管理

的企业实现人事管理和基层党建由一 等干部任免制度，建立选拔任用体 管理提出具体工作要求；９月１１日，
个领导管。印发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 系；大力整治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间 省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印发《甘肃省

｜务分解清单，指导各高校健全院 题，教育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如实填报 重点人才资金和项日管理办法》的通
（系）党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剧 个人有关事项，严格执行函询制度， 知》（甘组通字〔［２０１８〕８４号），对省
度、议·事规则。
制定２０１８年省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级重点人才资金项目的管理使用相关
【《甘肃省实施《中国共产党党 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计划，建 事项作出规定；１２月２７日，省委印发
内功助荣誉表彰条例）办法》】１０月 立从严管理体系：出台《甘肃省关于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印发《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２２日，省委印发《甘肃省实施《中国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年甘肃省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通

｜共产党党内功助荣誉表彰条例）办 作为的实施意见》，召开省管领导班 知》（甘发［２０１８〕３５号），详组规定
法》（甘发［２０１８〕２５号）。《办法》 子和领导干部２０１７年度考核讲评大 ｜干部教育培训量化指标等５项具体培
共分为中央功勋荣誉表够遴选推荐程 会，完成２０１７年度行政机关公务员定 训工作任务指标。
【脱贫攻坚服务保障】制定《甘
序、全省党内荣誉表彰项目设置、省 期考核工作，加强和规范公务员管
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
委开展党内荣誉表彰的程序、待遇和 理、考核，建立正向激励体系。
管理、附则等６章３５条，对实施《中 研究制定《甘肃省关于适应新时 划》，提出１０个方面３０项具体措施。
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有 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先后印发《甘肃省关于聚焦打好精准
关工作作出具体规定。
部的实施意见》，对加强年轻干部培 脱贫攻坚战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通
【选人用人巡视检查】坚决肃浓 养选拔工作作出部署。开展２轮年轻 知》《甘肃省助推产业扶贫培训工作
｜王三运、虞海燕等人的流毒和影响， 干部调研。向中央推荐报送优秀年轻 实施方案》，立足扶贫干部岗位职责

研究制定《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实 干部名单，并配合中组部顺利完成年
施意见》，从制度层面规范约束选人 轻干部调研工作：筹备召开全省人才
用人工作。保持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 工作会议，对新时代全省人才工作的
的高压态势。开展省委第２轮、第３ 总体里路、目标任务和具体指施进行
轮选人用人巡视检查，对１０个市州、 安排部署。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新时
４８县区、２个省属国有企业选人用人 ｜代人才培养引进工作的实施意见》，
和担当作为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对发 出台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分类

设置不同培训内容、分级分类组织实
施。先后在贵州、四川、河南、浙江
举办８期提升胞贫攻坚能力培训班，

｜编印《学贵州想甘肃新收获新征程》
等脱贫攻坚培训成果集。举办贫困地
区公务员脱贫攻坚能力提升示范班１８
期培训８９０人。针对农村和扶贫一线
｜ 现的问题实行销号管理，督促相关单 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举办基层党员干部省级示范培训班４９
位切实整改。对１６２个地区和单位开
的实施方案。
期，培训４７４５人次，举办全省基层扶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６５

贫干部网络培训班，培训乡村干部８６

出台甘肃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成３５个医疗工作组，组团式帮助＂两
｜万人。组织力量拍摄、播出《抓党建 《三年行动计划》《省委组织部脱贫攻 州一县＂及１８个深度贫困县３５家医
促脱贫攻坚百部微纪录片》。
坚突出问题整改方案》等一系列制度 院加强薄弱学科和区域性医学中心建
２０１８年，对表现特别优秀、实绩 文件，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情况纳入 设，开展健康扶贫活动。从贫困地区
特别突出的贫困县县委书记提拔使 党委书记年度党建述职评议内容，靠 选拔６６名基层一线骨干人才，到省
｜用，对不胜任、不适宜担任现职的作 实各级党委抓脱贫攻坚的主体责任， 级以上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全脱产学
甘肃 ｜调整。选拔熟悉农业、扶贫、水利和 特别是对５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县、４０个 习研修。先后选派４２００名优秀教师到

年鉴

死

｜产业发展等方面干部充实到市州领导 ｜深度贫闲乡镇进一步强化措施要求。
班子。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 以县为单位，对全省乡镇领导班子整

贫困地区支教，其中中高级职称教师

占８５？？

（供稿：刘晖）
｜元平同志先后到１４个市（州）和２８ 体作用发挥情况进行摸排调研，对２８
ＧＡＮＳＵ 个贫困县，与党政正职谈心谈话，深 ｜个乡镇班子进行调整整顿，撤换乡镇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人做好思想工作，鼓励干部全力以制 ｜领导班子成员５６人。修订完善《甘肃 宣传工作
抓好脱贫攻坚。制定下发加强对选派 ｜省选派到村任职第一书记管理办
到贫困市县挂职干部管理的通知，选 ｜法》，将村第一书记的工作定位从 【思想理论建设】２０１８年组织起
派５４名４５岁左右、正处实职三年以 ＂协助配合＂调整为＂指导帮助＂，从 ｜草印发《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２０１８年
上的优秀年轻干部，挂职贫困县委副 制度上赋予第一书记更大责任，２０１８ 度学习计划》，全年省委组织理论中
｜书记，直至２０２０年底脱贫攻坚任务完 年共调整第一书记４２１９名，在岗７４６５ 心组专题学习１３次。开展＂大宜讲＂
｜成。指导督促市州通过调整补充、选 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选派到村 活动近１１万场次，受众近７００万人

｜派挂职、整合农业部门力量等方式， 任职第一书记关心关怀工作的通
先后安排３名副厅级干部到省扶贫办 知》。对抓党建促脱贫攻坚表现突出
挂职，选派２８人到市州扶贫办挂职， 的６０个基层党组织和１００名党员致富
１０１人到贫困县扶贫办挂职。充分发 带头人进行表彰，注重示范引领。安
挥东西扶贫协作挂职干部作用，组织 排党费９００万元用于扶持５８个集中
有贫困县的１０个市州从５８个贫困县 ｜连片贫因县的空壳村发展集体经济、
｜选派２４０名干部到天津、福州、厦 ｜安排５００万元省级财政资金扶持大学
门、青岛４个市挂职，协调天津、福 生村官创办领办农村精准扶贫创业项
州、厦门、青岛４市选派１２９名干部 日，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着
到甘肃省有贫困县的１０个市州和Ｓ８ 力解决村级集体收人不足的问题，全
个贫困县挂职，实现５８个贫困县与４ 省１．６万个行政村中有集体经济收入

次。编印发放学习专刊、口袋书等３７

万册，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２５万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６１万
册。在中央＂四报一刊＂发表理论文
章２３篇，居全国前列。组织刊发重要
理论阐释文章１５０多篇，持续办好
｜＂理论就军之声＂等理论专题专栏。

立项资助省社科规划项目１６９项，获
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９６项，推出
１５０项社科重点研究成果。组织完成

个市对口帮扶区互派挂职干部全 的达到８３６比２０１７年提高１９．６？？ 全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采取＂人才＋项目＂＂人才＋基 奖评奖工作。
覆章
【意识形态工作】２０１８年出台签
针对省财政厅滞留扶贫开发资 地＂＂人才＋产业＂等形式、加大智力
金、省人社厅落实扶贫政策不到位同 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和 订工作责任书实施办法，推动责任书
题进行问责，对相关人员严肃处理， ｜资金支持力度。２０１８年确定的１３２个 签订工作上下贯通、全面覆盖。向各
并全省通报、形成震慑。对担当意 省级重点人才项目中，涉及脱贫攻坚 地各部门印发责任制重点任务清单。
识、精神状态与脱贫攻坚要求差距 的有９８个；拨付资金８０３０万元，其 对３个市州、２８个县市区、２个国有
｜大，工作中担当作为不够的市州领导 中安排脱贫攻坚资金５６００多万元，占 ｜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并对１１个市州进
｜干部予以调离岗位。对有关县区扶贫 到总额的７０？？上，对３５个深度贫困 行＂回头看＂，严格落实将意识形态
项目推进不力、帮扶工作不严不实， ｜县和２３个贫困县做到全覆盖。从大中 ｜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监胥检查纳入巡
主要领导长期不团结、严重影响脱贫 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选派６６名科技人 视的重大部署。组织开展１次意识形
｜攻坚等问题，给予相关责任人纪律处 才，到县区挂任科技副县长，帮助当 态工作调研督查和１次专题督查。对
｜分或维织处理。召开省委组织部扶贫 地开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人才（团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２０１７年度意识形态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约淡会，对考核综 ｜队）培养，其中选派到贫困县５５名， 工作进行专项考核，有效传导责任压
合评价一般或发现某些方面有突出问 占８？？推动统筹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力，落实工作责任。全年省委常委会
题的省直单位和市州、县区党政主要 下沉传帮带，从９家省级三甲医院和 会议研究意识形态领域工作１３次。召
负责同志进行约谈提醒。
１２家市医院选派２５７名医疗专家，组 开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议，加强意识

６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形态领域形势分析研判，向全省下发置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 交部的充分肯定。２０１８年策划举办甘

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及时代省委 持续抓好典情管控和奥论引导，推动 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型图片展
起草并向中央报告全省意识形态工作 形成奥情应对处置整体合力。建成省 览，参观人数达９．２万多人次。组织

情况，各级党委（党组）会商研判、 舆情应急处置指挥中心和全族体舆情 开展广场舞展演等群众性主题教育活
报告通报、联席会议等制度不断健全 ｜监测平台，全省上下贯通、反应高效 动，策划组织庆视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
完善，
｜的＂一盘棋＂应急管控格局逐步形 媒体大型集中采访活动。开设＂壮阔

成。组织宣传、网信等部门和有关地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甘肃
细则，扎实开展专项整治。组织开展 方，处置折达公路质量问题，庆阳女 ４０周年＂等专栏专题。
【思想道德建设】开展培育和践 年鉴
｜相关专项行动，共查缴各类非法出版 孩跳楼等涉甘重大突发敏感舆情３１
制定完善各类网站、新媒体管理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大创建行 ２０ｇ
【对外宣传工作］２０１８年召开全 动＂，建成主题公园、广场、街道等 ＧＡＮＳＵ

物１３万余件，清理各类网络有害信息 起，预警处置苗头性舆情６起。

２．５万余条，查办涉＂贡＂涉＂非＂案
件４００余起，建成＂扫黄打非＂基层 省外宜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加强对 ｜４４６个，征集展播微电影２５２部。协调
站点２３万余个。召开全省加强和改 ｜外宣传。组织开展全省重大节会集中 各级人大立法计划纳入价值观培育。
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出台 对外宣传７次，邀请境内外２７３家媒 组织实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甘肃省高等学校意识形态工作报告 体６４７名记者来甘采访报道。争取中 ＂红色之旅＂集中示范活动。开展
制度》。

央电视台将甘肃省纳人国家品牌计划 ＂新时代甘肃好少年＂学习宣传等主

【舆论引导工作】２０１８年围绕全 ——＂告精准扶贫项目，为甘肃省播 题教育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国和全省＂两会＂及甘肃省重要节 出为期一年、广告价值不低于１亿元 建设。持续加强典型引领，开展＂改

会，精心组织宣传报道。印发《中共
甘肃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奥
论工作的实施意见》。召开新闻通气
会、座谈会、选题策划会等成为常态

的免费农产品推介广告。策划摄制 ｜革开放４０周年感动甘肃人物＂评选表
《甘肃扶贫进行时》《祁连山国家公 彰活动，全年推出中国好人、甘肃好

园》等４部大型纪录片，编印出版六

语种外宣图书《交响丝路如意甘
｜化、制度化。组织媒体全方位、高密 肃》。利用＂抖音＂网络平台组织开
度地进行深度宣传省委、省政府一系 展＂如梦敦煌·千年文化ＤＯＵ 起来＂

｜人、甘肃＂最美人物＂、省级道德模
｜ 范等省级以上先进典型３１４名。樊锦
诗人选全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百名＂改革
先锋＂，＂八步沙六老汉＂治沙先进集

列重大决策部署。围绕全省脱贫攻 ｜系列活动。＂编纂出版中哈友好关系 体典型事迹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嘉
坚、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主题，组织 发展史＂等３个项目入选中宜部２０１８ 峪关市创建为全国文明城市，新一轮

｜开展＂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等大型 年中华文化走出去重点项日。精心策 １２个市县创建工作有序推进。表彰第
｜主题采访，开设＂三年决战奔小康＂ 划开展２０１８＂欢乐春节＂文化交流等 ｜十四批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

等一系列栏目。采访刊发在中央媒体 对外交流活动，甘肃省文艺院团在多 先进工作者。深人开展文明家庭、文
上的甘肃省稿件比上年增加１２达 国巡演中反响热烈，受到中宣部、外 明校园创建，大力实施农村精神文明
到近２２万篇（条）。制定印发《甘肃
省新闻发布工作管理办法》，加强新
闻发言人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完善
发布工作机制。举办省级各类新闻发
｜布会５２场。加强网络发布，改版上线

｜＂甘肃新闻发布厅＂，推动＂甘肃发

布＂政务微博、微信、头条号等形成
网格式新闻发布矩阵。组建甘肃新媒
｜体集团，推出＂新甘肃＂客户端，着

力打造新媒体传播旗舰。制定印发

《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方
案》，召开现场推进会，采取部领导
｜分片抓点、统一建设技术平台、加强
政策支持等方式，全面启动全省６９个
县市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以省委名

舆情应对处２０１８年，省委、省政种主要领导泰现甘肃省庆祝放军开放４０周年大型思片展（摄影：让而林）
义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舆情应对处２０１８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 ６７

创建＂八个—＂示范工程和陇原乡村 展的政策措施，督查推进文化产业重｜品７０００余件。组织策划专场演出和配

文明行动。举办诚信＂红黑榜＂新闻 点项目建设，召开全省文化产业工作 套演出１３场，在省内其他分会场举办
发布会，公布红榜企业１３７家、黑榜 ｜ 座谈会。集中财力资助１７个文化产业 １８项地方特色活动。
｜企业７５家，发布惩戒措施２６条。以 重大项目，表彩１０个优秀项目。开展

｜ 【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有序做

省委名义印发《关于开展新时代文明 文化产业＂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 好职能调整、人员划转、工作交接，
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在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上，项目签约 平稳推进机构改革。分别召开代表大
总金额１３６亿多元。督促指导５家省 会，完成省社科联、省延安精神研究
甘肃 见》，确定１６个县市进行试点，召开
｜属国有文化企业制定《组织和业务架 会、省记协换届工作。举办全省新时
年鉴 试点工作启动会，建设工作全面
展开。
构方案》。出台《审核省属国有文化 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讨班，进行大
２０１９｜ 【文化强省建设】出台《省委宣 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学习大研讨大交流。举办全省宣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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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传部影视精品＂以奖代补＂办法》 企业＂双效＂考核、薪酬管理、国有 化系统大讲堂、全省宣传部长培训
《省级政府购买省直文艺院团公益性 资产监管等９个规范性文件和规章 班，培训宣传文化系统干部７４８０余人
｜演出服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制度。

全省文艺人才专家库，修订完善《甘

｜次。修订印发《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

【组织策划第三届敦煌文博会】 ＂四个一批＂人才选拔推荐工作实施

肃省敦煌文艺奖评奖办法》，组织开 ２０１８年牵头做好策划，切实担负文博 办法》等制度。对全省２３７名＂四个

｜展第九届评奖工作。电视剧《初心》 会执委会秘书处的重要职责，组织制 一批＂人才开展业绩考核、对５０名业
在央视黄金时段首播，原创故事影片 定《总体方案》，践行和彰显＂智慧 绩突出者给予资助，推荐国家＂万人
《丢羊》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农村题材 文博、精致文博、大众文博、节俭文 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人选５名，推荐
影片奖，短篇小说《出警》获鲁迅文 博＂四个文博理念。推出俄罗斯画家 国务院特殊津贴人选３名，推荐全国

学奖短篇小说奖。实施俄罗斯艺术家 画敦煌大型展览、俄罗斯艺术家创作 改革开放４０年杰出页献表彰人选３
画教姐、敦煌壁画古乐器复制展演、 敦煌主题交响乐首演、敦煌壁画古乐 名、其中人选１名。推荐全省正高级
中钱联袂打造交响乐《敦煌》等重大 器复制展演等重头戏，精心举办开幕 专业技术人才津贴人选４７名。
文艺项目。面向基层深入开展文艺感 ｜式暨高峰会议、专项论坛、＂一带一 【党风廉政建设】召开省直宣传
民，省级政府购买公益性演出近６００ 路＂文化创意创新论坛、文艺嘉年华 ｜文化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暨党风廉政建
｜场，组织＂文化进万家＂文化文艺小 ｜演出、文化成果发布、宣传报道等活 设工作会议、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分队惠民演出１９８场，１８６支珑原＂红 动。国内外１１５家媒体（其中境外媒 书。突出抓好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党风
｜色文艺轻骑兵＂小分认开展汇演７０６５ 体５７家）、３３０多名记者现场采访报 廉政建设工作，召开党建工作座谈

｜场，放映电影６９５２场。截至２０１８年 道，创新文博会外宣推介纪录。精心 ｜会，由部班子成员包抓推进省属国有

底，实练贫困地区民族自治县、边境 组织１４场会议论坛，统筹策划专题文 文化企业党建领域问题整改。２０１８年
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已 化展览项目３２个，汇集国内外优秀展 ｜以来，省纪委监委驻部纪检监察组共
｜覆盖２７００个村。组织２０１８年全国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
动，为两当县群送价值８００多万元的

项目、物资和资金。印发全省＂精神
扶贫＂工程《工作方案》。开展＂新
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百姓宜讲活动，
建立农民讲习所，发放科著等资料读
｜物，广泛宣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富

民政策，打好文化服务、彩礼限高、
｜考评督查等＂组合拳＂，全力治理农

村不良社会风气，增强贫困群众脱贫
内生动力。配合中央文明办圆满完成
向甘肃省５８个贫困县的１１７５０户贫困
家庭赠送电视机任务。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

展】２０１８年制定出台推动文化产业发

６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改革开放４０年感动甘肃人物——＂工行杯＂也人于颁奖
子、２个陇人阶子集体代表合彩（摄影：杜而林）

函询系统内问题线索５３条（件）、初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主题灯箱路牌、 ｜展专题研讨。围绕这些研讨专题，省
步核实３６条（件）、立案查处５件， 路面宜传牌公益广告，在公园、景 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分别作主旨发
｜给予处分、处理９人，起到有力震慑 区、广场和中心街道和道路沿线布设 言。同时，共有１４个市《州）和５０

｜作用。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宣传牌

则精神及省委常委会《实施办法》。

【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个县（市、区）党委宣传部部长、省

｜直宣传文化系统１６个单位主要负责同

｜组织开展全省宣传思想战线大调研活 ｜发《甘肃省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志作交流发言。此外，全体参加学员

动，形成调研报告９８篇，３篇被中宜 工作方案》。由省委宜传部牵头，按 均提交综合和单项两个方面的书面材 甘肃
部刊发。指导督促基层宣传文化单位 照＂统一建设、分级运营、融合联 料，进行广泛深人的交流。
（供稿：张娜） 年鉴
党组织加强建设和管理，加快推进支 动、分头输出＂的原则，甘肃新媒体
部标准化建设。
集团负责搭建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云
｜２０１９
｜ 【助力脱贫攻坚】组织帮扶干部 计算及大数据为支撑的省级移动新煤 ｜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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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人户帮扶。制定实施＂一户一 ｜体平台，以＂云＂端统一供给中央厨
策＂精准帮扶计划，落实帮扶资金 ｜房、传播平台、大数据为保障，逐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２１７９万元。建设食用菌产业园，建成 ｜贯通省、市（州）、县（市）三级， 色社会主义思想］２０１８年始终把学懂
３３个食用菌生产棚，设立静宁县贫困 ｜实现用户、技术、数据、传播平台的 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大学生助学金。
｜互联互通，形成＂全省一张网＂。省 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化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 委宣传部加大联系督导力度、部领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列活动］２０１８年甘肃将组织开展庆祝 班子成员每人至少联系２个重点县， ｜想与甘肃统战实践＂课题研究，举办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并对６９个县市融媒体中心建设情况进 ｜统战系统领导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新思
活动作为凝聚共识、鼓舞干劲、推动 行调研，指导基层建好融媒体中心； 想交流研讨班，召开部理论学习中心组
发展的重要载体。印发《甘肃省纪念 ｜各市（州）党委宜传部领导班子也要 重温＂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不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安排方案》，编 分别联系１至２个县，形成全省同抓 断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写《甘肃省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发展成就 ＂一件事＂。１２月中旬，省委宣传部在
（纲要式）》，作为指导全省庆祝活动 ｜玉门市召开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的参考资料。精心策划举办甘肃省庆 现场推进会。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型图片展览，图 【全省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
片展分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研讨班】１０月２４－２７日在兰州举办。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省委常委、宜传部部长陈青出席研讨
全面从严治党和牢记嘱托阔步前行８ 班并围绕＂深人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
个部分，共２２个章节７５个版块。展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宣传思
览共选用图片７５９辗，参观人数达９２ 想工作守正创新＂作主旨报告。全省

信＂，践行＂两个维护＂。以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开展党外知识分子＂跟党迈进新

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携手走进新时代，凝聚陇
原新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
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伟业＂、教职

人员＂三学一做＂（学习党的十九大
精神、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
法律法规，做合格教职人员）等主题

万多人次。开展＂隆重庆祝改革开放 各市（州）、县（市、区）党委宣传
４０周年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学习体验 部部长、兰州新区党工委办公室负责 教育活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活动。有序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同志，省直宜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 道路的信心决心。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
系列报告会，＂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负责同志，省委宣传部机关各处室和
底＂百姓宣讲活动，＂我与改革开放 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１４０多人参 寻】２０１８年完善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各

共奋进＂作品征集活动，广场舞展演 加研讨班。省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 级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机制，积极推动
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 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宣传部机关各处 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和民族宗教工
影征集展示活动，＂开学第一课＂教 室全体干部、直属单位副处级以上干 作领导小组一体运行，先后组织召开
｜育活动，网上主题宜传教育等活动，

部１３０多人列席研讨班。此次为期三 ｜５次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推

策划组织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全媒体 天半的研讨班以＂推动宣传思想工作 动解决一些单靠统战部门一家之力难

｜大型集中采访活动，开设＂壮阔东方 守正创新＂＂压实压紧责任，加强阵 以解决的问题，努力构筑大统战工作

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地管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 格局。推进统战系统机构改革工作，
年＂等专栏专题。对全省境内高速公 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高新闻 ｜明确省委统战部统一领导民族工作，
路、车站、机场和县乡主干道沿线户 奥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 ｜统一管理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省宗
外公益公告进行清理规范整顿，更换 ｜固壮大主流思想奥论＂等７个专题开 教局、省侨办并入省委统战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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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工作职能和工作力量得到空前的 教工作学习手册》和《民族宗教政策 和文化认同感。
强化和充实。制定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 法规６０问》，推动中央省委宗教工作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组织召开
工作要点》，明确１０个方面２９项具体 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召开全省伊 专项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文
任务和相关责任单位的各项任务 ｜斯兰教专项工作会议，制定加强和改 件精神，研究部署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落实。
进伊斯兰教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 工作。组织协调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体
【多党合作制度】组织开展纪念 《关于加强新时代宗教团体的若干意 制改革、自然村村民自治试点等专项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 见》，明确宗教团体的职能定位和支 ｜调研并形成调研报告。组织力量深入
谈会，继续深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持宗教团体提高履职能力的具体 天水、平凉、临夏、兰州４个市州督
士暑期谈心会活动，巩固和深化共同 ｜指施。
查《政协建议案和调研视察报告办理

死 团结奋斗的思想致治基础。拓宽民主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办法》等文件落实情况。协助做好省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党派知情明政的渠道，健全完省政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
府工作部门对口联系各民主党派工商 ｜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兰
｜联制度，建立政党协商意见建议落实 ｜州、天水等市５０家民营企业和２８家
｜反馈机制，全年召开政党协商座谈会 ｜商会开展宜讲调研。举办开放４０年４０

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制度意见的起草、《甘肃省实
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

等工作。成立省统战部改革工作领导

８次。支持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人宣传教育活动。出台《关于构建亲 小组，指导推进省工商联、省台湾同

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集中力量搞好 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明确高 ｜胞联谊会、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甘肃
深度调研，形成重点调研报告２２份。 ｜线，划定底线，对政商交往作出规 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改革工作。
【维护民族团结】开展民族宗教
｜理论政策＂百场万人＂下基层大宣讲
｜１４０多场、腹盖３万多人（次）。举办
｜＂同心共筑中国梦一甘肃民族地区改

范。坚持每季度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 【助力脱贫攻坚】实施＂精准扶
会，搭建政企沟通交流平台。深入实 贫百村攻坚工程＂，组织１５２５户民营
｜施民营经济＂双百千＂培育工程，报 ｜企业与２０２７个贫困村建立结对帮扶关
出五年发展规划，推动非公经济＂两 ｜系，共投人资金３６．３４亿元，带动贫
革开放４０周年成就展＂。兰州市七里 个健康＂。指导省工商联加强思想、 困人口３３．４５万人；开展民营企业与

河区等９家单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 组织、制度建设，推动省工商联所属 陇南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对接活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 商会改革发展，顺利完成省光彩事 ｜动，组织３８家商会、１２家企业签约
１４１家合作社（企业）；协调欧美同学
位），命名１１０个单位为第五批全省民 促进会换届ｉ。

｜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出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

总会与渭源县签订涉及种养殖、医疗

台《关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 人士统战工作】着力做好＂组织起 服务、光伏农业等帮扶协议５０余项。
团结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涉民族 来＂工作，成立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协助台盟中央对甘肃省脱贫攻坚开展
宗教领域矛盾纠纷持查调处工作，做 士联谊会，建立党外知识分子、归国 民主监督，支持６个民主党派省委会

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留学人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临洮实 对口６个重点贫困县开展脱贫攻坚民
【藏区统战工作】召开藏区发展 践服务基地。组织党外人士参加各种 主监督，建立４个脱贫攻坚固定监测
专项会议，持续推进支持藏区发展政 决策咨询、民主协商、考察调研等活 点（村）并展开常年监测，形成调研
策措施的落实，协调抓好＂十三五＂ 动，成立专家服务团，开展项目挂职 报告１１份、督查报告６份。组织召开
规划项目建设，推动交界地区交通、 锻炼。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调 文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推进会，
教育、旅游３个专项规划实施，协调 研，建立代表人士人物库，制定３年 与帮扶文县省直成员单位签订帮扶责
落实省内对口支援资金１．６６亿元，助 培训规划，成立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任书，选派７名业务骨干充实配强帮
扶力量，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
｜推藏区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组织 士联谊会。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充分发 村文明等方面为帮扶村兴办一批实事
＂同心·共铸中国心＂甘南行公益医
疗活动，义诊４．５万余人，捐助药品 挥台办、侨联、台联和黄埔同学会、 好事。
（供稿：杨仙喜）
和医疗设备１３５０万元，为３０名先心 海联会等平台作用，开展与港澳台海
病童进行免费手术治疗。加强藏传佛 外基层民众、青少年群体的交流交

｜教寺庙的法治管理、民主管理、社会 ｜往。首次举办省政协港澳台委员培训 侨务工作

班。召开省海外联谊会四届一次理事
【概况】省政府侨务办公室于
会议，积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爱港爱
工作＂十个讲清楚＂宣讲，举办伊斯澳人上投身甘肃省经济社会建设，不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甘肃省机构改革划入省委
｜兰教＂三个一百＂培训班，编印《宗断增强港澳台海外侨胞的民族凝聚力统战部。全年争取国务院侨办华侨事
管理，维护藏区和谐稳定。

｜【宗教统战工作】开展伊斯兰教

７０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业费６９万元，已全部划拨到各市州救

［侨务文教服务】继续在哈萨克 埔寨华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增强其开

济扶持贫因归侨侨眷。认真践行为侨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招收东干班学生 展华文教育的积极性。磅湛省培华学
服务的宗旨，共受理归侨侨眷来信来 ４０名；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总计招 校及周边的县、市数所华校约５０名本

访５６件，１００？？信访问题得到妥善 收６期２８０名东干族学生，其中已经 土老师参加培训。
解决。
（供稿：刘小平）
毕业２期共计１００名。组织第２－５期
｜【侨务引资】２０１８年争取原国侨 １８０名东干班学生赴天水、陇南开展

办支持，在甘南州玛曲县实施＂侨爱 ｜社会实践活动。邀请美国华盛顿科技
政策研究
甘肃
工程－点亮藏区牧民新生活＂项目， 学院（ＹＢＢ）组织６０名美国中学生赴
为藏区群众捐赠价值３４５．６万元的太 张掖开展支教活动。选派１９名优秀教
｜［调查研究】全年形成８０多篇高 ｜年鉴
｜阳能便携式卫星液品数字一体机１２００ 师赴菲律宾、泰国、印尼、老挝等４ 质量、有深度的调研报告，既有力支 ２０
台。协调香港众善堂捐资４０万元，资 国执行外派任务。自２０１１年以来，甘 撑文稿起草，也为有关具体工作推进 ＧＡＮＳＵ
｜助定西市、张掖市、陇南市和积石山 肃省共派出１７６名优秀教师赴以上４ 提供建议思路。其中，围绕全省党的
县部分贫困高中生、大学生。受香港 国和束埔寨执行外派任务。１０月份， 建设工作，参与调研并起草《关于全
｜心连大地摄影会的委托，对天水市武 组织白银、庆阳、陇南３市侨务干部 省党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调研情况
山县龙台乡贾山村和临夏州积石山县 赴泰国、菲律宾和印尼３国看望慰问 的报告》；组织力量深入兰州、临夏
｜柳沟乡阳山村饮水项目实地验收。多 甘肃省外派教师，
等５个市州、６０多家商会调研全省民
次赔同原国务院侨办和中央统战部到
｜【交流与培训】邀请来自美国 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起草《全省
积石ｉ山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为积石 ｜芬兰的１５０名华裔青少年来甘肃省参 非公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情况调研报
山县争取资金２００多万元解决教育、 加＂２０１８年海外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 告》；针对农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
｜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配合暨南大学 ｜夏令营－甘肃营＂活动，该活动在参 一难题，调研起草《全省农业企业融
在积石山县开展医疗救助活动，配合 加北京集结营后，赴兰州、甘南、临 资问题调研报告》。积极参与省委
华侨大学在积石山县开展支教和捐赠 夏和张掖进行参加交流，学习中华传 ＂两州一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

活动。争取中国侨商会为积石山县贫 统文化。邀请加拿大ＫＣ省中文学校 藏族 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
困大学生资助１０万元。资助积石ｉ山县 协会华文教师代表团来甘肃省交流访 ｜县）脱贫攻坚督导工作，详细了解扶
贫困群众发展种植中药材项目２０余万 问并参加培训。与中国华文教育基金 贫资金到户、产业培育、帮扶措施和

元。争取广东省天行健基金会在陇南

会合作，邀请８个国家的１５名华校校 群众增收等情况，形成１０篇督导调研

市实施＂侨爱工程－情系甘肃＂项 ｜长、校董和资深华文教师来甘肃省参 报告，都以省委办公厅名义下发参
目。为成县２００名贫困群众免费实施 加＂红烛行＂培训活动。组织甘肃省 阅。组织开展全面深化改革大调研活

白内障摘除手术，为两当县所有中小 ３名教育专家赴柬埔寨进行＂华文教 动，形成４０多篇重要调研成果。以上
学生进行视力筛查、为３０００多名中小 育名师＂巡讲，对柬埔寨华文教师进 调研报告中的国资国企改革、扶贫攻
学生免费验配眼镜，
【海外联谊】协调中国侨商会组

行培训。邀请暨南大学３５名海外及港 坚、非公经济发展、企业融资、＂放
澳台学生领袖赴庆阳开展＂理想信３ 管服＂改革、农村＂则所革命＂等受

织＂知名侨商侨领甘肃行＂活动，该 ｜教育研习营＂活动。
｜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肯定，批示有关部
【首次承担赴国外开展＂华文教 门在制定政策、工作实践中采纳和参
团参加第２４届＂兰洽会＂并赴临夏
育名师巡讲＂活动］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２－
州、天水市考察。邀请并接待来自英
考。先后３０多次跟随省委领导深人县
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部 ２３日，由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 （市、区），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
分侨领侨商代表参加２０１８伏羲公祭大 甘肃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柬埔寨 兴、民族地区发展、基层党建等工作
典活动。邀请并接待马达加斯加、德 王国柬华理事总会承办的＂华文教育 ｜进行调研，了解一线实际情况，总结
国、韩国等部分知名侨领参加第三届 名师巡讲＂活动在束埔寨磅谜省培华 基层工作经验。
文博会。组织全省６名医疗专家赴马 学校举行。这是甘肃省首次承担赴国
【文稿起草］２０１８年、省委政研
达加斯加、安哥拉、德国执行＂＂中医 ｜外开展＂华文教育名师巡讲＂活动的 室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对每一篇文稿
关怀计划＂。该项目受到中央统战部 任务。此次活动主要采取课棠授课培 都反复打磨、精雕细琢，从政治站位
的高度赞扬，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中 训、经验交流座谈等方式进行，重点 到具体内容，从谋篇布局到思想观
央统战部谭天尼副部长特意致电慰问 突出对柬埔寨当地华校教师进行儿童 点，都力求把准形势发展变化脉搏、
｜并提出要求；项目结束后，谭天星副 教育心理学、国学启蒙和小学语义教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持续改进文
｜学法等课程的教学培训，旨在提高柬 风，力求精练简洁，做到段落概括精
部长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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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语言质朴鲜活，让干部群众听得 ｜单位促进工作落实。顺利完成２０１７年 ｜报，及时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

懂、记得住。树立长运眼光，强化战 ２０个智库课题的通选、研究、评审和

｜和问题，安排部署重要改革任务。制

略思维，每一篇文稿的起草都注重从 结项等工作，形成一批质量较高的研 定２０１８年改革工作要点和工作台默，
符合甘肃改革发展稳定实际的要求出 ｜究成果，并完成２０１８年１４个智库课 确定７个领域１９９项重点改革任务。
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领衔推动落
发来谋划和思考，起草过程中主动与 题的研究任务
省直部门、基层一线联系，广泛深入 【信息服务和党刊编辑】２０１８年 实重要改革任务，牵头负责４０多项改
抓好《调查与研究》《甘肃数据》《智 革任务的谋划部署、协调推进、督察
甘肃 ｜听取意见和建议。全年共起草省委领
导各类文稽６５０多篇起草省委重要文 ｜库专呈》《改革动态》《财经工作专 落实。省级层面全年完成２３０项改革
年鉴 件和文稿３００多篇，审核各类新间稿
呈》等咨询刊物的编辑工作，从严把 任务，其中，方案制定类９３项，组织

舅

ａ０ｇ ４５７箱．

好刊物的政治关、质量关。全年共编 实施类１２１项，开展试点类１６项。
［经济体制改革］以开展＂转变
｜【改革推进与督察督办】２０１８ 发各类信息刊物２２０期，其中，中央
｜年，组织召开改革领导小组（委员 政革办《改革情况交流》专期刊发 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和＂放管
｜会）会议５次，审议重要改革方案１７ 《改革动态》２期、综合采用２期；有 服＂改革突破年活动为契机，着力推
个，推动各领域出台改革方案９３个。 ｜２篇改革案例入围《中国改革年鉴》 行＂多证合一＂和＂一窗办＂＂—网
编制《甘肃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 ｜＂改革开放４０年地方改革创新４０案 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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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期《智库专呈》和１期《财经 强化政府部门］涉企信息归集共享，３８
｜２０２２年）》，细化实化未来５年的１３６ 工作专呈》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个省级部门实现行政审批、行政许
告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２０１８－

｜项重要改革举措。确定省委改革领导 批示。《调查与研究》被中国新闻出 可、行政处罚等涉企信用信息的交换
小组成员领衔推动落实的４０多项重要 ｜版研究院授予新媒体下内部资料性出 共享。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改革任务，编制领衔任务清单，动态 版物交流研讨会＂优秀内部资料性出 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６０
项。进一步改革投资项目审批，积极
跟踪反馈摸清１８个省管群团组织和１４ 或物＂荣誉称号。

个市州群团改革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

【助力脱贫攻坚】２０１８年认真履 推行＂多图联审＂＂容缺审批＂＂多评

题，督促群团加快改革进度，提出具 行帮扶组长单位职责，室务会先后１１ 合一＂＂企业投资项目代办制＂等措
｜体的工作指施。积极参与全省市县机 次专题研究部署帮扶工作，召开７次 施。深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融资体
｜构改革方案的制定、审核和组织实 帮扶推进会和联席会，努力推动形成 制改革，全面放开社会资本准人，完
施。制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帮扶强大合力。协助镇村防汛教灾， 善和推广ＰＰ融资模式，充分发挥交
省级层面已出台改革文件的督察台 ｜确保了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选派１名 通产业投资基金带动作用，加大资本
账》和《２０１８年改革各察计划》，组 处长挂职贫困县县委副书记，选派２ ｜市场融资力度，着力拓宽多元化融资

织开展督察１５０多项，形成４０多篇有 ｜名处级干部担任帮扶工作队队长和第 渠道。
分量的督察报告。采取公开招标的方 一书记。协调省交通厅拨付２００万 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人。立足国
式，委托湖北省社科院对全省＂放管 元，将山门镇至白河村１６千米通村道 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根据

｜服＂等多项重点改革开展独立评估，
｜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此项工作开展得
好，要运用好评估成果＂。把全面深
化改革工作纳入省委年度工作考核体
系，省委改革办会同专项小组组成６
个改革考评组，对７０多个承担改革任

路路面从３．５米拓宽到４．５米。推进完 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完成３２户
成山门村＂千村美丽＂示范村项目 省属企业集团及９２８户二级以下子公
２４５万元。出资１．５万元完成白河村黑 司的功能界定与分类。省属企业公司
【沟９户异地搬迁户配套化粪池修建。 制改制面达到９５．４？６．２？？省属各
（供稿：王明兴） 级企业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其中１１户
企业在主板上市、４户企业在新三板

新区２０１７年度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进行

电气装备、工程咨询、丝绸之路信息
【概况］全年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港、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等７大

务的省直单位、１４个市（州）及兰州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综合考评。
｜【财经服务］２０１８年，围绕打好

｜挂牌。先后组建铁投、科投、药业、

委员会（领导小组）召开５次会议， 企业集团。扎实推进国有企业＂三供

＂三大攻坚战＂，召开省委财经领导小 ｜及时传达贯彻中央全而深化改革委员 一业＂ 分离移交，金川集团等９户中
组会议、经济形势分析会，制定出台 会（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人学习 央下划企业完成分离移交协议的签

省委贯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二次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 订、管理职能移交和资产无偿划转等
会议精神主要任务《分解方案》，拿 论述，审议１７个重要改革方案，听取 工作，省属企业全部完成移交方案的
出３１条其体措施，分解到相关部门和 ７个市和１０个省直部门抓改革情况汇 制定和审批，总体移交进度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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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农民合作社全覆盖行动，每个贫困 １６个国家开展３３个产能合作项目，酒

财税金融改革稳中有进。强化省 村至少有２个合作社，共计３．２９万 钢公司牙买加阿尔柏特氧化铝厂成功

级绩效预算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类支 个，集体经济＂空壳村＂基本消除。 复产，金川公司印度尼西亚红土镍矿

出项目实现绩效目标申报全覆盖。推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取得阶 等境外投资项目加快实施。三大陆
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 段性成果。１５２５户企业与２０２７个贫困 港、三大空港建设稳步推进，兰州市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探索建 村建立结对帮扶关系，通过产业基地
｜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全年 带动、土地流转带动、龙头企业带
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１４７．５４亿元。
动、商会和合作社互动等模式惠及
科技体制改革加速推进。深化科 ３４５万贫困人口，有３０家企业被命
｜技奖励制度改革，初步构建规范有序 名为示范单位。５８个集中贫困片区县

获批建设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转化直通机制，建成国家级技术转移 厦门、青四市５２１个乡镇、街道社

｜ 【政治体制改革】闹绕推进国家

区，兰州新区建成西北最大的跨境电

商监管平台，兰州铁路集装箱场站为 甘肃
汽车进口指定口岸，在俄罗斯、巴基 年鉴

｜斯坦、哈萨克斯坦设立３个海外保税 ２Ｏ
的科技奖励体系。建立科技成果转移 实现东西协作全覆盖，天津、福州、 仓，口岸平台运营水平大幅提升。 ＧＡＮＳＵ

区与我省贫困乡镇、贫困村建立了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站位
｜构６０家，新认定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一对一＂结对帮扶关系，实施产业 谋划、高标准推进，省级机构改革基
｜究中心３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２ 扶贫项目１１２个。２０１８年全省减贫 ｜本完成，市县机构改革全而推开，各
示范机构９家、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

个，累计登记省级科技成果１１７６项， ７６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５．６％， 涉改部门和单位的机构挂牌、人员转
成交合同４１８３项、成交额１３５６６亿 １８个县（区）顺利退出贫困序列。 隶、班子配备、用房调配、＂三定＂

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实施新版 制定等工作有序推进，主要党政机构
《甘肃省定价目录》，放开１４项改府定 上下基本对应，因地制宜强化基层社
认定省级众创空间２４家，省级众创空 价项目。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加强党的全
间总数达到１２７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示范试点。加强信 ｜面领导，优化职能配置，清理许多擅
元，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市场服务体
系逐步形成。加快众创空间建设，新
达到３０家。

用甘肃建设，建成社会信用信息共享

自设立或变相增设的机构、实体化运
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入。全面完 ｜平台，推动政务和个人诚信建设，建 行的挂牌机构，核销违规或超规格配

成陇西县国家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 立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备的领导职数，建立科学规范的职能

项试点任务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第二 ｜机制。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２８项 ｜体系和权责统一的工作体系。改革国
批改革试点任务，为全国改革探索有 ｜举措，营造尊重、激励和保护企业家 税地税征管体制，省市县乡四级国地
益经验。加快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 ｜干事创业的社会、法治、市场环境， 税全部合并，实现中央垂直管理。监

积极破解非公经济融资难题。借助省 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依法成立三
确权任务，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 小微企业互助贷款风险补偿担保基 级监委，明确职数构成、标准条件、
｜经营权分置改革，完成全省农村土地

１３５４３万亩，土地规模经营面积达 金，形成＂政府＋银行＋保险＋企 ｜选配程序，构建权力监督新格局，在
８１１万亩。建成县级农村土地流转服 业＂的贷款模式，累计为４３２９户小猫 党内监督全贸盖的基础上，实现对行
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监察监督全覆盖，
｜务中心８４个、乡（镇）服务站１２０３ ｜企业发放互助担保贷款１６１．４亿元。
｜个、村级服务点１４３８１个，初步形成 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与重 监察对象增加到１０３．３万人，监督对

县有中心、乡（镇有站、村有点的土 庆、广西等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沿线 象增加到２２６．３万人。改革后，省级
地流转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省区市建立联席协作机制，签署金 党政机构６０个，减少６个；市（州）

不断壮大，家庭农场９７５４家，农民合
作社１００１４０个，县级以上示范社７６００
多家，龙头企业２４０６家。扎实推进农
村＂三变＂改革试点，涉及３８个县
（区）、１０８个试点村，１２．９万农户实

融、铁路等专项合作协议，实现西北 党政机构６７２个，减少１１２个；县

与西南、中亚与东南亚、＂一带＂与 （市、区）党政机构３０６２个，减少
＂一路＂的三大联通，全年发运南向 ４５３个。

通道铁海联运班列２６趟、中亚国际货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有效落实。落

｜运班列１５５列。举办首届中国（甘 实省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

现分红１６３亿元。突出抓好贫困地区 ｜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一带一 产管理情况制度，省人大常委会听取

路＂国际智库论坛、第三届丝绸之路 和审议省政府２０１７年度金融企业国有
式＂和自创的＂庄浪模式＂招引培育 （教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推动全省 资产专项报告、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
｜产业扶贫，通过外引的＂德青源模

龙头企业，贫困地区龙头企业累计达 ＂一带一路＂建设提升到新的水平。 理情况综合报告。省委统战部统一领
到１６４８家，带动专业合作社５７８３ ｜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 导民族工作，管理宗教和侨务工作，

｜家，带动贫困户１１．９万户。实施贫困

国际产能合作，同＂一带一路＂沿线 在民族宗教工作任务较重的市县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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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部与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合署办公 ｜服务资源向基层和边远地区合理流 涉及文化企业监管、＂双效＂考核、
改革试点。扎实推进省工商联、省台 动，全面开展一村（居）一法律顾问 薪酬管理、财政资助、组织架构等一
湾同胞联谊会、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工作，实现全省１７４２７个村（社区） 批制度文件，完善体现社会效益优先
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省工业合作协 ｜法律顾问全覆盖。全面推进公共法律 的国有文化企业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
会等群团组织改革
服务平台建设，建成＂１２３４８＂甘肃 ｜体系，有效规范国有文化企业管理秩
｜司法责任制改革积极推进。优化 法网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并投人试 序。加强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党的建
司法队伍结构，３５０名法官、０名检 运行，建成县（区）、乡镇（街道、村 设，出台加强省属文化企业党建工作
甘肃 察官进人员额，１９５名员额法官、６９
（社区）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的一系列配套制度文件，规范省属文
年鉴 名员额检察官退出员额。建立健全领 １１９３７个。
化企业党组织关系，，完善企业党委委
云 导办案通报制度，省院、市（州）院 公安改革更加务实高效。推动公 员双向进人、交义任职的领导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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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多次通报领导干部办案情况。积极稳 ｜安机关工作重心下移、警力下沉，全 全面推行一人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
妥推进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统 ｜省重新划分８５３８个警务区并配备专职 制度。持续推动读者出版集团和飞天
一内设机构名称、数量和职责，推动 社区民警。加快高速公路交警管理体 出版传媒集团战略重组，探索实施企
机构整合、职能优化。落实最高法院 制改革，２８个高速公路大队人财物基 业负责人党委任命和市场选聘相结
｜＂三项规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本交接到位。推动企业公安管理体制 ｜合、分层分类管理制度。推动省广电
讼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中级 ｜改革，龙首公安分局整体移交金昌市 网络公司与社会资木战略性合作，参
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法院，积极推进 管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 与发起国家广电网络公司倡导的全国
庭审实质化，普通程序办案质量和效 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 ＂一张网＂行动。加大政府购买省直
率大幅提升。推进网上执法巡查，在 ｜相继实施＂一站式＂办理、网上申请 文艺院团公益性演出服务力度，着力

署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建成集人身检 办理、限时办结等一系列便民利民指 解决省直文艺院团改制遗留问题。加
｜查、信息采集、候间、询间、讯间、 施，全省户箭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规范甘肃

辨认、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执法办案
中心，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询问均
全程录像，严禁刑讯逼供和虐待犯罪
嫌疑人。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

３６．２３比２０１７年增长了０６个百分 省文化产权交易中心及相关文化产权

点，其中，嘉峪关、兰州、金昌、酒 ｜和艺术品交易场所管理，加强省属文
泉４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超过全国平 化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规范化、程序

均水平。兰州市放宽大中专毕业生在 化、市场化建设。规范网络传播秩

联动机制，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律师辩 中小城镇落户条件，放宽引进人才、 序，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健全互联
｜护工作和执业权利保障。扩大兰铁两 退役士兵和转业士官特别是高等院校
级法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 毕业生、长期租赁房屋、固定就业从
｜ 范围，行政诉讼质量大大提升。积极 业、直系亲属投靠、公共户口等５类
｜推进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建 群体的落户条件。

网传播平台信息发布管理制度，开展

新闻媒体阿站清理整治和网络生态综

｜合治理活动。启用文化市场黑名单管

理系统，提高文化市场监管效能。推

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高。推广宁 动大景区＂三权分置＂改革，促进文

立健全适用轻刑快办机制，平均办案
期限缩短到６４５天。切实加强产权司 ｜县农村＂雪亮工程＂经验，扎实推进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１８个大景区均设

法保护，积极推进设立兰州知识产权 ｜城乡网格规范化服务管理和市（州） 立正县级事业单位的大景区管理委员
法庭，逐步落实产权司法保护各项措 综治中心建设，全省重点公共区域和 会和旅游开发公司，基本建立＂大景

｜施，办理涉产权涉企羁押必要性审 重点行业领域视频覆盖率达到 区管委会＋旅游开发公司＂运营模
查、申诉复查、诉讼监督等案件４４ １００？？健全社会心理疏导干预、严重 式。着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
｜件，组织对近３年８６８件涉产权涉企 精神障碍思者监护管理等工作机制， 融合，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
｜案件进行全面筛查。
加快推进＂所院协作＂模式强制医疗 ｜动传统媒体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推

法律援助服务机制口趋完善。完 所建设。将病残吸毒人员收治专区纳 进县级融球体中心建设。中国甘肃网
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 人强制隔离戒毒所基础设施建设，完 ｜整合原新闻中心、新媒体中心等内容
人、刑事被告人工作机制，全省有７７ 成３００人规模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场所 ｜制作部门．成立融媒体中心。甘肃日
个看守所、１１３个法院建立法律援助 ｜建设任务
报社以＂中央厨房＂为核心平台，建

工作站。积极推进甘肃特色刑罚执行 【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省属文化 立磁综体实验室，挂牌成立甘肃新媒
一体化工作，大胆探案索监狱、戒毒场 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着力建立体 体集团，推出客户端《新甘肃》。省广
所民警就近到社区矫正机构挂职。深 现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省 电总台启动实施＂融合新闻生产及协
化律师制度改革，积极引导律师法律 ｜属国有文化企业＂四管＂统一，出台同调度系统＂，电视新闻中心、广播新

７４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闻中心与丝路明珠网完成三方融合， １０３元，市级以上城市公立医院薪酬 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编制
实现内容创新和精准运营。推动文化 分配改革试点基本完成，企业在岗职 农村、机关和国有企业３个党支部建

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在８６个乡镇 工工资指导线上线、基准线、下线分 设标准化手册。细化规范农村７个方

开展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试点建 别调整为１４？？８？？４？？
设，着力推动公共文化资源、项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生

面４２项、机关６个方面２７项、国企６
｜个方面２６项。严格执行＂凡提四必＂

｜服务向基层下沉。省图书馆、省文化 保护补偿制度化建设，形成多元化生 制度，落实好干部标准，建立调研和

馆组建法人治理理事会，省博物馆完 态保护补偿机制。完善主体功能区战 征求意见制度，采取非定向推荐方
成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试点， 略和配套制度，加快主体功能区定位 ｜式，全面了解拟提拔和进一步使用人

甘肃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落地。扎实推进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 ｜选的德才表现，在大范围调研基础 年鉴
｜推动基层公共文化资源整合，完成１２６ 整改，划定祁连山地区生态保护红 上，开展综合分析研判，突出比选择 ２０ｓ
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改造提升 ｜线，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祁连山 ｜ 优，强化集体把关，坚决防止＂带病 ＧＡＮＳＵ
｜任务，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覆盖２７００个 国家公同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提拔＂，重点查核领导干部个人有关
贫困地区民族白治县、边境县农村。
｜工作稳步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同管理 事项５４３６人，１４４人因未如实报告被
【社会事业领域改革】教育改革 局挂牌成立。国有林场改革整改成效 ｜终止选拔任用程序，其中诫勉处理
向难点发力。初步解决中小学生课外 显著，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大规 １１４人、取消考察对象资格处理３０
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 模国士绿化加快推进，依托天保、退 人，包括省管干部和拟提拔为省管干
出问题。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减 ｜耕、＂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完成 部的４６人，受理干部方面的信访举报
轻普通高中招生压力，促进普通高中 ｜ 造林４６８８万亩、森林抚育１５．３ ２４８件，任前公示环节对举报查实的７

与巾职教育协调发展。医疗卫生体制 万亩。
｜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不断期
改革持续深化。在全省２２家公立医院

名公示对象取消任职资格，根据纪检
监察机关意见暂缓２４名干部的任职，

开展薪酬改革试点，逐步提高诊疗 范。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开 因档案问题被取消资格或哲缓任职１
｜费、护理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收入 展自然资源资产确权，完成自然资源 人。表彰省管班子２９个、省管干部

｜在医院总收人中的比例。全面落实医 （湿地）统一确权登记试点，在肃州 ２５２名，约谈７个市（州）、１５个县

保资金总额预付管理制度，开展以按 ｜区、碌血县、肃南县开展全要素统一 （区）、７个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大

｜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型医保支付 确权登记试点，编制完成白然资源资 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提拔
方式改革，强化医保对医疗服务供需 产负债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 ７０后厅级干部４１名，占７０后厅级干
｜双方的引导、制约作用。全面推进家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古浪县、 部总数的２９２占全年提拔干部总
｜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全民健康信息平 肃南县开展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改 数的１９５２省管干部平均年龄比
｜台为基础，开发＂健康甘肃＂手机 革试点。水资源管理全面加强，构建 ２０１７年底下降１３６岁。紧盯脱贫攻坚

ＡＰＰ，１８９５４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获 覆盖省、市、县具、乡、村五级的河长 ｜工作，加大问责整治力度，着力解决
得＂一人一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制、湖长制工作体系，须发水资源使 慵懒散浮等顽症痼疾，共查处干部不
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费用逐 用权证２２１本，完成水权交易５６宗 担当不作为问题５２起，问责２５２人次
步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予以补偿， ｜基本完成疏勒河流域水流产权确权试 （含省管干部１８人），给予批评教育９４
基本医保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取得新进展， ｜人、诚勉８４人、调离岗位２４人、免
目各承担５０？？在白银、庆阳、陇南 完成面积超出国家下达年度任务，获 ｜职３６人、改任非领导职务１９人、降
职２人、党纪处分１８人。
３市开展紧密型医联体建设试点，全 国家绩效评价优秀等次。
｜省３７家三级公立医院、１７６家二级公 生态环境整治力度不断加大。皇
人才服务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
立医 院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环境保 ｜善。各级领导干部分别联系服务专门
２８０３个

护执法监管，严格实施污染防治方 人才，２７名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直接联

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建立激 案，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系服务６５名专家，特别对在甘的＂两
励约束有效、筹资权责清晰、保障水 治，各项约束性指标任务均达到国家 院院士＂，每位发放＂一对一服务联

｜平适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要求，全省空气质量平均天数比例达 ｜系卡＂。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增长机制，基 ｜到９１．２？８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独立法人
本养老保险覆盖被征地农民，工伤保 质优良比例达到９４７？？
资格的非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全部
险制度实现法定人群全覆盖，城乡居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基层党组 ｜纳入省级重点人才项目申报范围。创
｜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达到 ｜织建设和干部管理更加规范。树立党｜新和加强新时代人才培养引进工作，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７５

舅
｜甘肃
年鉴

昔察上下联动监督网。认真落实反腐败
明确９项重点任务，提出５项保障措察
【巡视整改】全年两轮巡视移交
旅，支持非公经济组织引进急需紧缺斗争双重领导体制，重要工作及时向 边巡边改问题４８０个，绝大部分在巡
人才和开展人才职称评定，改革完善 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监委请示报告， 视期间就得到整改。强化整改督查，
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实施 由＂结果领导＂向＂全过程领导＂转 ｜严格落实＂一听、二核、三通报、四
｜＂陇原青年创新创业扶持计划＂＂陇原 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 问责＂督办机制，每轮巡视结束１个

之光＂人才培养计划和金融、文化旅 报５５２７６件次，同比增长２８其 月内，领导小组成员同省纪委监委、
游、非公经济组织等行业领域骨干人 中，处置问题线索３０６１０件，立案 ｜省委组织部相关处室负责人专门听取
材才能力提升计划
８８３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０６８１ ｜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落实情况汇报；

报整改情况报告后，省委巡视办专门
（供稿：王明兴） 成立２－３个整改督查组，深入被巡视
党组织进行专项督查，对整改督查情
巡视工作
况进行专题通报，对整改不力的党组
织负责人进行约谈或问责。截至２０１８
【十三届省委第二轮巡视】２０１８ 年底，省委第一轮巡视反馈的１１５４个
年４月１７日，省委将第二轮巡视工作 问题，整改１０８６个，整改率达到
动员会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９４？？？被巡视党组织移交的１５１６件
展大会一起召开，省委书记亲自动员 向题线索，办结１２８２件，办结率
部署，并以视频会形式开到县一级。 ８５其中立案２４０件，初核１０９

【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纪检监察 件，分别增长３９？？２４？？２０？？

２０１９｜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强化纪检监察机
ＧＡＮＳＵ 关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建立
健全贯通＂纪法＂＂法法＂的衔接工
作机制，配套制定２１项工作制度，促
进执纪执法有机融合，实现监察程序

与司法程序的有序对接、检察机关与

司法执法机关的协作制衡。积极探索

运用调查措施的方式方法，省纪委监

委与公安、住建、交通、银行、金 省委第二轮巡视组建９个巡视组，采 件，谈话函询１０２人，给予党政纪处
融、证券、保险等单位建立沟通协作 取＂一托三＂模式，对脱贫攻坚任务 分３７５人，组织处理６６９人。第二轮
机制，搭建网上查询平台，有效提升 ｜较重的７个市（州），２０个县（区） 巡视反馈问题２０３２个，整改１４２９

查办案件效率。实施案件退查制度、 展巡视。突出巡视巡察联动，带动被 个，整改率为７０？？

提前介入制度、移送审查起诉案件提 ｜巡视市（州）、县（区）共组建５４个巡察

【推进市县巡察】２０１８年，省委

级报备制度，严格按照刑事审判标准 ｜组，对４个市直部门、１００个重点乡 ｜落实中央《关于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
和要求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制定 （镇）、２００个重点村同步开展巡察， 度的意见》，结合甘肃省实际，会同
审查调查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其中４０个县级巡察组开展异地交叉巡 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编办联

｜留置场所管理使用监督办法、＂走读 察，着力破解了基层巡察人头熟、工 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市县党委巡
｜式＂谈话、观察期安全管理工作、同 作不超脱等难题。巡视共发现各类问 ｜察工作机构的通知》，对机构设置、
｜步录音录像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办法、 题１０４０个，发现各类问题线索５６４ 人员编制、干部选配、组织领导等作
主要负责人对被审查调查人或涉案人 牛，涉及省管干部１２０件、１１９人。 出明确规定，推动各市县成立巡察机
【十三居省委第三轮巡视】９月 构，落实人员编制６５０名，建立组办
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专题说明规定等制
度，全面压实审查调查安全责任。加 初，第三轮巡视组建９个巡视组，采 合一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市县统筹、统
｜快内设机构改革，把机构和人员力量 取＂一拖三＂＂一拖四＂方式，对３个 一组织、提级巡察或交叉巡察相结合
向纪检监察主责主业聚焦。深化省纪 市、２８个县（市、区）以及２家省属 的工作机制。按照中央、省委的新部
｜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明确监委派驻 国有企业进行巡视；坚持上下联动、 署新要求，制定下发《加强市县巡察
｜纪检监察组监督职责清单，规范化推 巡视带巡察，各被巡视单位组建６６个 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指导意
进派驻监督工作，更好发挥＂探头＂ 巡察组，对１０５个市、县（市、区） 见》，指导市县巡察工作规范运行。
｜作用。探索试行＂八间八查八报备＂ 直部门、１２个下属公司、８１个乡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市县共巡察下属单位
等机制，深人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 （镇、衡道）、１６２个村（社区）进行 ｜２８２１个，发现问题２１０８５个，问题线
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纪检监 巡察。该轮巡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 ｜索５１７２个。延伸巡察村居党组织９４７５
｜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处理４１０３３ 记＂五个持续＂重要指示，紧扣＂六 个，占到全省村居党组织总数的

人次，同比增长１８？？巡视巡察联动 个围绕、一个加强＂和＂四个落实＂
机制基本建立。三轮政治巡视带动被 ＂八看＂要求，突出脱贫攻坚＂一号
巡视单位组建１４４个巡察组，对１７９ 工程＂，深入开展监督检查。共发现
个市县直部门、２２１个重点乡镇、４２ 各类问题１２６０个，问题线索６８１件，
个重点村同步开展巡察，形成巡视巡 涉及省管干部４３件４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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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９９？？有１０个市（州）、２３个县

（市、区）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 【《中共甘肃省委巡视工作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Ｉ２０１８年６月１
｜口，由省委巡视办研究制定的《中共

甘肃省委巡视工作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委会会议审定，１４个市（州）、８６个 ｜林业部门研究提出了２１个自然保护站
年）》经省委办公厅印发施行。《规 县（市、区）机构改革方案于２０１９年 和１８个森林派出所机构及编制调整方
｜划》分为总体要求、坚定不移深化政 １月底全部印发。
案，进一步理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请省政 ｜理体制。根据中央批复的大熊猫祁连
｜覆盖任务、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 府公布省级第２２批取消调整和下放行 山国家公园试点方案，会同省林业部
治巡视、全面完成一届任期内巡视全

监督网、加强对巡视巡察工作的统一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６０项。开展＂减证 门研究提出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
｜领导等五部分，进一步明确全省巡视 便民＂行动，公布取消与群众企业办 ｜肃省管理局省级以下机构设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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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证明＂等１０４项证明事项，进一步 议审议，以省委编委文件印发实施。 ｜年鉴

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具体任 ｜事相关的＂企业法人管业执照＂＂健 见，经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务，是全省巡视工作的＂路线图＂和

简化办理手续和盖章环节。牵头制定
（供稿：杜维泽 印发《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见》《甘肃省
机构编制工作
２０１８年推行＂四办＂改革实施方案》
《深化＂四办＂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
【全省机构改革】制定印发贯彻 ｜民化工作方案》。印发通知督促省级
＂时间表＂。

２０ｇ

｜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配合主管部门，协调推进城市管理执 ＧＡＮＳＵ
法、安全生产、白龙江国有林场、环
保机构检测监察执法、科技创新等领
域体制改革，认真研究分析改革中存

在的矛盾问题，积极做好涉及机构调
落实省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 各行业部门］按照＂八统一＂要求，对 整、人员编制划转工作，保证各项改
见》，研究提出启动办公用房、机构
挂牌、班子宜布、印章刻制等工作的
｜建议意见，指导和督促各部门落实改

革任务。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构

改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研究起草

本行业、本系统省市县三级的政务服 革协调有序推进。
｜【机构编制管理】坚持把有限的
务事项进行比对规范，汇总形成全省
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指导目 编制资源用在民生领域和基层一线，

录，梳理依中请类政务服务事项共
１９６项．其中＂最多跑一次＂事项

｜会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

｜１６４项，占比为８３６？？报请省政府 ｜准重新核定全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的
｜体意见。以＂两办＂文件印发《省级 印发《甘肃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通知》，对全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进
涉改部门和单位机构人员转隶工作实 ｜试点方案》，确定兰州新区和兰州、 行重新核定。服务全省脱贫攻坚一号
甘肃省改革方案和市县机构改革的总

施方案》。１１月下旬，涉改部门人员
转隶工作基本完成，以新机构名称对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昌、天
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为＂证照分离＂改

｜外开展工作。按照先转隶、再做＂三

革试点。会同原省工商局、省政府法

｜机构及挂牌机构违规核定厅级领导职

转、机构、领导职数的调整工作。完

｜工程，给省扶贫办增设内设机构、核

增人员编制，在３５个贫困县所辖乡
镇，设立乡镇扶贫工作站，加强扶贫

定＂的原则，提请省委办公厅、省政 制办等部门梳理试点涉改事项？？， 机构工作力量。根据中央群团改革精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省级涉改部门和 组织召开培训推进会，解读政策，部 ｜神，对人员编制不足５名的县级总工
会、共青团、妇联机关调剂增加部分
单位开展＂三定＂工作的通知》。举 署任务。
办＂三定＂工作培训班进行专题培 【重点领域改革］２０１８年配合省 事业编制。结合机构改革，对自行设
训。按照中央要求，同步对甘肃省自 纪委监委、省检察院，全面完成全省 置的３个单设机构、１个合署办公机
｜行设置的副厅级党政机构、议事协调 各级纪委监委和检察院机关编制划 ｜构、２个实体化运行的挂牌机构进行
｜清理规范，

【机构编制管理信息化建设】调
数等问题进行清理消化。研究制定 成省以下地方法检两院机构编制统一
《省直有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方 管理体制调整的同时，会同省委政法 整优化机构编制实名制系统功能模
案》，明确承担行政职能的２８个事业 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对统一管理后 块，丰富查询报表等１１项功能，有效
单位、７家其他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市县法检两院机构编制日常工作权限 服务机构编制日常业务工作。全面推
调整事项。以＂两办＂文件印发文化 和程序进行明确。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行电子编制管理证，按照分类指导、
市场、农业２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 深人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 同步实施的原则，做好政策解读和推
｜革实施意见。召开市县机构改革工作 革精神，报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广辅导，指导市州按要求上报推广单
推进会进行安排都署，指导市县拟定 公厅印发《甘肃省深人推进经济发达 ｜位名录、细化方案、改进流程等工

改革方案。各促市县同步清理各种自 ｜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作，全面做好市县推广，推动管理精
｜设机构和岗位，对实体化运行的挂牌

《甘肃省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县级经 准化、全面化和动态化。统筹推进机

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等问题逐一清理 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根据省 关信息化，加强办公软件正版化工
｜规范。经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省委常 政府第１７６次常务会议精神，会同省 作，规范电子文档管理，启动网络安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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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级保护工作，持续做好门户网站 机关工委的充分肯定，一些兄弟省市 ｜开展集中培训，先后组织专题培训
群安全维护、网上名称管理、机构编 ｜ 作为学习借鉴；召开省直机关党的政 ２３０班次。大力开展＂执政本领提升
制统计等工作。
治建设推进会。开展纪念改革开放４０ 行动＂，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跟进机构 周年宣传教育系列活动。组织召开省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召开全省机关党
改革，规范办理全省涉改党政机构统 直机关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座谈会， 建理论研讨会，交流推广理论研究成
一社会信用代码有关事项。在酒泉、 系统总结４０年机关党建的经验启示。 果。组成６个调研督查组，对４１个部

｜张掖、白银、庆阳等４市开展推进事 指导各部门各单位开展文明单位创建 门学习教育情况开展抽查，实地发现
业单位法人信用评价制度化试点工 活动。举办＂文明的力量＂巡展，开 问题、及时反馈整改。在４７９０名党员
作。继续推进全省事业单位法人治理 展＂畅想十九大文化走基层＂＂弘扬 干部中开展思想动态调研，向省委专题
死 结构建设试点工作。全面推行年度报 传统文化＂＂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 上报调研报告，林铎书记专门批示省
ＧＡＮＳＵ 告公示制度，完成省直事业单位年度 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对培育的２６个省 直机关抓好落实。制定完善《省直机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报告公示８７２家。简化事业单位法人 直机关文明单位和１８个省级文明单位 关工委意识形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等１１项制度。
｜注的登记办理程序，完成设立登记２４ ｜创建情况进行督查。
家，变更登记５８９项，注销登记８ 【机关党的理论武装】制定印发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进
家。开展党政群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 政治理论学习安排意见，分１３个专题 ＂党建质量优化行动＂，举办２期提高
码基本信息备案审查工作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省直机关党建质量培训班，印发《省
｜ 【机构编制督查】借助巡视、审 思想学习。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 直机关工委落实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清
计、自查等平台，结合专项督查，建 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 单》《省直部门机关党委工作规范》，

立机构编制问题台账，进行汇总分
｜析，提出加强事前预防、督促检查、
协调配合、问题整改、执纪问责等５
｜方面建议。充分发挥１２３１０举报平台

规则》及省委《实施办法》。组织党 为各部门统一配发《机关党委会议记
员干部以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录》《机关纪委会议记录》，会同省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组织部对２７个部门］、８５个基层党组织

想三十讲》等著作为重点，读原著、
作用，加大各类举报件的查处力度。 学原文、怕原理，真正掌握精神实质
对中央编办移交的张掖市、陇南市机 和精髓要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形
｜构编制违规问题进行查处，办理结果 ｜成《全面加强新时代机关党的建设，

暗访督查，督促各部门对省委巡视反

馈的党建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
｜头看＂。开通机关党建ＡＰ。完辩换

届动态台账，指导１３个部门机关党委

坚决推动作风建设取得实效》《用科 如期完成换届选举对４６名机关基层
县教育系统、临洮县和会宁县司法行 学的思维方法研究解决机关党建＂灯 ｜党组织书记届中任免从严审核把关。
及时上报中央编办。受理并办结水昌
政系统举报问题。

（供稿：陶韬）

下黑＂问题》等１０余篇理论成果。持 对１０２９名党员发展对象进行集中培

｜续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机关活动， 训，督促整改２５７例发展党员不规范
逐级开展宜讲辅导１４００多场次。督促 问题。主动走访省直涉改部门，推动

｜指导党员领导干部和支部书记到所在 机关党建与机构改革同步推进。与省
支部讲党课。组织党员干部到革命纪 财政厅联合印发《甘肃省直属机关基
【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根据中共 念馆、革命旧址重温人党誓词、过集 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准的 体＂政治生日＂等。每月向省直机关 配合省委组织部起草机关党支部建设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中共甘肃省 ２８万多名党员发送８条＂手机党课＂ 标准化《手册》，制定推进方案，系
省直机关党建

直属机关工委更改为中共甘肃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
｜【机关党的政治建设】２０１８年，

中共甘肃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以下简
称＂省委直属工委＂）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新修改的《党章》
一些部门开展《党章》宜讲解读。制
定《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

信息，年内共发送５０８条；在甘肃机 统培训指导，抓好２２０个示范点，给
关党建网、丝路明珠网开展圳论学习 ４０００多个党支部统一配发标准化手册
＂每日一题＂答题活动；在省直机关 和支部工作手册，分５个阶段１２个步

微信公众平台及时推送信息１２０篇， 骤全面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采取
阅读量８万多人次；及时更新＂甘肃 ｜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常态化督

机关党建网＂内容，刊载２０００多篇信 导等有力举措，全面落实６个方面标

息，访问量突破３６０多万次。制定印 ｜准２７项具体规范。组成１０个交叉观
｜发教育培训项目计划，工委党校举办 摩组，由１０３个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强和改进省直机关党建工作的意 １７期培训班，培训处科级竟员干部、 ｜参加，深人省直各部门开展党支部建
见》，提请省委党建领导小组审议通 ｜党支部书记、党员发展对象、群团干 设标准化交叉观摩，通过＂述、看、
｜过，印发全省执行，得到巾央和国家 部等１８３８人次，带动各级党组织层层查、问、评＂等方式，全面推动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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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重点任务落细落小、落地落实。 名各行业代表开展第三方满意度测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强化监各执
分３个层次扎实开展机关党组织书记 评，在省直机关和社会各界产生良好 纪间责。对各部门机关纪委书记和专
向上级党组织述党建工作。部署开展 反响。编发作风建设年活动简报４５ 职纪检专干进行系统培训。完善信访

省直部门机关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 期，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报送专报１２ ｜举报平台建设，健全信访举报台账，
作述职评议工作，由１０名机关党委书 期。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服 督促信访案件逐一落实。紧盯元且、

记进行大会述职，９３个部门书面述 务中心的桥梁组带作用。举办省直机 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时间节点，

｜职。建立健全机关党建考核测评体 关第十一届职工运动会，９个省直单 以书面通知、廉政短信、个别谈话、
系，采用听取汇报、单位测评、个别 ｜位的５８００多名运动员直接参加１２个 ｜组织学习等形式，预防节日腐败。立

谈话、查阅资料、评估打分等方式， 项目的比赛，并组织３０多名优秀运动
｜对省直各部门机关党建工作完成情况 员参加省第十四届运动会。分层次举
进行严格考评。同时，召开＂两优一 办职工公文写作技能竟赛。召开省直
先＂表彰大会，对各行各业中涌现出 机关青年助力脱贫攻坚青春故事分享
的１５名优秀共产党员、１００名优秀党 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计划、心理健
务工作者、１００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进 康服务、困难职工帮扶、单身青年联
行通报表彰。

｜谊、＂青年大学习＂＂争做新时代向上

【推进全省作风建设年活动】省 向善好青年＂＂大手拉小手、情满童
委直属工委主动协调配合省委办公 心路＂等品牌活动。授予＂甘肃省直

厅、省政府办公厅，认真履行全省作

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１０名，表彰

案审查处级党员干部违纪案件４起、５
人，审理批复处级党员干部违纪案件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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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起、１０９人。
ＧＡＮＳＵ
【助力脱贫攻坚】研究制定《省

直机关工委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责任清
单》，与帮扶村开展＂五个一＂结对
共建活动，协调项目资金近２５２０万
元，开展牛羊养殖、中药材种植等技
能培训１０００多人次。工委领导率先垂
范经常深入帮扶点、７９名帮扶责任人

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省直优秀共青团员＂３７名、＂省直优 先后分１０批次深人到１６５个建档立卡
提请省委省政府印发《实施方案》， ｜秀共青团干部＂２１名、＂五四红旗区 贫困户，推动＂一户一策＂精准脱贫
计划落实。表彰奖励党员致富带头
召开动员部署会、领导小组会、３次 组织＂１５个。
【加强纪律建设和目常监督】坚 人、孝敬公婆好儿媳、家庭和睦好公
｜办公室主任会和１次推进会，有力有
序推动作风建设年活动。围绕落实６ 持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作为 婆、团结友善好邻里、干净整洁好家

项总体要求、解决６个方面问题，分 各级党组织履职尽责的突破口，在常 庭１００人（户），组织退休老干部赴帮
别召开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民营企业家 ｜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推 ｜扶村开展＂离岗不忘脱贫，离职不忘

座谈会征求意见建议，大力宣传报道 动全面从严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 农村＂观摩学习活动，助力脱贫攻
玉门＂一处跑跑一次＂、环县＂三零 ｜硬。一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坚。４名驻村第一书记用心用情用力

三式＂、张掖环评改革、天水城市道 任。指导督促部委党组（党委）认真 ｜开展帮扶，住在村上抓工作。认真履
｜路建设、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服务企业 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的精神，健全 行组长单位职责，编印《帮扶康乐县
２８条等典型经验。以折达公路问题为 完善省委直属工委、党组（党委）、 脱贫攻坚工作手册》，召开２次协调会

｜ 负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点名道姓公 ｜机关党委、基层党支部抓党建责任清 和２次推进会，对驻村帮扶干部履职

单。实行省属机关工委抓党建责任区 情况明察暗访，开展半年工作督查和
２４人，转办督办１８２２个举报问题，查 制度，将１０３个省直部门划分为８个 年度考核。
｜开曝光２１人，内部通报４７个单位

处作风违纪违规问题１１６５起、３１９４ ｜责任区。建立工委与省直部门党组

（供稿：康斌 梁希晨）

｜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 （党委）抓党建协调联动机制。健全

信访工作
理，发挥有力震慑警示效应。先后５ 重大决策部署征求基层意见工作机
次对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１０３个省 ｜制。二是加强党规党纪教育。组织党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信访系统
｜直部门进行作风抽查，并持续开展近 员干部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深人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信访
３个月的暗访活动，传导责任和压 ｜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力。协调５８名厅局领导和６１０名处长 例》等党内法规，开展＂纪律教育 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年初省委政法
参加＂阳光在线＂节日，现场回答和 月＂活动。举办４期＂廉致教育大讲 工作会议和全省信访局长会议的安排
受理群众问题９３４件，倒通机关作风 堂＂和＂道德大讲堂＂，组织收看 ｜ 部署，积极落实＂１２３４＂工作思路。

改进。运用网上社会评议、第三方满 《巡视利剑》《打铁还需自身硬》等警 全年全省信访总量同比上升４．９？？其

｜意度测评、日常考评等方式，广泛开 示教育片，对３８名省直部／违纪党员 中来信同比上升５０．７？？？访同比分
展机关作风和政风行风评议活动，３２ ｜干部指名道姓通报，参观警示教育基 别上升６．７？？１．９？？？体访同比批次
万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网上评议，２５０１ 地，旁听法院审判活动，筑牢拒腐防 下降６．２？？人次下降００４？？？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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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好信访工作作出批示指示；省委 开视频推进会，推动攻坚战深入开
｜访同比上升３１．５？？？京地区非接待
场所有关人员同比下降２０．９？？全省 常委和副省长亲自批办重要信访事 ｜ 展。对特别重大、久拖不决的复杂疑
信访形势总体向好、平稳可控，呈现 项，协调化解重大疑难复杂信访问 难问题，制定《省信访局与省委督查
出＂两升两降＂（全省信访总量、米 题。林释书记批示５９次，唐仁健省长 室省政府督查室联合督查办法》，列
｜省信访总量上升，来省集体访、北京 批示２４次，其他省级领导批示６０ ｜入省委省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增
｜地区非接待场所有关人员下降）的 次，带动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甘肃 ｜强各查督办的权威和实效。截至２０１８
｜省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将信 年底，国家信访局和省信访局交办、
甘肃态势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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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全省 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 市县两级摸排的１２００余件重点信访事
信访系统深人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亲自上手，分管领导全力以赴，初步 项基本化解，工作成效显著

【服务经济社会】紧跟中央和省
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 形成＂大信访＂工作格局。推进阳光
ＧＡＮＳＵ 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做好＂三篇文 信访，加强信访信息系统优化和深度 委省政府对打赢三大攻坚战作出的部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章＂（做好强化担当抓落实、齐抓共 应用，用好网上信访平台，加大网上 署安排，完善月通报、季研判，认真

管聚合力、转变作风带队伍），推动 信访平台对接和信访信息系统整合力 梳理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

｜＂十个转变＂（狠抓信访工作政治站位 ｜度，实行网上受理、加强落地办理、 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
｜提升，积极推动党的建设与业务工作 全程公开透明，接受群众评价监督； 考；紧贴三中全会、全国＂两会＂、
由＂结合不紧＂向＂深度融合＂转 畅通信访渠道，压实首接首办责任， 中非论坛和全省＂两会＂、文博会、

变；狠抓信访工作阳光运行，积极推 积极探索和推广让群众＂最多访一 ｜药博会等重大节会，积极会同有关地

动信访受理渠道由＂一窗受理＂向 次＂的做法，推动信访事项及时就地 方和部门协调联动，全力做好信访保
＂多门受理＂转变；狠抓信访工作法 解决；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信访，深 障任务，受到中央信访联席办的通报

治化建设，积极推动信访问题解决方
式由＂行政主导＂为主向＂法治主
导＂为主转变；狠抓信访工作责任体
系建设，积极推动信访工作责任洛实
由＂强调问责＂向＂常态问责＂转
变；狠抓信访工作基层基础建设，积

入贯彻信访法治化建设的意见，落９

表扬；紧盯群众信访中的扬言类、苗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按照＂

头性信息，加大源头预防化解力度，
强化信访风险预警防控，有效预防大

访诉分离、依法分类处理工作要求。

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总体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在全省组织开展重点
领域、重点群体、重点问题、重点人
｜极推动职责流程由＂大包大揽＂向 员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研究形成
＂精细精准＂转变；狠抓信访工作机 ＂３４５＂（三个亲自：各级领导干部亲

规模集体访、个人极端行为和媒体负

面妙作的发生。同时，各级信访部门
结合巡视督察、扫黑除恶等专项行
动，借势借力助推难题破解，彰显信
访部门责任担当。

制建设，积极推动信访工作格局由 自研究部署、亲自协调推动、亲自包 【信访网络建设】织密受理群众
＂单打独斗＂向＂齐抓共管＂转变； 案接访。四项具体措施：上提（上提 反映投诉渠道网络。坚持以人民为中
裂抓信访问题有效化解，积极推动群 ｜一级破解难题）、下抓（下抓一级落 心，按照＂只进一扇门，最多跑－

｜众诉求办理方式由＂程序流转＂向 ｜实责任）、外督（对责任单位通过督
＂实质解决＂转变；狠抓信访意识形 查督办促问题化解）、内规（信访系
｜态领域工作，积极推动奥论宣传由 统内部通过抓程序规范提升办理质
＂只做不说＂向＂主动发声＂转变； 量）。五点工作要求：双交办（网上

｜ 次＂要求，健全完善＂访、信、网、

｜升，积极推动服务方式由＂统计汇 实质解决情况，又查履职尽责情
｜总＂向＂分析研判＂转变：狠抓信访 ｜况）、双见面（与责任单位和双方当
工作队伍建设，积极推动信访干部能 事人都见面）、双规范（规范各级干
｜力素质由＂平面单一＂向＂复合多 部行政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检

路＂，让网上信访管用、顶用，让群

电、视频＂五位一体受理渠道，方便

｜群众，服务群众。采取祝频接访形
式，推动同题化解，降低群众信访成
狠抓信访工作服务社会大局能力提 ｜网下同步交办）、双查看（既查问题 ｜本，实现＂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

众会用、愿用网上信访反映问题，为

｜群众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提供更便

捷、高效、人性化服务。织密信访工

验（以信访群众真实感受和信访走势 ｜作责任制网络。认真抓好中央《信访
一协调，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大 检验化解成效）信访事项化解模式。 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甘肃省《实
信访＂工作格局。省委常委会３次研 建立《上级交办信访事项报告报批制 施细则》的落地执行，健全完善信访
究部署信访工作，省政府党组会专题 度》，省市县三级党政领导坚持高位 工作责任体系，推动信访工作责任制
听取汇报、分析形势，林铎书记、启 ｜推动、逐级审核，统筹整合各方资源 落实，织密织牢横向到部门、纵向到
仁健省长每月定期阅批群众来信，坚 力量，全力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省信 基层的信访工作责任制网络。建立科
｜持阅批《每日信访要情呈报》，多次 访联席办两次组织实地督查，及时召 学合理的考核体系，进一步细化属地
｜能＂转变），努力构建党委和政府续

８０｜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责任、部门责任、领导责任，把工作

件，将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 市范围内开展保密法治宝传教育巡回

细分到末端、责任落实到个人，做到 责，省委机要局的职责整合，组建省

展览活动，同时，甘肃省国家保密局

组织力量对＂七五＂法治宜传教育认
关，归口省委办公厅管理。省委机要 真开展中期督查。五月份，集中开展
｜ 【信访事项办理＂六清六准＂】 和保密局加挂国家保密局、省国家密 保密法治宣传月，全省各级单位组织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只进一扇门、 码管理局牌子、
领导干部和涉密人员通过保密专题党

事事明责、人人有责、易于问责，以 委机要和保密局，作为省委工作机

信访责任压实推动信访工作落实。

最多跑一次＂要求，提出规范信访事 甘肃省保密技术服务中心项日于 ｜课集中学习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甘肃
项办理＂六清六准＂的工作标准：事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８日顺利开工建设。省 ｜保密法律法规和保密工作基本知识。
项办理流程清、一次宜传解释引导 保密科技测评中心和省保密监管中心 ｜全年全省开展保密专题党课１０００余 年鉴
｜准，问题分类渠道清、一次甄别判定 已根据省编办的批复，作为下属事业 次，１８万余人参加保密基本知识竞 ２０ｇ
分流准，诉求解决责任清、一次受理 单位纳入了保密局序列。面向社会自 赛，发送短信３万余条，组织观看保 ＧＡＮＳＵ
转办交办准，案件成因症结清、一次 主公开招录专业技术人员，择优接收 密警示教育片６００余次，发放各类保
｜密宣传教育资料４万余
复查复核结论准，形势趋势把握清、 军转干部３人，完成人员选用。
一次分析研判反映准，失职失责事实 【保密工作督查】２０１８年，甘肃 ｜ 【保密科技及服务保障】２０１８年
清、一次问责追责建议准。
省国家保密局会同省委督查室对各市 甘肃省国家保密局以平台建设为重
【信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１０） 州、省直各部门落实《中共甘肃省委 ｜点，加大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和使
｜份，中央信访工作督察组对甘肃省信 关于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的实施意 用，不断增强保密防护能力，提升监
访工作制度改革举措落实和信访矛盾 见》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查，省委确 管水平，为保密工作转型升级提供技

化解攻坚工作进行实地督察，督察组 定的＂用５年左右时间形成基本防控 ｜术支撑。２０１８年共保障涉密会议７０余
｜对全省的信访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

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信访工作的
重视前所未有，高位推动的良好态势
｜位居全国前列、谋划落实的思路举措
位居全国前列、破解难题的措施办法
位居全国前列。同时，还对甘肃省信
访工作中探索创新，提出做好＂三篇
｜文章＂、推动＂十个转变＂、努力构建
齐抓共管、各负其责＂大信访＂工作
格局的工作思路，化解信访问题的
＂３４５＂工作模式，在全省建立信访一

能力＂的目标取得阶段性成效。其 次，回收并销毁各类国家秘密载体
中，兰州市在贯彻落实中逐步摸索出 １４７吨，完成各类全国统一考试保密

｜的＂１２３４＂工作模式，即区县保密部 监督检查服务保障任务２５次。

门有１个机构、２个牌子、３人以上工
作人员、４间业务和办公用房的做法

（供稿：刘津汶）

很有借鉴意义。按照《甘肃省机构改

精神文明建设

单位涉密人员管理、涉密文件交接等

【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
建设】２０１８年，省文明办落实中央办

革方案》，甘肃省国家保密局对涉改
作进行全面检查。

【保密检查查处】围绕定密、Ｉ 公厅《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络、涉密人员＂三大管理＂任务，采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起草

线双向挂职交流机制和上级交办事项报 用自查自评、进驻式检查、＂双随 并提请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新
告报批制度、每日访情报告制度、分析 机＂抽查等方式，持续强化监督检查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的实
研判制度等经验做法给予高度评价。１１ ｜力度。依雕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惯 施意见》。组建成立以省委书记为组

月７日，省信访局局长秦仰贤和定西市 化服务改革要求，简化审批手续、规 长的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
信访局副局长赵贵成赴京，参与录制国 ｜范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 点工作指导组，推动形成＂三级设
家信访局和新华阿联合推出的＂改革· 平。全省各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置、五级联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足迹信访访谈１＋１＂节目，向全国推广

甘肃信访工作的经验做法。
（供稿：赵沛芷）

保密工作

权力清单＂，厘清行政职责。
制，筛选确定全省１３个市州的１６个
【保密干部培训］２０１８年，甘肃 县（市、区）为首批试点地区，组织
省国家保密局在四川大学举办一期全 开展以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宜讲
省保密干部培训班，兰州、戴南等市 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
在浙江大学举办培训肝。全省保密干 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等

部专业培训实现＂全覆盖＂，保密干 为重点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保密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部的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１５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２０１８年，省文明办组织开展中国特色
【保密法治宣传教育］２０１８年
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机构改革方 兰州、嘉峪关、渭泉、天水、平凉、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深人宣
案〉的通知》厅字〔２０１８］１２０号文定西等市州结合当地工作特点，在全｜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８１

涵和实践要求，依托道德讲堂、乡村织开展第五届甘肃省广播电视＂讲文

｜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

阵地平台，深入实施以社会主义核心 ｜共评出优秀作品２０部、人围作品４０
价值观主题宣传教育＂十大创建行 ｜部，其中重点播出的《文明丧葬、回
动＂为主题的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 ｜归自然》《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
断加大核心价值观在全省文明程度指 本真》等作品受到社会一致好评，有
数测评中的分值比重，推动各地各行 ｜力传播社会新风正气和道德价值；着

动移风易俗视频会议，先后３次对平

学校少年宫、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 见》，组织召开全省治理高价彩礼推

署

甘肃 业把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市民公约、乡
年鉴 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章等社会

死 规范中，积极引导各地建设核心价值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观主题公园、主题广场、主题街区。
组织开展《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立法工作。编批发行《蓝皮书·
甘肃 省精神文明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该书是甘肃首次以蓝皮书
｜的形式，全面总结过去一年全省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成效，并在此基础上对

凉、庆阳、武威、临夏等地治理情况

进行各导调研，回复办理省领导对治
理高价彩礼有关批示的督办转办件８

件（次），指导推动各地起草制定治
力加大＂讲文明树新风＂和＂图说我 理高价彩礼实施意见或工作方案，从
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在主要新闻媒 ｜修订村规民约、建立红白理事会、限
体和社会媒介的刊播力度，全年各级 高彩礼标准、规范婚姻中介、紧盯关
各类媒体共制作播出电视类公益广告 键少数，加强宣传引导、实现区域共
２５万分钟，广播类公益广告３０万分 治等７个方面，不新加大对高价彩礼
钟，公益广告的制作水平和感染力吸 的治理力度，有效遏制高价彩礼的蔓
引力明昱提升。
延趋势，文明婚嫁的良好风尚基本
【精神文明五大创建活动】２０１８ 形成。
年，省文明办组织开展以文明城市、
｜【诚信建设制度化］２０１８年，省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文明办组织召开第８期＂共筑诚信·

新一年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形势进 ｜明校园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精神文明 德剂院原＂甘肃省诚信＂红黑榜＂新
行分析预测，这在全国尚属首例，是 创建活动，着力形成＂大文明＂的工 闻发布会，进一步扩大诚信＂红黑

甘肃省文明办系统落实＂守正创新＂ ｜作格局。持续开展全省文明程度指数 榜＂涉及领域和发布范围，首次将环

｜工作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甘肃精 测评和省级各类文明单位验收考核， 境保护、公路运输等事关民生的重点
｜神文明战线改进工作，更好地促进甘 集中力量对１４个市州的４４个县 领域纳入发布范围，公开褒扬红榜企

｜ 肃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 （市、区）的文明程度和各地以及省
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动 直机关工委推荐上报的４１４个各类创
力、丰润的道德滋养和良好的文化 建组织进行测评验收，召开第十四批
条件。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命名表彰大会，对
【第六届甘肃省道德模范评选表 ４个省级文明城市、１３个文明县
彰活动】２０１８年，省文明办组织开展 （区）、１９７个文明单位、４０个文明乡

｜业１３７家，联合惩戒黑榜企业７５家，
并发布相应惩戒措施，境内外５０余家
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带动各地相继建立诚信＂红黑榜＂新
闻发布制度，集中发布３７８６个红榜名

单，２６２４个黑榜名单以及３６条惩戒
｜第六届甘肃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 镇、８７个文明村、４７个文明社区和９５ 措施。制定全省《关于集中治理诚信
｜动，命名表彰２８名甘肃省道德模范。 名先进工作者进行命名表彰。组织开 缺失突出问题提升全社会诚信水平的
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活动，制 ｜展第二届甘肃省文明家庭评选表彰工 实施意见》，从１９个方面对治理工作

作播出５部反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的 作，３０户家庭获得＂甘肃省文明家 提出要求，明确责任主体和治理重
公益广告和微纪录电影，在省内主要 庭＂称号。在全省１１个市州举办＂我 点，有力推动全省诚信建设制度化

新闻媒体广泛刊播，在各级各类道德 为文明家庭拍张照＂摄影展巡展活 ｜进程。
｜ 讲堂深人宣传；先后通过走访慰问、 动，通过巡回宜传展示、制作刊播７ 【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２０１８
座谈联欢、褒奖嘉许、集中体检等方 户全国文明家庭公益视频短片、编制 年，省文明办围绕贯彻落实《志愿服
｜式，为道德模范送去温暖、解决困 制作《甘肃文明家庭风采画册》，全 ｜务条例》，组织举办３期全省志愿服务
｜难，树立起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鲜 面展示全省家庭文明建设的丰硕成 ｜信息系统培训班，推动各地志愿服务
明价值导向；持续推进身边好人评树 ｜果。对符合创建条件的１７所高校、 基础信息的链接交换和互联互通；部
活动，评选上榜甘肃好人２２名，其 １８２所中学和１２６所小学授予省级文明 署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全国学宙锋志愿服务
｜中２６人荣登＂中国好人榜＂，成为广 ｜ 校园称号，并从中推荐６所高校、２０１ ｜＂四个１００＂先进典型和全省＂四个十
所中小学校为创建全国文明校网先进 佳＂评选推荐和学习宜传活动，共推
大干部群众励志的标杆、学习自
楷模。

学校。

荐上报４０名全国先进典型，评选产生

【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 １０名省级先进典型。持续推动＂凡人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 专项行动］２０１８年，省文明办围绕贯｜善举·情暖发原＂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２０１８年，省文明办、省广播电视局组彻落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的《甘肃省治动，协助开展＂崇尚光明·反哺家

【第五届甘肃省广播电视＂讲文

｜８２｜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乡＂志愿服务项目在临夏州东乡县、

甘南州夏河县的专家义诊活动。

会、情况通报会和全省离退休干部助 位通过制定出台《联系服务离退休干
｜力脱贫攻坚专题报告会，组织省级离 ｜部十条规定》《＂一对一＂结对服务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２０１８ 退休干部赴兰州新区、天水市参观考 制度》《老干部精准服务工作清单》、

年，省文明办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 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赴白银市开展 《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遗属）帮扶

｜道德建设工作，组织＂新时代甘肃好 ｜＂看发展、话改革、度重阳＂考察活 办法》等，为精准服务提供制度性保

少年＂推荐评选活动，集中发布第 动，着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征集意 障。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开发建设离
一、二季度好少年先进事迹，全年共 见建议。省委老干局与省委组织部、 退休干部＂互联网＋智慧党建＋学习教 甘肃
评选４４名＂新时代甘肃好少年＂，其 ｜省扶贫办联合制定实施方案，召开全 育＋舆论宣传＂信息化服务管理平
中９人成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候选 省离退休干部＂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台，建设支撑系统运行的离退休干部 ｜年鉴
｜人；组织开展８４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建 ｜动员大会，在全省离退休干部中部署 个人信息数据库，为量化分析、精准 ２０ｓ
设工作，督导调研全省乡村学校少年 开展助力党建扶贫、产业扶贫、教育 服务、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召开 ｜ＧＡＮＳＵ
宫建设情况，协助中国文联在东乡 ｜扶贫、科技扶贫、扶志扶贫、健康扶 全省老干部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建设
县、武都区、天祝县、凉州区举办１６ 贫、关爱帮扶、志愿服务等＂八项行 业务培训会，普及推广信息化平台应
期乡村学校少年宫艺术辅导员培训 ｜动＂，组织引导老同志为打赢脱贫攻 用。采集录入离退休干部３０多项个人

｜班，累计培训艺术辅导员３０００人
（次）。

（供稿：李文龙 张珊）
老干部工作
｜【离退休干部党建】２０１８年，全

｜省５市７县区成立离退休干部党工

｜委。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离退休干

坚战凝聚智慧、贡献力量。发挥老教
授、老科技工作者在脱贫攻坚中的智

信息。

｜【文化养老】２０１８年，省委老干

力优势，印发《关于组织全省离退休 局协调指导省老年大学、省老干部活

干部开展＂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志愿 动中心落实联席会议制度，不断改善

服务活动的通知》，在全省组建１００个 基础设施条件。全省各级老年大学、
以上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团队，组织 老干部活动中心岗绕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动员１０００名以上离退休干部开展 周年，举办离退休干部书画联展和专

＂助力脱贫攻坚＂志愿服务活动。先 题文艺汇演，全省地厅级退休干部读

后在东乡县、会宁县、环县组织开展 书班，通过专家箱导、现场教学、送

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 离退休干部党建结对、科技扶贫和送 ｜学上门、寄送资料、信息推送等方
见》，提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 温暖活动，捐赠资金物资达３６０多万 式，充分发挥各级老干部党校、老年

＂八个标准化＂总体要求和目标举 元，培训农民３００余人次。全省开展

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主阵地作用。
【离休干部生活待遇经费保障】

措。配套制定《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主 各类主题教育活动６００多场次、组织
要职责及考核办法（试行）》等５项 征文１２．５万篇、参与＂五老＂６万多 ２０１８年筹集资金３０．６万元，分期分批
管理制度，为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人次。先后投资４８１７万元，实施并建 对易地安置在全国２１个省区市的１０２
｜建设细化任务、规范流程、界定标

成和政县＂同维希望小学＂、＂少年硅 名离休干部进行全覆盖走访慰问。调

准，也为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离退休 ｜谷＂创客教育示范教室、＂双千工 整提高离休干部无固定收人遗属生活
干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提供政策 程＂、＂校园开心农场＂、＂爱心书屋＂ 困难补助费，每人每月增加３００元，
依据和制度保障。完善局领导班子联 等９大项目，有力改善了贫困地区青 惠及全省离休干部遗属４１９５人，年增

加资金１４８８万元。争取财政专项资
｜系指导和机关处室包抓机制，突出抓 少年学习生活条件。
【老干部精准服务】２０１８年，省 金，落实省属闲难企业离休干部＂两
｜好３市６县（市、区）９个示范点引领
｜辐射、示范带动作用的发挥。完善离 ｜委老干局与省委组织部等７部门联合 项经费＂、无固定收入遗属生活困难
｜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保障机制，制定 ｜制定《关于精准服务离退休干部的指 ｜补助费和兰外省属困难企业离休干部
《甘肃省直事业单位离退休干部党建 导意见》，明确提出思想引领、待遇 医药费补助资金６６０．２４万元，补助市

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为省直机 落实、服务保障、组织领导等４个方 县困难企业离休干部医药费１１６５万
｜关事业单位各级离退休干部党委、党 ｜面２０项内容的服务要求和具体任务 ｜元，为１７６名参加兰州市医药费单独
总支、党支部拨付专项工作经费４８９ 较好地解决了精准服务做什么、怎么 统筹的省属困难企业离休干部申报财
万元。全年先后举办２期全省离退休 ｜做的问题。制定《省级老同志逝世后 政代缴统筹金１５６．７８万元，共计１９００
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丧事办理工作流程》、《省级老同志住 多万元。对５０多家省直单位省属困难
【离退休干部正能量活动】２０１８ 院看望袋问办法》、《省级老同志海南 企业中有特殊困难的离休干部及遗属

年，甘肃精准把握老干部各项政治待 疗养管理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进 情况进行全面摸底统计、建档立卡，
遇，先后召开省级老同志迎春茶话 一步规范老同志服务管理。各地各单 实行动态管理、进行精准帮扶。全年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８３

舅

先后对５０名红军时期离休干部及遗埔 １２万元购买化肥７２５袋，帮助两村发 ｜地＂。省关工委命名了第三批１０个
发放生活困难补助费１８．５万元，对省 展基础产业和大棚蔬菜产业。组织开 ｜＂甘肃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直部门］、省属企业３１４名特困离退休 展＂认领蔬菜大棚助推贫困户脱贫＂ 【关爱帮扶青少年】２０１８年，省
干部、离休干部遗属和全省百岁以上 ｜活动，局系统２６名帮扶干部认领蔬菜 关工委共实施９个项目，引进深圳同
离休干部发放慰间金６２８万元，有力 ｜大棚３５座。仅厍曲村１２００座大棚蔬 维电子有限公司资金４１５万元，地方
解决了老同志实际因难和问题。
菜一项，年总收入４８０万元，人均收 配套５５０万元，在和政县陈家集镇陈
【老干部工作调研宣传与信息化 人２５８７元。针对两个帮扶村集体经济 家集村建成第二所＂同维希望小学＂

甘肃 建设】２０１８年，省委老干局按照中组
年鉴 部要求，在全省组织开展＂我看改革

为零的现状，筹措资金２０万元，帮助 并投入使用；争取中国下一代教育基

｜两村发展集体经济，已初见成效。先

金会支持，投人２２０万元，其中地方

团 开放新成就＂调研活动，对全省１４个 后为两村小学捐赠１０余万元学习和生 配套６６万元，在嘉峪关、酒泉、张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市州、２３个县（市）区和１０个省直单 活用品，对两村３４６名高中及以上在 掖、武威、白银等５市２０所中小学建

位的老干部工作进行全面调研督查， 校生捐赠助学金３４．６万元；组织医疗

｜上门对１０位省级老同志进行访谈，综

成＂少年硅谷＂创客教育示范教室２０
专家及医护人员下乡进村诊治３４０人 个，举办项目学校科技教师培训班，并

合提炼各地各单位上报的１５０多篇调 次、开具处方４６０多份、发放宣传资 ｜达成再捐总价值１８７８万元的协议，建

研报告，形成《甘肃省关于在离退休 料２０００余份；为两村６５０户农户赠送 立１４８所创客教育示范教室；投入４０
干部中开展＂我看改革开放新成就＂ 价值１０万元的加厚保暖门帘、价值 万元，继续实施＂双千工程＂，带动
专题调研活动的报告》１篇。全省各 ２０．７万元的羽绒服。局系统帮扶干部 各地配套资金２６０余方元，救助贫困

级组织广泛开展老干部工作调研活 围绕帮扶户子女人托、子女就业、看 家庭青少年２０４３４人，培训青年农民
｜动，共形成调研报告２３０多篇，数量 病就医、房屋搬迁、农产品销售等方 ６９４７２人：投入１００万元，按照每所学
为历年之最。全年在《中组部情况交 面，帮办实事１８９件。
校５万元标准，在全省１４个市州＂春

流》刊登稿件４篇，中组部老干部局

（供稿：贾世玮）

｜＂离退休干部工作＂微信公众号发布

信息７条，上传＂大组工网＂发布信关心下一代工作
息３４条，《中国老年报》刊登稿件８
篇，《甘肃日报》刊登稿件１３篇，《ｌ

苗营养厨房＂项目学校择优建成第二
批２０个省级＂校园开心农场＂；募集
５０万元图书，在全省５个市州留守儿
童相对集中的贫困地区中小学校建成

｜【主题教育与示范基地建设】开 第二批＂爱心书屋＂４６个；协调争取
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
兰州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
｜肃新闻》播放工作信息６条。＂甘肃老
干部工作网＂全年审定编辑发布信息 ｜主题教育活动。嘉峪关市关工委＂传 持，捐资２０万元，资助东乡县龙泉学

４２０余条约３０万字，浏览量达１７０万 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主题微 校；向东乡、环县、积石山三县贫闲
人次；＂甘肃离退休干部之家＂网络 话剧展演，酒泉市关工委举办＂传承 农村青少年捐赠价值１２８万元共３０００

互动平台发帖跟帖１０万余条，浏览量 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武威市 件羽绒服和棉服；联合兰州市关工
达２８０万人次。
关工委举办＂文明城市小主人＂书画 委，争取３６１＂体育用品公司捐赠的价

【脱贫攻坚帮扶］２０１８年、省委 摄影展，金吕市、陇南市、地矿局、 值２０００万元８万双运动鞋；组织省关
老干局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帮扶工作 ｜金川集团关工委＂讲好党史国史故 工委老教授关爱团编写《农区饲养肉
的基础工程来抓，积极协调省环保 事＂＂忆传统、讲故事＂，中国铁路兰 ｜用羊实用技术》《花椒种植实用技

厅，争取库曲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３０ 州局集团关工委开展＂八个融人，传 ｜术》等种养殖培训教材，免费赠阅，
万元、李家沟小流域治理项目３０万 承红色基因＂系列活动、甘南州关工 并组织老专家、老教授赴东乡县等地
元、大沟馆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４０ 委＂读红色经典，建书香社会＂等活 开展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和技能培训。
【＂绿脚印、全热爱＂大型公益
林果种植配套滴灌设施项目、５３１万 ６００多场次，组织征文１２５万篇，参 活动】兰州市关工委开展＂绿脚印、
元的水上保持淤地坝工程建设项目 与＂五老＂６万多人次。省关工委在 ｜全热爱＂大型公益活动，天水市关工

万元；建成投资近１０００万元的库曲村 动。全年全省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协调督促大沟镇整合１０００万元扶贫资 《甘肃关心下一代》杂志、＂甘肃关工 委募集社会关爱资金和物品价值３２５６

金，用于道路硬化、种养殖业奖补等 ｜网＂开盛＂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万余元，救助困境青少年８５０多名，

｜方面，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 新人＂专栏，刊登理论宣传文章２００ 定西市关工委募集资金３４２１６万元，
配合省委办公厅建设大沟镇投资达Ｓ 多篇。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和八路军兰 资助贫困学生２．４８万人。
亿元驴产业链项目；筹资１５万元开展 州办事处纪念馆被中国关工委命名为 【＂五老两送三进＂活动】组织
残疾人捐赠助残设备活动。筹措经费 ＂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开
开展＂五老两送三进＂活动，开展
８４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零犯罪学校＂＂零犯罪社区＂创建Ｔ

【党史编撰与出版】２０１８年，省：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上报７篇。

作。选配＂五老＂法律辅导员２１７５

委党史研究室完成《中国共产党甘肃

校、青少年法制警示教育基地、法律

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三卷）》编撰
工作，征集到２５个省直部门的改革开
放专题资料。组织编撰完成《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史》送审稿。出版《院原
｜红故事》（第一辑）、《实践甘肃战略
｜发展转变》《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纪
实（（２０１７）》等书籍。完成第二轮

【党史书籍影视审读审看】２０１８
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审读《中国共产
｜人、法制副校长２４２５人，依托假日学 ｜历史》（第一卷）修订稿。启动《中
咨询台和青少年维权岗，帮教失足、

失管、失业、失学、失亲等＂五失＂
青少年８３１０８人次。开展网吧义务监
督工作，联合文化厅聘请了第四批省
级＂五老＂网吧义务监督员１１２名，
参与校园周边网吧治理，努力净化社
会文化环境。庆阳市西峰区关工委成 《甘肃省志·共产党志》初稍和终审
立的心怡咨询调解服务中心，平凉市 工作。完成《中国共产觉甘肃大事纪
第五中学建立的青少年禁毒教育基 实（２０１８）》大事条目的编写工作。
地，张掖市关工委组织２００名＂五老＂ 完成《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简明知识
与１７２名单亲、父母不在身边的青少年 读本（二）》送审稿。完成《Ⅱ肃党
＂１＋１＂结对帮扶，白银市关工委招募 史重大问题研究》初稿。

志愿者与失足青少年结对帮教，敦煌

｜【党史课题研究与资料征编｝

党白银市白银区历史（１９２１－
１９７８）》《中国共产党古浪县历史
（１９２１－１９７８）》《中国共产党民勤历

史（１９３６－１９７８）》《中国共产党临泽 甘肃
历史（１９３６－１９７８）》《中国共产觉甘
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历史（１９３７－ 年鉴
１９７８）》《中国共产党皋兰历史

２０Ｍｇ

（１９４９－２０１７）》《中国共产党麦积区 ＧＡＮＳＵ

历史》等７部县区党史正本；审读
《庆阳甘肃老区扶贫攻坚大事记》《庆

阳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纪实》《中国共

产党武威市历史大事记》等３部书
稿：审读《英雄初心——李培福＂面

向群众＂的传奇》《西北工合运动

２０１８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完成甘肃省 史》《红军长征在静宁》《酒泉市改革
｜【基层关工委建设】按照２０２０年 社科误题《南梁精神当代价值研究》 开放４０年专辑》等９部书稿；审读１
｜全省三分之二的精层关工组织达到 结项工作。完成《我的红军生涌— 部电视剧《解放大西北》剧本、１部
＂五好＂标准的要求，嘉峪关市关Ｔ工委 王世泰回忆录》编辑工作。内部出版 文献纪录片《黄正清》，
市关工委创办农村＂假日学校＂。

｜【党史宣传教育】２０１８年，省委
投人经费２３．１５万元，打造２０所学校关 《张德生在甘肃》。完成《陕甘边根据
工委和２８个社区关工委，全市基层 ｜地专题资料——陕计边革命根据地重 ｜党史研究室联合省关工委、省教育
五好＂关工委创建达标率达９０？？上。 要会议》（内部资料）初稿。完成《陕 厅、团省委等单位，在兰州华侨实验

【＂最美五老＂表彰】开展全省

甘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送审

学校举行＂诵读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践行十九大精神，争做最美五老＂ ｜稿。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２５位，录制 因——《陇原红故事》诵读暨增书活
评选活动，通过层层推荐、网上投票 ｜视频２００小时，征集整理口述史资料 动＂，兰州市城关区１０所小学的师生
及综合评定，省关工委投人１１．２万 ３２万字。完成《改革开放口述史》（甘 代表参加活动。此项活动受到广大师
元，表彰奖励１００名＂最美五老＂、２４
名＂最美五老提名奖＂。

肃篇）征编工作，征集各市州改革开 生热烈欢迎，并迅速在张掖、庆阳、

｜放回忆文章及口述史资料篇，向中 陇南、甘南等市州推广。深入开展党

（供稿：吴丽）

党史工作
【概况】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环Ａ火试者

（以下简称＂省委党史研究室＂）是

甘肃省委直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正

法．１ｔａｅｅ

｜厅级事业单位，主要履行中国共产党甘

肃历史的研究和党的文献编辑职能，承

担甘肃党史正本的编写出版、党史学习
教育、党史宣传、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
｜人物纪念活动、党史资料征集、党史咨

询、党史遗址遗迹保护利用、红色旅游
指导、党史书籍影视片审读审看等工
作。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有干部职工４１
人。下设甘肃省党史纪念馆。

四作公Ｂ

品值道如喟年主影人活动
日８？不条含上研完室在哈达铺红军长雄纪念然开展建党９７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８５

｜史＂七进＂活动，组织党史专家为省 《２０１８年全省党史工作要点》《关于征 午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国税局支部书记培训班、省工商联明 集改革开放时期专题资料的通知》。 委会主任林释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

舅

星企业家培训班宣讲党的历史，联合
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在武警兰州市支

｜【《中国共产党甘肃改革开放４０
｜年大事记》出版】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由省

席欧阳坚主持座谈会。省领导孙伟、

李荣灿、马廷礼、余建、郝远、郭天

队宣讲十九大报告一次，为兰州市城 委党史研究室编辑整理、中共党史出 康、张海波、朱玉及陈伟出席。杨静

关区皋兰路街道党员解读习近平在庆 ｜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甘肃改革开 仁同志，１９１８年出生在甘肃兰州，是
｜祝改革开放４０局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放４０年大事记（１９７８．１２－２０１８６）》 ｜党和国家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卓越的

甘肃 一次。升级＂甘肃觉史网＂，改版
年鉴 ＂甘肃红色纪念馆网＂，开通＂甘肃党

公开发行。该书主要收录中共甘肃省 ｜领导人，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第
｜委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 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史＂微信、微博，＂红色陇原＂甘肃 出的重要决定、重大决策部署，召开 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郝远、杨静仁同
ＧＡＮＳＵ ｜手机频道，及时发布党史研究成果等 ｜的重要会议和重要工作会议，推进社 志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代表及兰州市、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相关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统战部有关负
刊用稿件３３篇，在《甘肃党史网》刊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 责同志发言，从不同角度追忆了杨静
｜发稿件６２８篇。甘肃党史微信公众号 建设中采取的重要改革举措、实施的 仁同志的革命历史和光辉一生。杨静
用户达到２６５７０人，甘肃党史网、甘 重点工程建设和取得的突出成就， 仁同志亲属、生前好友和身边工作人

２０

肃省红色纪念馆网点击率达到２８９】
｜人次。

【党史业务指导】２０１８年，省委
｜党史研究室室主要负责人到张掖、金

昌、定西、庆阳、陇南等地党史部门

实地调研，召开市县党史部门负贵人

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和有关民主党 ｜员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及换届选举，省人 府、省政协有关部门负责人，省军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有关法律和新修 有关负责人，省级各民主党派及兰州
订的法律，省、市主要单位机构、体 市、榆中县有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制变化，省委、省政府表彰的有重大 【《频缴子午岭——王秉样回忆
贡献、有广泛影响的劳动模范、先进 录》出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由省委党史

专题座谈会，对推进年度工作任务、 人物、优秀党员，党中央、国务院对
｜加强红色场馆建设等工作进行督促检 甘肃省工作的重要指示，党和国家主
查和业务指导。２０１８年初，省委党史 要领导人在甘肃的重要视察调研活
｜研究室下发通知，对市县党史部门编 ｜动，省党政领导的重要出国访问活

｜研究室编辑整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

版的《巍魏子午岭——王秉祥回忆
录》发行。根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加强

辑出版地方党史一、二卷本情况进行 动，与民际友好组织的外事往来，其 ＂三山一地＂（大别山、太行山、吕梁
统计汇总，并对已经出版发行的党史 ｜他有重大影响的大事要事等，近４０ 山、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革命历史资
料的征集研究的总要求，经中共党史
正本进行收集，对编撰进度缓慢的市 万字。
【甘肃省纪念杨静仁同志诞辰 出版社同意，本书被列为陕甘边革命
写进度。加大对市县党史基本著作的 １００周年座淡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上根据地口述史从书之一。书籍收录整
｜县进行督导，推动市县党史正本的编

审读审看力度，对审读程序、审读时
限等提出新的要求，推动地方党史

本著作编撰工作。
【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５日在兰州召开，会议由
｜省委副书记、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孙伟主持，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省委党更研究室精作准扶贫＂送医送药噬健康活

｜ 部部长、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李元平，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党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酬组长王嘉毅

出席会议。会议所取省委党史研究室
２０１７年工作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
《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三卷）编

写方案》，对改革开放时期专题资料
征集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审议并同意
以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
｜８６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日至２１日，开展＂送医送药边健康＂义诊活动

理王秉祥同志的回忆录和亲笔撰写的第
媒体讲好红色故事的探讨》等专题进 事记和改革开放实录的写作等经验作
回忆文章，以及王秉祥年谱、王秉祥 ｜行授课；组织学员参观红军长征哈达 交流发言。
诗作，并附相关遗址遗迹、党史人物 铺纪念馆、红军长征一条街，腊子口
（供稿：王建云）
照片３０余张，近２０万
战役纪念馆、纪念碑、遗址，次日那

【全省党史系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毛泽东故居；漳县、山丹、崆铜区、 台湾事务
周年座谈会］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省委党史 正宁等县区党史办负责人就开展党史

研究室联合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在兰 ｜宣传教育工作经验作了交流发言。
｜【概况］２０１８年，中共甘肃省委
州召开＂全省党史系统庆祝改革开放 ｜ １０月，全省党史业务干部培诵班 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台

４０周年＂座谈会。省委党史研究室主
任、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刘正平
参加座谈会并讲话。省直机关工委副
书记、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曾
国俊，兰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甘
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一文参加

甘肃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总第１４期在高台县 办＂）牵头，联合省发改委，会同其 年鉴
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正平出 他２９个省直部门从院台两地经贸往 ２ＯＰ
｜席开班式并讲话。全省党史业务干部 来、就学就业、文化交流、生活服务 ＧＡＮＳＵ
｜近１００人参加会议。培训采取专家授 等方面，制定《甘肃省贯彻《关于促

课、现场教学、经验交流、大会交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流、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邀请省委 施〉的实施意见》，经省委、省政府
座谈会并发言。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 党校教授康民、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向全省印发实
常务理事、理事、＂甘肃省党史系统 ｜副主任江红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施。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关于在内地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征文＂人选论文 副主任王祖强、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
作者及省委党史研究室业务干部共６５ 三处副处长黄金平分别作了《习近平 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的意见》工作。

人参会。座谈会首先宣读了全省觉史 关于党的历史重要论述及历史虚无主 协调推动台湾慈济基金会在定西市消
系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征文获奖、 ｜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何编写好党 源县路园镇实施移民迁村工程助力扶
人选名单，并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荣 史基本著作》《关于党史大事记写作 贫攻坚。充分发挥联系台胞、台商和
誉证书。张掖、临夏、平凉、皋兰、 的实践与思考》《关于改革开放实录 台资企业的优势，积极拓展吸收台胞
｜合水、镇原、两当兵变纪念馆和省委 ｜ 编写的几点思考》的专题授课；组织 捐赠渠道，吸收台胞各类捐赠支持教
党史研究室三处的８位党史工作者先 学员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酉路军纪念 育、卫生、扶贫事业发展。全年累计
后在座谈会上交流发言，

｜【首次＂吉年党史讲堂＂举办】

馆、石窝会议纪念馆、梨园口战斗遗
址、倪家营子战斗遗址、中国工农红

吸收台湾慈济基金会、全国台企联、
北京市台协、昆山市台协、浙江省新

从２０１８年３月开始，省委党史研究室 ｜军西路军临泽战役纪念馆；兰州、张 爱心教育基金、井得企业集团、台湾
聚集党史研究主责主业，以《中国共 掖、武威、庆阳、平凉等市县区觉史 工商建研会等台资企业和爱心台胞捐
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为读本， 部门负责人就开展党史基本著作、大 赠２５６．８６万元，其中各市州吸收台

｜每月围绕一个主题举办一期＂青年党

史讲堂＂，１８名青年干部参加研讨交
流，室领导和业务处室负责人全程跟
进指导，全年共举办９期。
【全省党史干部培训班举办］７

月，全省党史宣传教育干部培训班在
岩昌县举办。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
正平出席开班式并同绕新时代党史宜
｜传教育的重要意义、原则和方式方法
｜作辅导讲话。全省市州、部分县区和
｜省委党史研究室近７０人参加了培训。

培训采取专家授课、现场教学、经验
交流、观看纪录片、分组讨论的方式

｜进行。围绕《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新

闻写作与典型报道》《新闻角度新闻

｜故事——党史宣传教育干部如何用新

＿ｓ
｜２０１８年７月８日至１３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海峡飞虹中文网策划并主办的＂青春作

伴、与乐同行＂——两岸青年音乐人公直义流活动在甘常举办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８７

【陇台经贸合作】紧紧抓住＂
胞、台企捐赠各类助学金、奖学金
教育资金６７３．８６万元。全省开展陇台 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开展各类经

｜遗产月＂活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
族歌舞团和省陇剧院，省内国家级、

舅

｜双向交流３２１项４６７９人次，其中赴台 ｜贸交流活动，深人推进陇台经贸合 省级非遗传人在台湾举行６场非物质
交流１４４项１５０６人次，来甘交流１６８ 作。在第２４届＂兰洽会＂期间，举办 文化文化遗产展演。

甘肃

办组织实施＂台湾大学生敦煌文化研 谈会＂，开展台商＂一带一路＂投资 党校工作
习营＂＂中华儿女文史体验营暨台湾 考察活动，来自杭州市、苏州市台资
学子丝路文化之旅＂＂中华青年民族 企业协会，台湾中华两岸交流协会、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

年鉴

死

项３１７３人次
＂第五届台商陇上行＂对台专项活
【青年文化交流】２０１８年，省台 动，期间召开＂陇台中小企业合作恳

（供稿：潘麒安）

学习交流营２０１８＂等活动。敦煌研究 台湾高雄市里长联谊会的负责人参加 学院）组建】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中
ＧＡＮＳＵ 院和省台联分别开展＂走近敦煌—— 相关活动。会同省经合局，组织天水 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在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青年丝路行旅计划＂和＂台湾青年大 市、张掖市、武威市以及甘肃（武 ｜安宁区北滨河西路４５６号原省委党校
学生夏令背＂活动。兰州大学、西北 威）陆港管委会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正式挂牌。新组建的中共甘肃省委党
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甘肃省卫生职 赴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进行项目考 校（甘肃行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
业学院分别举办＂海峡两岸学子牵手 察，分别举办＂甘肃省特色优势及重 两块牌子，作为省委直属事业单位。
｜丝绸之路行＂＂魅力甘肃·民族风情 点项目交流推介会＂。举办第４０届全 ｜省委副书记孙伟出席校领导干部大会
——海峡两岸大学生文化体验暨就业 国台企联西南西北片区台商协会会长 并揭牌，宣布新的领导班子，并对新
创业研习营＂＂＂台湾昆大学子丝路文化 ｜会议。邀请台湾工商建研会经贸考察 组建的校（院）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
交流团＂＂台湾辅英科技大学两岸青年 团、台湾ＥＭＢＡ菁英丝路考察团来甘 工寄予殷切期望，提出明确具体要
甘肃交流访间团＂等活动。一年来， 进行项目考察活动。全年签约台商投 ｜求。新的校（院）组建后，孙伟同志
来甘交流的青年学生达到８００多人次。 资项日２项，协议投资额３．３亿元。陇 ｜先后三次深入雁滩校区和安宁校区，
｜【基层民众交流］２０１８年，省台 台贸易总额１７亿，其中对台出口７．２ ｜专题调研指导组建后续工作和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
办组织实施＂台湾三县基层代表＇一 亿，自台进口９．８亿
【对台宣传】秉持＂两岸一家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带一路＇甘肃历史文化参访团＂＂台
湾社团精英陇原行＂＂台湾中小学教 亲＂理念，着力讲好甘肃故事和两岸 色杜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师参访团＂等活动。省直相关部门组 ｜命运共同体故事，进一步加强对台宜 全年举办２期地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

织开展＂台湾中华两岸劳动关系发展协 传工作力度，不断扩大甘肃在岛内的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会参访团＂＂香港台湾妇女协会参访 影响力。全年各类报刊、电视、网络 ｜想专题进修班；与省政府办公厅、省
团＂＂台湾专家学者走进甘肃＂＂第三届 等媒体共刊登、播出有关甘肃省对台 ｜法院、省人社厅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

海峡两岸反恐怖主义研究合作论坛＂ ｜工作的文章、动态、信息３００余篇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第三届两岸产业技术前瞻论坛＂，以及 （条）。中央电视台四套先后４次报道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班６６

＂台湾体育总会参访团＂等活动。天

甘肃省开展各类涉台活动。甘肃日 期，轮训７０００余人。组织广大教师深

水、酒泉等市开展＂第五届海峡两岸 报、甘肃电视台５次宣传报道省委、 人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
（台北）共祭伏羲典礼＂和＂第二届海 省政府领导参加、出席有关对台工作 军营开展理论宣讲１０００余场次，听众
峡两岸传统文化论坛＂活动。
活动的情况。《两岸关系》和《台湾 规模达到１０万余人次。省委党校获得

【高层参访］中国国民党前主席 工作通讯》杂志分别刊发３篇甘肃省 ｜２０１８年全省理论宜讲工作先进集体，
｜吴伯雄，中国国民党中常委、民意代 对台工作稽件。向台北甘肃同乡会的 曹殊、康民、高兴国三位教授荣获理
表黄昭顺，台湾新党主席郁察明，中 《甘肃文献》刊物撰写３篇稿件，同 论宣讲先进个人。有３５位专家为省委
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湘、林攻则等 时，与中国台湾网合作将省台办原 讲师团成员。
台湾上层人上分别来甘参加伏羲大典 《陇原宝岛在线》网站进行全面改
【重点调查研究】２０１８年，省委
或进行相关文化参访。吴伯雄、黄昭 ｜版，并发布１１３条对台工作信息和动 党校落实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顺一行在甘期间，省委书记林铎，省 态。组织实施＂青春作伴与乐同行 孙伟同志在《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关于
｜长唐仁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花儿与少年＇两岸音乐人甘肃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等四大调
｜长马廷礼分别进行会见活动。郁塞 ｜参访＂活动和两岸记者精准扶贫采访 研活动的报告》的批示要求，集中精
明、陈镇湘、林改则在甘期间，与省 ｜活动。原省文化厅在台湾举办＂守望 干力量，组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精神家园——第五届两岸非物质文化 ＂甘肃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时代甘
台办领导分别进行座谈交流。

８８│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肃基层党组织建设＂＂甘肃党员干部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４·１９＂重

术活动。省委党校科研工作获全国党

要讲话精神并对全校网络宣传工作进 ｜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十二届科研工
｜领导带队，先后赴省内１４个市（州） 行安排都署；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 作进步奖。《甘肃理论学刊》三篇文
和部分省直机关单位进行实地调研， 络等媒体上及时发文发言发声，旗帜 章被《新华文摘》辑目。《甘肃理论
｜作风建设＂等四个专题调研组，由校

形成《甘肃脱贫攻坚存在的问题与对 ｜鲜明讲政治，旗帜鲜明抵制各种错误 学刊》进人全国核心期刊拓展版。
（供稿：李吉祥 侯吹彤）
策建议》《大力选拔培养想干事会干 ｜思想，主动引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
｜事干成事不出事的村干部》《提升党 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

甘肃

员干部学习成效是我省践行＂不忘初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关于实施 ｜甘肃行政学院
年鉴
心牢记使命＂的基础》《解决作风顽 ｜创新工程的意见（试行）》】２０１８
｜疾要重点抓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等 年，省委十三届第３９次常委会同意省 ｜【教学培训】全年举办各类培训 ２０Ｍｇ
４１篇调研报告上报省领导审阅，林 委党校启动创新工程，在广泛调研的 ｜班次２６期，培训学员２１１４人。邀请 ＧＡＮＳＵ
铎、唐仁健、欧阳坚、孙伟、刘昌 基础上，充分借鉴中央党校和上海、 全国知名干部教育培训专家对全院教
｜林、何伟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分别 山东等党校创新工程的做法，形成和 师进行＂现代成人培训理念与方法＂
作重要批示。有些调研成果被相关部 《创新团队创新岗位设置与管理办法 集中培训。全年接待国家行政学院和
门和单位借鉴和采用，有些调研报告 （试行）》等１２项配套方案（简称 兄弟院校来院调研３０余人次，承接北
在国家级内参和主要媒体刊发。
１＋１２＂创新工程总体方案）。
京教工委异地教学７１人，组织赴台学
【专项督查】２０１８年，省委党校
｜【培训工作全年举办各类培训 习培训 １５人赴井冈山教育学院培训

班次３６０个，培训轮训各级党员干部 ３０人。
【科学研究］全年发表省部级论
于加强重大扶贫工程建设和到村到户 ｜３１５９１人，其中主体班次１８个，培训
帮扶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学员６５８人，其他计划外委托培训班 ｜文１２１篇，其中中文标杆期刊论文１
｜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

次３４２个，培训学员３０９３人。举办 篇，核心期刊论文８篇，在＂四报一
全省领导干部＂富民兴陇＂系列讲座 刊＂发表文章７篇，学院被省委宣传
委党校脱贫攻坚组织保障专项监督检 １２讲、外请报告７５场、＂学员论坛＂ 部授予＂２０１７年以来甘肃省中国特色
知》和《甘肃省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监
督工作清单》要求，成立中共甘肃省

查领导小组，制定《中共肃省委党 ３次。完成２０１８级在职研究生招录和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校监督检查脱贫攻坚组织保障工作实 ｜２０１５级在职研究生毕业工作。加强与 优秀单位＂；出版学者文丛１８本，出
施方案（试行）》。自７月起，组成９ 兰州大学联合培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版教材１部。获准立项国家社科基金

个脱贫攻坚组织保障专项监督检查工 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工作。
作小组，１２０多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参
【科研和智库工作】全年各类１
加，由校领导分别带认，赴临夏州、 研项目立项１５５项，结项７９项，出版
白银市、陇南市、武威市、天水市、｜著作４部（国家级１ 部、省部级３
甘南州、庆阳市、定西市、平凉市等 部），发表论文１７０篇（国家级１５

项目课题１项、全国党校（行政学
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２项、省社科

规划项目６项、委托或横向项目８

项，院立项目６２项。向中宣部等部门
举办的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理论
研讨会、全国党校系统庆祝改革开放

篇、省部级１５５篇），其中以甘肃省中
开展脱贫攻坚组织保障专项监督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 ４０周年理论研讨会等报送征文１４篇，

９个市（州）２５个县（区），

检查工作，撰写综合性督查报告２０多 约研究员名义在中央＂＂四报一刊＂发 其中，３篇分别入选中宜部纪念马克
｜篇，有１０多篇各查报告被省委书记林 表重要理论文章８篇。刊发《研究报 思诞辰２００周年理论研讨会、中宜部

铎、省长唐仁健，省委副书记孙伟批 告》７期、《智库建言》１２期，为省委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全
｜示到有关市（州）督办落实。承担的 省政府报送咨政报告１４篇。举办全省 国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督查工作在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 党校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
议上作重点发言，受到省委主要领导 研究中心＂习近平精准脱贫思想在甘 会＂。《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被中国社

肃的实践＂理论研讨会、中国科学社 会科学评价研究院评为政治学·中国
【意识形态工作］２０１８年，省委 ｜会主义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甘肃省 政治学科核心期刊。组织实施＂甘肃

充分肯定。

｜党校制定《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意识形 ｜科学社会主义学会２０１８年年会、＂马 向西开放务实合作＂专题研究项目。
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举办全省 ｜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 【智库建设］全年编辑刊发《决

党校系统意识形态工作座谈会，省委 ——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一带 策参考》２３期，《决策参考》（呈阅
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孙伟出席并讲 ｜一路·甘肃发展大会＂＂不忘初心牢 件）３期，《咨政建言》１１期，形成咨
话；：召开网络奥论引导工作推进会， ｜ 记使命＂＂扶贫车间发展论坛＂等学 ｜询成果２９项：向省委、省人大、省政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８９

府领导，地方政府等提供咨询报告、 社会主义学院新社会阶层研究中心、 总量居全国各省社院首位；另河南社
约稿１０篇；发表决策咨询稿件８２篇， 智库联盟社会主义学院研究中心５个 院、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各１项，课

甘肃
年鉴

其中获省部级领导批示４篇。学院教
｜授被凤凰网甘肃频道聘为特约评论员
１名、被聘任为甘肃省政府参事１名。
全年收集整理完成２５个班次咨询报
告，向省委组织部报送咨询报告１０

篇。完成国家行政学院专题委托项

研究中心，设有培训部、图书资料信
息服务巾心、宜教中心３个教辅机
构。学院核定编制１１０人（含职业技术
学校５０人），其中参公人员３２人；师
资队伍现有教授３人、副教授４人．

｜题立项经费累计达５３．８万元，创造了

中标院外课题总经费的历史性突破。

｜编辑《甘肃统战理论研究》４期，收
｜录高质量文章１００余篇；发表学术论

文５１篇，其中省级学术期刊发表９
讲师８人，助教１人，安宁职业技术 ｜篇，被各类研讨会收录论文２１篇，在

｜口、省委组织部＂祁连山生态问题专 学校在教师岗位６人，中学高级教师１ 省级社院学报发表论文２０篇；＂新时

团 项整治案例＂调研及编写任务。作为

人，中学一级教师３人，中学二级教 代民族理论与甘肃实践研讨会＂的７
篇参会论文，在《甘肃日报》全部刊
发；完成学术著作３部，其中《地方
新型智库建设理论与实践》和《统一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ＯＫ 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全省＂放管 师２人；２０１８年６月甘肃省委任命省
服＂改革成效评估第三方评估。
政协副主席、省民进主委尚勋武兼任
【助力精准扶贫】协调省财政专 甘肃社院院长，
项资金１２０余万元，建设青岚山乡道 ｜【教学培训】全年共举办各类培
路：累计投入资金近３０万元，维修帮 训班９７期，培训６００８人次，其中主
扶村道路、组织基础设施建设、文化 体培训班７２期、培训４０００多人次；

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成立郭川 教学上积极推动十九大精神、习近平

｜战线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研

究》两部著作，均获得国家级出版社
出版；咨政建言能力明显提开，《新
时代加强我省统一战线队伍建设研
究》等６篇调研报告，得到了省委的
高度认可；成功举办＂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纪念＇五一口

村农民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开展春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和省
节送温暖、为帮扶户办一件实事好事 委的新精神新要求，进教材、进课
和捐资助学活动，为帮扶村捐赠资产原 堂、进头脑；增强培训的时代性、针
｜值１００余万元的办公家具、电脑、远 对性和实效性，首次以甘肃省中华文 号＇发布７０周年＂座谈会、＂新时代
｜程教育等设备。组织帮扶乡、村两级 ｜化学院的名义，举办省委组织部新立 民族理论与甘肃实践研讨会＂。

干部及致富带头人参加贵州六盘水市 培训项目＂全省归国留学人士中华文 【文化交流］２０１８年开展以＂交
委党校举办的脱贫攻坚能力提升示范 化传承与创新研修班＂；主办＂第 流互鉴，合作共建，服务＇一带一

培训班。在帮扶村设立贫困地区劳务 五、六期党外干部领导力提升进修 ｜路＇甘肃黄金段建设创新发展＂为主
输转数据和提升能力、增强内生动力 班＂；举办民族宗教方面的培训班２７ 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文化

｜数据观测点。开展劳务输转监督检 期，培训学员１５９人次，结合省上出 交流活动，赴俄罗斯、匈牙利，重点

查，上报《深度贫困县劳务输转监督 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 推介甘肃的历史文化和＂一带一路＂
检查调研情况报告》，依据报告梳理 兰教工作的实施意见》，举办＂伊斯 建设发展，积极为甘肃中小企业走出
的经验做法被《甘肃脱贫攻坚动态》 兰教＇三个一百＇培训班＂，民族宗 去牵线搭桥，吸引两国政府机构前来
全文刊登。
教领域的培训比重逐年提升，成为教 甘肃省参加敦煌文博会；组织２期
（供稿：佘东明） 学培训的一大重点和亮点；坚持改革 ＂台湾专家学者走进甘肃＂的文化参
办院、联合办院、开放办院理念，先 访活动，分别为＂领会两岸融合发展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后到中央社院、外省社院和省内相关 理念，亲访丝绸之路历史轨迹＂文化
高校学习先进的培训模式和管理经 交流活动、台湾高校及中小学教师来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社会主义 验，紧跟中央社院教改步伐，探索副 甘文化考察活动；继续组织开展＂坚
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内设办公 入人课改内容，积极创新教学形式；加 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正能量＂中华
室、教务处、组织人事处、纪检监察 ｜强联合办学力度，与外省社院联合举 ｜优秀传统文化＂百场万人＂宣讲活
处、文化交流处、科研处、财务处、 办７期培训班，安排省外异地教学１２ 动，先后赴白银、定西、武威、甘
机关党委、后勤服务中心、教研部 次，开展省内现场教学６３次；加大合 南、甘肃农业大学等地宣讲２２场次、
（下设统战理论教研室、民族宗教教 作办学力度，在河北社院、天水伏羲 听众达３５００人次；开展了４场＂中华
文化传承与创新＂系列讲座。
研室、中华文化教研室）、学报编辑 学院等院校增设教学基地。
（供稿：王强）
部，设有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 【科研工作及成果】２０１８年完成
研究中心、甘肃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 中央社院高端智库４项，其中１项优

教研究中心、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华夏 秀，３项良好；新立课题５项，其中中
文明传承与丝路文化研究中心、甘肃 央社院高端智库课题３项，立项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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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党校２０１８年春季学期主体班次统计表

因质

斑次
｜第五十九期地厅
｜队领导干部（学习｜

｜培训内容

队真学习贯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员准确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系统把握习近平尚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贯轴习近平断时｜
｜ｏ ｜３ｏ；
０天 ｜精神实质、重大创新和实践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新增强＂四个自信＂，真正把思想和行动
依中国特色社会｜
｜主又思想）专题望
｜修班

两州一县＂领导

２干部提升脱贫攻｜
｜堡能力专题研讨｜

｜风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转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切实提高战略思维、科宇决策和领导水平，加诀
｜健建设幸稀美好新甘肃。

甘肃
年鉴

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童点攻克深 ｐＯｉｇ

｜定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刻领会习适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的曹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深度贫团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ＧＡＮＳＵ

见）要求，调统省委省政府关于（甘肃省＂两倒一县＂脱贫政坚实施方案》，针对既贫攻坚工作中的热
｜滩点问题，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吃透精准脱贫政策、把报改策精神实质，抢抓改策扶助机遇，创新工作

｜路和方法，切实提升＂两州一县＂千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能力。
队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析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突由理想信念、党性

｜第二期临夏州交｜
｜渗养和公仆意识教育，引导学员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按照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
｜政领导干部能力｜／０｜６０天择
４０
｜提升培训班
｜第十期甘南州减｜

｜区政权建设培训｜ ４１

格安推和部署，深入研讨临夏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难题的破解方法，切实提升学员战

｜｜路思维、科争决策、依法行放和领导改革发展的能力。
｜以习近平断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牢＂四个意识
｜定＂四个自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种，按照省
｜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南的变大理论和现
｜资问题，进一萝提升科学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能力
｜队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第五十二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一班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艳和部署，树牢

天｜四个意识＂、经定＂四个自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妥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
｜防神，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认真研究我者改等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力增
｜强同全国一ｉ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决建设幸福美好新计肃的专业能力和执政本领。
｜ 采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马克恶主义基本原论和当代

｜第五十二期中青
｜年干部培训二宜

｜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为重点内容，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牢＂四个
２０天｜德读＂、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熟练运用马克忍主义立场、现点、方法分析解决实作问题，

队真研究我省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力增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能力和执政本领。

｜离十二翔全省变
｜校系线骨干教师｜ ４２
训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免的十九大精种，聚焦觉校教师教

｜学科研杏政能力提高，引导学员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冬持党校性党，贯物落实《干部
）天 ｜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中共甘肃者奏关于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的实施意见》，紧密结合

｜全国、全省党校工作会议精种，研究干银教育培训规律和干部成长规律，提升理论室讲水平和教学
｜能力，增保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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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把握党的十九大

｜第九期全省乡｜
｜（镇）党委书记示｜ ４９

｜作曾的堂大战略安抢和部署，贯知苏实习近平总书记说Ｋ甘育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天 ｜钟，按照有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都署，重点研讨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农村改军发展动文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树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提高抓班子带队伍、抓基层强基础、
｜怀改革促发展、抓稳定促和谐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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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把提党的十力
｜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抢和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化视察甘育重要讲话和＂八个看力＂重要指示精
｜推动国资和国企｜
５天 ｜ｈ，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杯署，紧紧国烧挣进国资国会改革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进
｜政革专题研讨监｜３２｜１５天｜脚，按
｜范培训骇

行学习研计，深入探索供给制结构性改军和混合所有制、优化贵本配置、全面提质增效、提升党建
｜质量等热难点问题，进一步提升国全经营管理人员和国资监管人员的履职能力与水平。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９１

甘肃省委党校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主体班次统计表

书训人我｜房氧天编

班太
第六十期地厅级领

｜聚焦习近平歉时代中国种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修，引导学员准确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杜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地位，系统把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３０天｜义思想的丰
｜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重大创新和实践要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切实

｜导干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甘肃

｜特色社会主又思

｜提高战略思换、科学决策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倾和领导水干。

｜想）进修班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培填内容

（人）｜（天

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引导学员深刻领会马到主义、毛泽东恩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

５４

｜笫五十三期中青年

２｜

千部培训一班

｜科学体系，全面把模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和部署，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种，按照
｜省第十三次完代会的决策部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鼻研究我省改
｜革发展的￥大理论和实线问题，着力增保网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块建设幸袖
｜美好新甘肃的综合能力和执政本倾，

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代中国马克思

｜第五十三期中青年

３６

｜干部培训二班

｜主义最耕理论成果为重点研修内容，引导学员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增强
｜│党性修养，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现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认真研究我省改革
｜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系问题，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

众信得过的好干制

聚焦少数民碱千部侨导力极升，引导学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义思想为指

第十八期少教民族
｜干部领导力提开培｜
试班

｜导，紧密联系建设幸福美好教甘言实际．全面准确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泰本理论、基
３０天 ｜本路线、基本方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深化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省委
｜本路线、基
｜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进一步提高依法维护社会

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和宣传政策、引领发展的领导能力。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杜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把提党
｜第十期全省乡（镇）
｜党委书记示范培训 ｜５３

第十三期全省党校
｜系统骨干教师培训 ｜

４３

｜的十九大作出的堂大战略安持和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育主要讲话和＂入
｜个看力＂重受招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暑，重点研讨基层竞组织建设
１４天｜个着力＂重要增
｜以及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新情汉、新问题，树半＂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进
｜一步提高抓班子等队值、抓暴层强暴融、抓改革促发展、抓稳定促和暗的能力和水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焦党
｜校教师教学科研杏政能力捉高，引导学员树军＂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贯细落实

｜《干部教育培工作条例）和《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干部教育培训条例＞的实施
｜３０天｜）始
｜意见》，紧密结合全国、全省党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和干部成长规
｜律，疑升理论宣讲水平和教学能力，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成为政治强、业务精、作
风好的党校教师。

第四十一期全省管

｜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研修班

圣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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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学习和掌提中央和省委关于
｜１２天｜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
｜进一步繁荣发
｜思想改治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精种。通过学习，努力培养一支适应新时期哲学社会科
｜学教学科研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的骨千师青从伍。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进公主．义思想为指导，公面育彻免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把振变

第十一期全省乡

｜（修）党委书记示范｜妇
培训庭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接和都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廖甘肃重要讲话和＂八

１４天 ｜个着力＂空要指示精种，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策部暑，童点研讨泰层党组织建设
｜个着力
｜以及衣村改革发展稳定中白现的情汉、新问题，树军＂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连
｜一步提高抓班子带队伍、抓基层强基础、抓改革促发展、抓稳定促和谐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十二期全省普

｜学社会科学教学科｜
｜研骨干研修班

９２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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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种，学习掌提中央和省委关于进

１０天｜一步４
｜一步警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实施路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高校忍
｜想政治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精神。通过学习，努力培养一支送应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
｜教学科研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的骨干师资队伍。

好训人数｜陆训天延｜

｜班次

人）｜（天）

培训内客

｜以习适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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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把报党

｜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搀和部署，贯物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
｜个着力＂室要指示精种，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决氧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１４天｜

｜全省意识形态工作｜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安抢部署，深入研讨当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奈形势和严歧挺战，

｜专题研讨班

｜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引导学员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竹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军牢掌提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提升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甘肃
年鉴
Ｐ０ｇ］
ＧＡＮＳＵ

全省基层党支部建｜
│设样准化专题研讨｜

全有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械｜
所导｜１３６
｜种整事业单位领导｜
人员管理＂１－５＂制度
体系培训班

｜天

５天

｜全者领导干部换动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能力堤升示范培训

５天

２０１８年选调生培训｜

５

｜２１

合计

９６２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９３

甘肃
年鉴

省代裘大学
ｓ设

咖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地方立法与监督工作

制，提前介人市州立法工作，在重点产业、循环经济、有色金属产业等发

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同时，从针对性、 ｜展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联合调研，

可操作性及立法技术规范等方面提出
意见。通过举办培训班、立法调研、
大及其常委会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加
强立法调研；采取法规草案公开、网 列席会议等方式，加强立法人员培
上发布、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吸 训，推动立法能力建设。全年共审查

针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围绕法治甘
肃建设，听取审议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７年

立立法咨询专家库，聘请立法颗间， ｜合治理等方面，体现地方特色。
【监督工作］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及
确定立法联系点和立法研究咨询基
｜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法规草案修改 其常委会共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
｜论证，为立法工作提供智力支撑；引 ｜ 作报告１７项，对７部法律法规的实施

行为、强化权力监督制约、促进社会

【地方立法工作】２０１８年，省人

依法行政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纳意见建议，重要法规草案印发代表 批准市州法规１７件，内容涉及市政公 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
｜征求意见，不断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 共设施管理、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
序参与，完善公众意见征集机制；建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城乡环境卫生综 就全面加强政府立法、规范执法司法

公平正义等提出意见建议。修订《甘

肃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定》，对市

州以上各级政府制定规章设定罚款限

入第三方对有关法规进行评估；突出 情况进行检查。听取审议省人民政府 ｜额作出统一规范。组织１１０多名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放管服＂改革、保 关于计划、预算和审计工作的报告， ｜和省市县四级人大代表，对全省１２个

障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立法。全年共 ＂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 市、２２个县区查处酒驾、醉驾违法犯
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１４件、废止８ 估报告，就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限额分配 罪行为工作开展专项视察，进一步拓

件、初审５件。修订城乡规划条例， 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作出决议， ｜展了司法监督方式，丰富监督内容。
修订实施防沙治沙法办法，修订自然 审查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调 检查义务教育法及甘肃省条例的实施
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公路路政管理 ｜整＂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关指标及增 情况，提出要打赢控辍保学和教育扶
条例，修订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 加目标任务的议案，首次听取审议省 贫攻坚战，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
｜品行为条例，对网络交易监管作出具 人民政府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 展，加大政策经费支持，加强师资队
体规定。制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 伍建设，让孩子们有学上、上好学，
立法规划》，指导部分市州出台地方 ｜对统计法和甘肃省统计管理条例实施 持续保障改善民生。检查农产品质量
｜立法条例，完善报批法规审查工作机 情况进行检查，围绕现代物流、文化 安全法及甘肃省条例实施情况，开展
９４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各珑上行活动。审｜其常委会任免地方同家机关工作人员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
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情况调研报告，提 ２０７人次，任命实行颁发任命书制《甘肃省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出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 度，被任命人员的法治意识、公仆意
系，优先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积极推 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

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甘肃省
｜进医养结合，重视农村老年人权益保
２０１７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全
障，加快全省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重要会议
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
采取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的方
议表决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甘肃
式，通过实地检查、随机抽查、明查
｜【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甘肃省人民政
暗访、座谈了解等开展执法检查，不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２０１８年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甘肃省
断完善监督机制。在开展执法检查的 １月２０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听取省人 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同时，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法规 大常委会秘书长关于甘肃省第十三届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启动法规修改工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
作。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 况的报告；审议提交省 十三届人大一
设，调整充实计划预算审查、司法监 次会议审议的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年鉴

２０Ｅ

情况及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ＧＡＮＳＵ
划的决议》《关于甘肃省２０１７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８年省级预算的决

议》《关于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告的决议，关于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甘肃省人民
【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会关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
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举办集中 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及公告，

｜督咨询专家库，为监督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和人才支撑。

培训班和专题培训班，组织３２０多名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代表参加培训学习。针对代表构成特 会议列席范围；审议甘肃省第十三届 和《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点，制定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五年培训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一次会议关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规划，建立履职网络平台，开通＂网 书长名单（草案）、主席团常务主席 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设立及其主任委

络课堂＂。建立＂一对一＂＂多对一＂ 名单（草案）、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组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
联系制度。制定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 名单（草案）、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法》。
代表实施意见，通过走访慰间、日常 （草案），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议选举林铎为甘肃省第十三届
联络、履职交流等形式，做到与代表 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嘉木
｜常联深联。邀请基层代表列席常委会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样 ·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
会议、参加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等活 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甘肃省第十 族）、王玺玉、马青林（回族）、陈克
动。常委会副主任和各专委会牵头，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甘 恭、吴明明（女）、命成辉为甘肃省
对１４件重点建议进行现场督办，组织 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
部分代表对重点承办部门的办理工作 会的设立及其主任委员、副主任委 主任，张建昌为甘肃省第十三属人民
进行视察，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办 员、委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选举于
｜理情况报告，对省自然资源厅、省商 会议通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凡辉（女，回族）、万鹏举、马平、
务厅办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省十 ｜ 员会关于接受路志强醉去甘肃省人民 马森、马小贤（保安族）、马明杰
三属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 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等各项人事 （回族）、马洪滨、车克钧、文立新、

６１５件建议已全部办理答复完毕。协 任免事项。会议还通过省高级人民法 巴图巴依尔（蒙古族）、卢鸿志（藏
调推荐代表参加各级国家机关组织的 院提请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族）、白瑞庆、宁金解（女）、宁崇

有关会议和活动。寄送常委会公报和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瑞、师增建（满族）、朱玉兰（女）、

有关文件资料，订阅人大工作报纸杂 第一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４－２９日， 华文靳、刘为民、刘玉生、刘仲奎、
志，有效保障代表知情知政。指导 在兰州召开。会议分别听取和审议省 刘蜂林、安锦龙（藏族）、孙伟、苏
｜＂人大代表之家＂、代表工作站（室） ｜长唐仁健作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 秦川、李世红、李东亮、李高协、李
｜常态化开展活动。支持在甘全国人大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笑成 维平（藏族）、李森洙、杨发萍
代表依法执行职务，为代表列席全国 作的《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女、东乡族）、库美斯剑（女，哈萨
人大有关会议、参加培训、调研视察 ｜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梁明远作 克族）、宋艾芳（女）、宋春林、张建
等活动做好服务保障。
的《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平、张勤和、陈保平、范鹏、周兴
【人事任免】２０１８年，省人大及 和省人民检察院代检察长朱玉作的 福、周丽宁（女）、赵立香、赵金云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９５

提出的建议，在大会闭会后通过专题 务；王建太的甘肃省监察厅厅长职
（女）、高步明、郭雄伟（裕固族）、提出的建让

舅
甘肃
年鉴
死０

造交办会分别交有关承办单位在法定时 务，随甘肃省监察委员会成立自行免
黄建平、梅元贵、梁和平、谢铭、楚
才元、廖明、霍卫平、魏丽红（女）限内办结答复代表，并向省人大常委
为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

会报告办理情况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甘肃省第十三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３月

会议选举唐仁健为甘肃省人民政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８－３０日在兰州举行。会议传达十三
府省长，选举黄强、宋亮、张世珍、 ３０日在兰州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甘肃 ｜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审议通过

李斌、何伟（女）、李沛兴、余建为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甘肃 ｜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审议
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选举张海波 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免办 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朱
ＧＡＮＳＵ 玉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最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高人民检察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会议选举马天龙（东乡族）、马

法。会议任命张云生、袁治云、牛彦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之、张伟为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副主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会议审
任；周连宝、邓海涛、龚昌明、蒋显 议通过《甘肃省组织实施宪法宜誓制

程、高连城为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委 度办法（修订）》《甘肃省规章设定
员。会议任命马森为甘肃省人民代表 ｜罚款限额规定》，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甘肃省经纪
任，邹通祥、苏秦川、刘来宁为甘肃 人管理暂行条例》等８件地方性法规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 的决定，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长；余超、黄维民、赵晓峰为甘肃省 员会关于批准《兰州市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连城国家级白

世忠、马百龄（回族）、马利民（回
族）、马晖玲（女，回族）、马银萍
（女）、王刚、王秀兰（女）、王奋
意、王玺玉、王涛、仁青东珠（藏
族）、旦正草（女，藏族）、田成、朱
玉、朱纪、刘昆、刘忠军、刘昌林、 任；马洪滨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然保护区条例》等五件法规的决定》
苏伯民、苏海明、李忠科、杨元忠、 务委员会研究室主任，副主任高勇、 的决定。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
杨伟军、杨艳（女回族）、杨晓 赵亚峰；宁金辉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关于２０１７年依法行政工作的报告。会
渡、杨海蓉（女，裕固族）、杨维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人事工作委员会主 ｜议决定免去康国玺的甘肃省农牧厅厅

｜俊、吴仰东、宋关昶、张海波、张智 任，副主任吴东坡、穆忠勤；李高协 ｜长职务，王建中的甘肃省环境保护厅

军、张锦林、范冬云（女）、范鹏、 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厅长职务等人事免职事项；决定任命
｜林铎、尚伦生、郑彩琴（女）、姜成 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白明、马 常正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康
英（女）、袁斌、高步明、高虎城、 建华、陆燕宁；陈保平为甘肃省人民 军为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等
郭玉芬（女）、郭玫（女）、唐仁键、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侨务工作委 ｜各项人事任职事项。会议还通过省高
唐晓明、黄强、康军、梁倩娟 员会主任，副主任毛生武、火统元、 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有
（女）、董彩云（女，保安族）、韩显 尚宏梅、周林江；李世红为甘肃省人 关人事任免事项。
明、富康年、谢生瑞、嘉木样·洛桑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务司法工作 ｜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久美·图丹却吉尼玛（藏族）等５４人 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肖庆平、程世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５月
｜为甘肃省出腐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强、王兰；李森洙为甘肃省人民代表 ２８－３１日在兰州举行。会议审议通过
大会代表（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大会常务委员会财经预算工作委员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 ｜主任，副主任樊怀玉、苟少峰、林玉 批准《白银市封山禁牧管理办法》的
霞；车克钧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决定、关于批准《金昌市人民代表大
｜代表资格）。
会议表决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 ｜务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规则》的
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民族侨务委 任，副主任汪振江；范鹏为甘肃省人 决定、关于批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
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 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教育科学 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赵含 法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甘肃省
文化卫生委员会、环境资源保护委员 栋、李苏芬、王锡明；马平为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
会等七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境资源保 理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甘肃省
任委员、委员名单。
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郑亚军、 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条例（修订）》
在本次会议期间，提出建议５８３ ｜明连成、李占魁、张琴。会议决定任 的决定：审议《甘肃省林业有害生物
件。其中，以代表团名义提出６９件， ｜命张智军为甘肃省财政厅厅长，决定 防治检疫条例（修订草案）》《甘肃
代表个人或联名提出５１４件。代表们免去张勤和的甘肃省财政厅厅长职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
９｀｜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法〉办法（修订草案）》《甘肃省林
林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人大常委会
木种苗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甘
｜ 关于批准《金吕市市政公用设施管理 副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

肃省城乡规划条例（修订草案）》 ｜ 条例》的决定；审议《甘肃省自然保
《甘肃省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 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麦

尼玛、王玺玉、马青林、陈克恭、吴
明明、俞成辉，秘书长张建昌及委员
案）》。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 积山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 共５１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关于全省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修订草 ｜李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案）》《甘肃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玉，省监察委 甘肃
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 ｜员会副主任牛彦之，省人大各专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甘肃 府关于甘肃省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国民经济 ｜组成人员，部分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省统计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 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省

｜年鉴

２０ｇ

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 于２０７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２０１８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州）人 ＧＡＮＳＵ
省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 ｜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大常委会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
级财政预算词整方案的报告，审议甘 ｜告，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负责人列席会议。省上各民主党派和

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甘 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听全体会议。
委员会关于甘肃省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限 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 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
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委员会关于２０１７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 例》（修订）、《甘肃省麦积山风景名
｜的审查报告，作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的审查结果报告，作出甘肃省人民代 胜区条例》（修订）、《甘肃省公路路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甘肃省２０１８年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７年省 政管理条例》（修订），甘肃省人民代
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 级财政决算的决议。会议所取和审议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白银市
算调整方案的决议。会议通过省高级 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刑罚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的决

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有关 ｜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 定；审议《甘肃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人事任免事项。
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开 （草案）》《甘肃省统计条例（修订草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展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 案）》《甘肃省广告条例（修订草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７月 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案）》《甘肃省查处生产销售假目伪

２３－２８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 ｜关于全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情况的调研 ｜劣商品行为条例（修订草案）》《甘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人大常委会 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 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草
副主任嘉木样 ·洛桑久美·图丹却吉 ｄ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案）》《甘肃省农作物种子条例（修
尼玛、王玺玉、马青林、陈克恭、吴 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 订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
明明、俞成辉，秘书长张建昌及委员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
共５２人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法》和《甘肃省义务教育条例》实施 ｜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省高级人
张世珍，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 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
波，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玉，省人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甘肃省 ｜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
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部分在甘十三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实腌情况的报 研组关于全省人民法院开展环境资源
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十三届人大代 告。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 审判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
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 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贫困
｜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 地区产业扶贫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
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省上 告及公告；通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甘肃省＂一带一路＂建设中现代物流
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推派的公民旁 ｜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黄强请求辞去甘 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听取和
听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 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会 审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省十三届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 议决定任命常正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 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办法》（修订）、《甘肃省城乡规划条 ｜副省长；会议还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议Ｉ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省十三
｜例》（修订）、《甘肃省风景名胜区条 和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有关人事任免 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
例》（修订）、《甘肃省林业有害生物 事项。
报告、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省十三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
｜ 防治条例》（修订）、《甘肃省林木种
苗管理条例》（修订），甘肃省人民代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９月 报告：听取和审议甘肃省国土资源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兰州市 １８－２１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 厅、甘肃省商务厅关于省十三届人大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 ９７

一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常正国，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并对甘肃省国土资源厅、甘肃省商务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省人民 规划纲要有关指标及增加目标任务的
厅代表建议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会 检察院检察长朱玉，省监察委员会副 ｜议案》的决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

舅

｜议任命膊琦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主任袁治云，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 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务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张勇民为甘 员，部分省十三届人大代表，省人大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经预 常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省政府有 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金融企
甘肃 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通过省 关部门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 ｜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审议省人民
年鉴 高级人民法院提请的有关人事任免事 会和有关县（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 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项。
列席会议。省上各民主党派和群众团 的综合报告。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大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体推派的公民旁听全体会议。会议审 常委会调研组关于甘肃省＂两州一
ＧＡＮＳＵ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议通过《甘肃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３０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 《甘肃省广告条例》《甘肃省查处生产 关于全省农村三变＂改革情况的调
常委会主任林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甘肃 ｜研报告、关于甘肃省戈壁农业生态优

２０

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玛、王玺玉、马青林、俞成解，秘书 护法》办法》（修订）甘肃省人民代
长张建昌及委员共４８人出席会议。省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兰州市
人民政府副省长何伟，省高级人民法 什川古梨树保护条例》的决定、关于
院院长张海波，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批准《酒泉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

化工作的调研报告、关于全省文化产
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会议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通
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朱玉，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张云生， 例》的决定、关于批准《武威市防沙 于召开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省人大各专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 治沙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平凉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关于华亭县撒县
委会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会 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规定》的决定， 设市有关问题的决定。会议通过甘肃
议主要围绕机构改革进行人事任免。 审议《甘肃省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接受丁霞敏辞职请求的决定、关于接
受李斌辞职请求的决定；决定任命周
学文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命

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 案）》。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
｜作人员事项。
关于《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么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的中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期评估报告，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

｜丁霞敏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２６－２９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 请审议调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长；会议还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怿，省人大常委会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有关指标及 人民检察院提请的有关人事任免事
副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 ｜增加目标任务的议案，作出甘肃省人项。
（供稿：邵建斌）
尼玛、王玺玉、马青林、吴明明、俞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甘
成辉，秘书长张建昌及委员共５２人出

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调整甘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８年度修改制定地方性法规一
｜成文日期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ｉ

｜文件名
《甘肃省组织实施宪法宣繁制度办法（修订）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４

第２号）
第４号）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

《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修订）

ａ—

《甘肃省林业有害需生物防治条例）（修订）

《甘肃省林木种苗管理条何（修订）

第６等）
《第７号）
（第８号｝
节１０

（甘请在友积山风求名杜区条例）修订Ｔ

（第１１３

《甘意省公路路改管理条例》修订）

第１２号
｜第１３号）
第１４号）
（第１５号）
（第１６号）

《甘肃有大气巧案防浴亲》

《甘肃有广告条例
《甘肃省查处生产储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

ｉｎ—ｒ———

９８｜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Ｅ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目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Ｅ

扩遍省人挺政嗨

甘肃
｜年鉴

类课

Ｚ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省政府重要会议

｜尽责。二要聚焦抓落实的重点难点。 作，安排好节日期间应急值守，严格

要以敢死拼命的精神抓脱贫攻坚，按 遵守节假日各项规定，倡导良好的社
【十三届省政府全体会议】２０１８ 照到村到户到人的要求，帮助贫困群 会风气，确保过一个欢乐、祥和、廉
Ｆ，十三届甘肃省人民政府（以下简 众解难题、定实策、脱真贫。要以知 洁、平安的春节。

称＂省政府＂）共召开三次全体会 耻奋进的态度抓环境问题整改，以更 十三届省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暨
议。由省长唐仁健主持。
十三届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

｜大力度全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以 政府系统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

保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

增强抓落实的能力水平。要具备专业
能力和专业精神，做到尽责尽心尽
力，力求过严过实过细，在其位谋其

真心实意的境界抓高质量发展，努力 年活动动员会 ４月１６日，十三届省
月３０日，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在加快发展中补齐短板，在提升质量 政府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强
开。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中扩大总量。要以攻坚克难的决心抓 调，政府系统是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改革开放，着力培育新动能、拓展新 ｜境的最前线和主阵地，要在全省整治
彻落实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 空间。要以感同身受的情怀抓民生， 作风顽疾攻坚战中＂唱主角＂、打头
切实肩负起职责使命、迈开步子、儿 拿出硬举措，实实在在解决一些群众 阵、作表率，以知耻后勇的态度、刀
开膀子，夙夜在公、不分昼夜地干， 期盼已久、一直以来呼声很高的老大 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伤的决心，带
让实干成为本届政府的鲜明底色，确 难问题，切实塔强群众获得感。三要 头查、主动改，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
落到实处、变为现实
会议强调，政府系统要把抓落实

作为＂生命线＂，一切工作都要以落

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地做好每一

效果，推动作风政风有一个大的转
变。会议强调，加强作风建设，是贯
｜彻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的实际行动，

｜是深思熟虑的决策安排，是痛定思痛

实来衡量和检验，向落实对标、向落 件事。四要强化抓落实的保障举措， 后的翻身之仗，是真刀真枪的治顽之
实发力、向落实问效。一要提高抓落 加强研判调度，严格督查间责，严守 举。各级政府及部门要充分认识省委
实的政治站位和精气神。新一届省政 纪律规矩，确保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各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大意义，对
固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惯性、路径依
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带领政府系统干部 真决策部界落地见效。
｜职工，把思想统一到抓落实上来，把 会议强调，春节临近，各地各部 赖，来一次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大
观念转变到促发展上来，把精神状态 ｜ 门要切实做好困难群众温暖过冬的保 扫除、大洗礼，以思想观念的大解放
调整到担当负责上来，扎扎实实履职 障工作，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 带动作风的大转变。要找准突出间
甘肃省人民政府｜９９

题，狠下功夫整治守摊子、中梗阻
十三届省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 三要下大气力抓好绿色发展，把支撑
推拖绕、庸懒散、走秀场、打白条、 ７月３０日，十三届省人民政府第三次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落
｜虚假空、灯下黑等＂八种病相＂，对 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以习近 ｜细到市州、落细到企业、落细到项
症下药、吧向治疗，营造弊绝风清的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目。四要精准发力强化科技创新，抓

署

良好发展环境。要坚决摆正工作导 导，按照省委全委会的部署，认清形 ｜好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兰白科
向，真正让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强 势变化，把握政策动向，抓住历史机 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丝绸之
音，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遇，找准工作抓手，以过硬作风统筹 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用真招实招

甘肃 让实干成为政府的鲜明底色。要聚焦
年鉴 ｜阻碍行政效能的堵点难点问题精准攻

２０

推进各项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上半 强化人才支撑、破解人才困局。五要
｜年全省经济运行形有波动、势趋平 ｜加快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拓展中

｜坚，让工作时限严起来、办事效率快 稳，结构优化、动能增强，主要经济 新南向通道，大力推进口岸平台建

ＧＡＮＳＵ
设，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抢占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起来、服务态度好起米、标准质量提 指标企稳回升。我们既要看到这些初
露的＂曙光＂和＂静悄悄＂的变化，
起来，加快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
＂一带一路＂制高点的工作落实落具

要弘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工丘精 又要高度重视细节中的＂魔鬼＂，深 ｜ 体。六要找准关键破除痛点堵点，聚

神，把工作的基础打实打牢，把工作 人研究破解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同时 焦投资和工业增速，继续落实好＂三
的过程做精做细。要按照依宪执政、 也要看到希望、坚定信心，不甘落 重＂＂三一＂工作机制，力促两项关
依法行政、依规施政、依纪从政的要 后、凝心聚力。肝仁健还深入分析当 键指标回稳向好。七要以更实举措深
｜求，做好每一项工作，尤其是要信守 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他强调，＂逆全 ｜化＂放管服＂改革，坚持问题导向，
｜承诺，说到做到。会议强调，各级政 球化＂现象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 落实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四办＂改
府及部门要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以 定因素增多，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 革，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新
强有力的工作措施，对照活动方案、 ｜势头但风险挑战不少，我们要高度关 突破，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八要全力
反馈同题、差距不足、群众诉求反映 ｜注外部经济贸易环境的影响，高度关 ｜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同
等方面主动查，把作风问题找细、找 注国家宏观政策微调值含的机遇，努 时，要强化作风保障，观念要大改，
准、找到位，靠实责任、建立清单、 力化不利为有利，争取主动、占得先 ｜工作要实抓，作风要真转，落实要严
面向群众、逐项销号抓好整改。要严 ｜机。会议强调，下半年，要重点抓好 督，以过硬的作风推动党中央国务院
｜格执行转变作风的＂十不准＂规定， ８个方面的工作；一要扎扎实实推进 ｜及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以＂小切口＂推动作风＂大变局＂。 脱贫攻坚，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省政府常务会议】２０１８年，甘
要坚持正激励和负激励相结合，既要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意 肃省十二届省人民政府召开２次常务
｜树立一批好典型，更要抓一些坏典 见》和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进一步 会议，即甘肃省十二届省人民政府第
型，特别是对违反作风规定、破坏发 夯实五个基础。二要举一反三加强４ １７６、１７７次常务会议；甘肃省十三届
｜展环境的地方或部门，严肃问责追 态保护，一手抓问题整改，一手抓污 ｜省人民政府共召开３８次常务会议，即
｜责，确保活动实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染防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甘肃省十三届省人民政府第１－３８次常
群众的评判和检验。
改革，健全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务会议，由省长唐仁健主持。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度常务会议一览
会议内容

会议名称

会议日期

审议《甘肃省保信集团有限公司（筹）组建方案）；研究调整甘肃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

的次｜事宜、民勤连古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事宜；研究设立乡村振关公益性专岗事宜；研究行政
１月３日 十二届省政府第１７６次｜事
｜常务会
│处分有关事室。
１月１５日｜常务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议稿）《助力既贫攻坚加快自然村组道路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审

｜│定２０１７年度甘素渐科学技术斐和专利吴评审培果；研究行政处分有关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审议《２０１８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意见）《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立法

２月８日

１次常｜计划）《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甘育省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

务会

｜作人员宽法宣警实施办法》；研究提高域乡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及特器人员救助保养省域补助标

准；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１００ ｜甘肃省人民政府

会议期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
通报春节期闹全省相关情况；安排部署近期要抓好的重，点工作：审议２０１８年省级预算内基建青金
｜ 安排意见；审议《关于究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若干意现的实施方案）《甘肃者合作共建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Ｘ《关于强化实施创新氧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文众创
｜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甘肃者人口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审定省统计局关于者第

｜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情况的给果；审议《甘肃有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关于深

三届省政府第２次常｜二：
│化全省交通述输基础设施投种资体制机制改革的招导意见）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国有林场改

２月２２目 ｜务会ｉ

｜革实施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甘肃省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

甘肃

｜医学教育改军与发展的实施方案》；审议公务交通补贴、公务通讯补贴收入个人所得税税前和除棒
｜准和取暖补黠收入帮免个人所得税的意叉；研究甘肃（天水）国陈陆卷项目建设事宜；审议《甘肃省

｜税敢保障办法（草案）》；研究副省长、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及会议承办处室从严审核者

年鉴

Ｐ０ｉｇ

种常务会议议题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ＧＡＮＳＵ

审议《关于争取中央政策和青全支持的工作方案》《关于组建甘肃工程咨询集团暨明步换进重组上

｜市总你方案》：审议并研究废止《甘肃省经纪人管理暂行条例》《甘肃省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计
次常｜肃省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条例》《甘肃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甘肃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条

３月２３日

｜务会议

｜例》《甘肃省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甘肃兴

｜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Ｘ甘肃省规章设定谓款限联规定（草案）：审议将连山间家级自然

｜保护区矿业权速出朴偿管全安排意见；研究聘任及解聘省政府参事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４月２日

｜务会议

｜安相部署斯达公总考勒班道安全胁惠垫改工作：审议《甘肃省院药集团有限★任公司组建方案《甘
第４次常｜肃电子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Ｘ甘肃省公路交文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甘肃科技授青
｜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审议《关于鼓励支持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措）；研究注铺东大
｜山省级自熟保护区、昌岭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龙首山县级自然保护区事宝；研究黄河首向买家级自

｜传达中央领导同态约谈２０１７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就讲话精种：审议２０１８年天津杨扶
十三届省政府第５次常公经运审
４月１１８
＂｜资金安抢意见：审议《第八届教煌行·丝例之路国稀旅薄节总体活动方案）《２０１８年省级时政涉农资
｜务会议
金整合方案）；：研究给审州留夏陪护人员核城经费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４月１６目

４月１６日

研究分桥全有一季度经清运行形努：审议《兰州白银国家自上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Ｘ甘肃祁连
十三届省政府第６次常｜
｜务会议

＂｜山地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针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国有林场改革实她方案）《甘育着小哉山
｜林业实验局国有林场改革实地方案》《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十大类生产产业发展总体方案》。

十三届省政府第７次常｜
专题研究扶贫工作、
｜务会议

｜审议者政府２０１７年考核项目考核结果事室：审议《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贸物流业的意见》《甘肃省

４月１８日 十三靥省政府第８次常｜合
｜单色生态产业发展基全设立方案）《甘肃省重点地区控级保学攻坚实施方案《祁连山回家公公甘肃
务会

｜省片区范玉和功能区优化勘界方案汽《华龙证春股份有限公司首发上市方案》；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审议《甘肃者节能环保产业专项行动计划《甘肃省清沾能源产业专项行动计划》《甘肃省军民融合
｜４月２８日

务会ｉ

常｜产业专项行动计划Ｘ《甘肃名先进制造空专项行动针划）《十肃者磷环农业产业专项行动计划Ｘ《甘育
｜省通道物流产业专项行动计划Ｘ《甘肃省文化旅券产业专项行动计划《甘肃有中医中药产业专项行

动计划》；通报省政府代表团是考卷考察和招商事空。

审议《甘肃省２０１７年度脱贫攻坚问题垫改方案汽《关于管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化奔企业家精
｜神更好发挥会业家作用的实地意见Ｘ《甘肃者＂十三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Ｘ《关于开展全者各级各类
５月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次｜择火月
常务会

｜保护区矿业权分类处置的相导意见》；研究落实政府系统执行＂十不准＂规定事宜。

审议《甘肃省衣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风
５月１６日

，｜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林木种带管原条例（修订草案）《甘肃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
十三属省政府第１１次｜８Ａ开金）ｙ（共会

常务会

｜条例《修订草案）Ｘ《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修订革案》，２０１８年第二批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意见，第二届敦煌文博会超支和结余经费安排意见，２０１８年政身馈务限颖分配
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０１

全议日期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
｜研究分析全省１－４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斯汛减灾事宣；研究聘任及解聘省政府参事事宜；研

５月２５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２次｜
｜究省政府部分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常务会议

审议《甘育省实施潮长制工作方案《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Ｘ《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

｜十三届有政府第１３次｜例（搏
｜例（修订革案）》甘肃省铁路安全管理规定（草案）《甘肃有地图管理办法（草案））；贫困村衣民专业

６月４日

｜常务会议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ｇ

｜合作社覆盖行动省级补助资全安推意见；研究读者出版集困有限公司发展事宜：审议《关于进一步
｜加大资金投入扶持产业发展确保打赢既贫攻坚战的通知）；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第１４次｜专题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６月５８

｜常务会议

审议第二十四属中国生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事宜：审议《２０１８年中国（针肃）中医药产亚博览
ＧＡＮＳＵ
·三届省政府第１５次｜会总体方案》；审ｉ
次｜会总体方案》；审议甘肃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全设立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８年均衡性和民族地区转移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６月１５日｜会ｉ
｜支付增量资金分配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研究分析全省１－５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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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见》《甘肃省兰州断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祈试验区总体方案》《关于经济
６月１９日 ｜

｜常务会证

府第１６次｜技术类人才工作助推爆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甘肃省污象防治攻坚方案）；审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意见；审议２０１８年第三批对政专项从贫资全分配意见；研究聘任及解睹省政
｜府参事事宜。

｜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审议《甘肃省＂十三五＂翔间抱进军事后勤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施方案）《甘
｜ ｜肃省房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实施方案）《甘肃有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农业保险助推税贫攻坚实施方案》《甘
７月２８｜二

｜｜常务会议

分第１７次｜育省２０１７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贵支付工作问题整改方案汽《甘肃省生态环境损害融偿制度改革工作

｜实施方案）《甘肃省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性娴之路信鬼港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方

｜案》；审议２０１８年度全省农村危房改造调整计划和实施层并化朴助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８次｜

７月３日

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改策将施。

｜安排杯署迎楼国务院大督查工作事宜；审议《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期（２０１Ｉ８－２０２２年））《甘肃

７月９８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９次｜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１８年第二批天津帮扶责全安挎意见；审议全省
常务会议

２０１８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住退休人员养老会调整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研究部署当前防汛展灾和地质父需枪险处置工作；审议有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第二批取消证明事项
十三局有政府第２０次｜的意见
大｜的意见：；审议《关于支持陇药大品种大品牌推动龙头企业发展的致策措施》；审议全昌市、嘉峪关市、
７月１３日｜
常务会议

７月１６目｜

｜ 天水市、炙威市、平潭市、甘南州省级环境保护督察意见；审议《甘育省公共信用信息条例（草案）》

｜《甘肃省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草案）》；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安排部署当前防汛放灾和近期重点工作；审议《甘育石打好防范化解全融风险政坚战实施方案）；审
｜十三届有政府第２１次｜。
｜常务会议

＂│｜议２０１７年度省长全融装测评结果；审议《甘肃省扶贫项目资全精效管理实施办法）《甘肃省工伤保
｜险实办法（修订草案）。

研究分析上丰年经济运行形势；研究十大生态产业发展进展情况事室；审议２０１８年全省享受政府
７月２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２次｜研究分析．
｜常务会议

｜特殊津贴抱荐人选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审议《关于贯物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都署和政策播池情况的自查报告》；审议有关行放规范性文件清

｜理意见：审议《关于全面源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Ｘ《＜邢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３次｜ 了
７月３０日｜
｜治理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甘肃部分中期自评估报告》《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领城有与市县共同时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审议中央财政下达甘肃省２０１８年动物防疫补助经资安持意见：

｜研究者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安持邮署争取国家部委支持事宜：审议《甘肃省脱贫攻坚暗访督查工作方案》《甘肃省觉政领导干部

｜十三局省政府第２４次｜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
次｜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细别）；审议２０１８年计肃省外国专家＂救煌笑＂事堂：审议《（关于改革国有
８月１３日｜
｜常务会议

｜全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审议中央特大防汛补勋青金分配意见；安排部暑甘肃者应对吉林
｜长春长生公司问廷疫苗情况事宜；安排部署音前防汛成突工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研究分析全有１－７月经济运行利势；再次安排部署防汛咸突工作：审议《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规

８月２８日

十三局有政府第２５次｜
｜勒》：审议中央对我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增量资全和部分地区财力补助分配意见：审议全
常务会议
｜省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进项视联逻还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１０２｜甘肃省人民政府

会议日期 会议名称

会认内客

｜安排部署全者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问题经改落实事宜：审议《美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封汽象
十三局省政府第２６次
９月３日
｜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研究市州留置场所建设某补资全安排意见；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田务院大督
｜常务会议
｜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和近综防孔减灾事宜。

审议《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直通机制的实施意见》｜

《关于做好追登军人服务管理工作的意观）《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被助制度的实纯意见）《美于通
９月７日

｜常务会议

３２次｜一步降纸企业用电成本的若千播施》《甘肃省大气污染妨治条例（草案）》《甘肃省农作物种子
｜（修订草案）Ｘ《甘育省衣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修订革案）Ｘ《甘肃省实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甘肃
｜护小＞办法（修订革案）Ｘ甘肃有查处生产侪售饭冒伪劣商品什为条例（修订草案）《甘肃有广告条

年鉴

｜纲（修订草发）》《甘肃省统计条例（修订草案）》；研究解聘省政府参事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研究分析１－８月经济运行形势；研完关于５万元以上无校资量项目复工、１－８月全省规模以上工 ２Ｏｉｇ
大｜业企业体产企业复产、全省砂石资源开发及全省河道采砂事宜；审议《什肃省生合保扩红线划定方
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８次｜业企业停产企业复产、：
ＧＡＮＳＵ
９月１７日 常务会议
｜案）《关于全融进一步复持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方大集
团损赌脱贫攻坚责金意见。

审议《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方案》

９月２５日

常务会议

次｜《关于以出让国有资滑资产和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式补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贵本全工作的实施方
｜案）《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方案）《甘肃日报报业集团组织及业
｜务架构方案》；研究成立省政府波策咨询委员会事宜；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审议《关于取清和调整竹政审批项日等事项的意见《关于系统解决岷薄地震灾后堂建对远异地

｜置遗留问题的整改方案》《甘肃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管理实施办法》《甘肃省党政机关公务
）次｜用本管理实施办法《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甘肃省物业管理办法＞的决定（草案）》；研究

１０月１５日

｜常务会ｉ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举办筹各事宜：研究核减武威市荣华公司公租房建设任务指袜、
｜增加凉州区政府公租房建设任务指标事宜：审议中央特大防汛补助资全分配意见；再次安排部署省
｜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审核把关工作。
｜研究分析全省前三季度经济运行形势；审议《关于及止＜甘肃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决定（草

十三届省政种第３１次｜
｜案）《甘素省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关于建立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
１０月２２日 ｜常务会议
｜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的实绝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２次｜安持
｜安排部署加快推进十大生态产业发展事宜；审议《关于防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实施意见》）；研

１０月２９日

｜究人事任免事宜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３次
｜研究兰州市＂１１－３＂重大交通事放处置调查工作。
１１月７日
常务会议

｜研究保持基础设施领成补短板工作事宜；审议《甘肃省国民经清和杜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期要
十三局省政府第３４次｜

１１月１２日

｜常务会议

广｜实她情况中期评估报告》；审议《甘肃省打击食品药品农资环境烟草等概域主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安持部署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事宜；听取全省１－１０月经济述行情况泥汇报；

１月１４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５次｜
｜审议（美于全面实施预算墙效管理的实施意见Ｘ《关于完善国有金融青本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常省
｜常务会议

｜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则分改革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传达平习习近平总书记童要讲话精神安推部署贯彻落实事宜；听取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情况，

省开展＂大概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进展情况；审议《甘素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实施方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６次｜
案》Ｗ议国家林草局征表甘肃省时《祁连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反错意见：审议２０１９
１２月 ３日
｜常务会

｜年第一批动政专项扶贫素全分配意见，２０１８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笑励增量资金分配意见；强调征
｜求意见的有关要求，提高服务会议决策质量；研究人事事宜。

学习兄弟者份先进发展经验部暑加快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事宜；审议《关于贯彻国务院部署

｜持基耻设她领城补短板力度的实施方案》《甘肃省支持总部企业发展的政氧措施》《关于促造中小偎

１２月１０目 十三届省政府第３７次｜年压的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

｜常务会ｉ

｜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１９年全省政府新增传券舌求意见；审议２０１８年第二批均
街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分配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１２月２４日

审议２０１９年全省经洛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安捧意见；审议《兰到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
３８次｜规划解要（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关于支持兰洲向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甘肃省保障
常务会议

｜衣民工工青支付工作问责办法）《十肃文化旅游产业集旧有限公司组建方案》：审议部分２０１９年新

曾攻府债务限额分配意见：研究人事任免事宜。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０３

【省长办公会议】２０１８年，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２０次省长办公会议。
２０１年省长办公会议一览表

副

会议日期

会议名样

１月１５日

第１次省长办公会议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ｇ

会议内容
时究全省政府性债务工作事宜；研究省属高校债务化和校舍安全工作事宜

审议《甘肃省培育社大特色农业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甘肃省牛产业精准扶贫三

年行动工作方案）《甘肃省羊产业精准状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廿肃省蔬菜产业精准肤贫三

１月２日

｜第２次省长办公会议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年竹动工作方案）（甘肃省果品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甘意省马给薯产业精准扶
｜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甘肃省中药材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动工作方案》《甘肃省助推产业扶

｜贫培试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动推产业肤贫村干部培训实施方案》《美于全省农村村级公益
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的指导意见》。

２月２日

第３次省长办公会议 ｜审议《甘育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改府职能转交的意见）《甘肃者推进＂一富办一网办简化
｜ 办助上办＂实施方案》。

３月２７日

｜研究各市州政府关于１－２月经济运行和推进税贫攻坚、加强生合保护、构建罐色生态产业体
第４次省长办公会议 ｜系等重点工作进展事宜。

４月２日

第５次省长办公会议 ｜研究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工作事宜；审议《甘肃省国土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４月６日

第６次省长办公会议 ｜专题安排部署折达公路隐患排查及考勒Ｍ道质量问题荟改工作。

４月１８日

第７次省长办公会议 ｜审议（丝编之路信息有限青任公司组建方案》；研究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工作事宜。

７月２６目

第８次省长办公会议 ｜研究中国（甘意）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场馆建设农修事宜。

８月３０日

第９次省长办公会议 ｜专题研究形连山自然保护区神树水电站生态环保问题禁改工作事

９月６日

第１０次省长办公会全议 ｜审议《甘肃省加快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１、一次＂改
革重点任务客实方案》

１Ｏ月８日

第１１ 次省长办公会议 审议《民勤生态特区建设规划》；研究化解全省农村合作全融机构风险工作事宜。

１０月１８日

第１２次省长办公会议 ｜研究交之通领域投融资工作事宜；研究全者旅游公路建设有关事宜。

１０月３０日

第１３次省长办公会议 专慈研究部署全省宗教工作事宜。

１０月１９日

第１４次省长办公会议

１１月１２日

第１５次省长办公会议 专题研究生判市＂１１－３＂变大交通事放郎情应对工作事宝。

专题研究支持芝州大学阶中校区建设事堂。
｜审议《美于模动我着国际货运班到和较空货运稳定运示的实施意见Ｘ《关于破解窥联加失通

１１月１３日

第１６次省长办公会议｜道物流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美于推进丝辆之路经清带国家物流框组暨多式联运综合体工

｜作方案》：审议（中国－以色别（酒泉）绿色生态严业因建设方案》。
｜研究兰州市＂Ｉ１－３＂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１２月７日

第１７次省长办公会议

１２月８日

第１８次省长办公会议 研究衣民专业合作社有处发杯带动作用事堂

１２月１０日
１２月１４日

第１９次省长办公会议 研究全省国责国企改革工作事宜。
第２０次省长办公会议 专是研究给中生态创断城建议工作事宜

１０４｜甘肃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为民办１０件实事项目】

基础性底线性任务，按照把十大生态 ｜＂两州一县＂脱贫攻坚、祁连山国家

至年底，省委省政府为民办 １０件实事 产业发展作为转方式调结构、发展实

公园试点、非洲猪蕴防控、完善农民

任务全部在年内完成。１０件实事累计 ｜体经济、培育新动能转化旧动能、建 与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
下达资金１１９．５亿元，占预算安排的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机制等重点工作情况进行梳理，及时
１１７．７？？①全省实际实施农村危房改 五篇文章一起做的要求，对接中央关 ｜向省政府汇报。全年承办省政府党组

会议２３次、省政府全体会议３次、省
造 新开工２３２２４６套，开工率为 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质 政府常务会议４０次、省长办公会议２０ 甘肃
｜造７９０５４户。②２０１８年全省棚户区改 于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

１００？？③全省６７个周转宿合项目全

量发展等决策部署要求，组织有关部 次、省政府专题会议１００余次。

部主体完工。④全省计划选派２８００名 门逐项提出贯彻落实措施，协调制订 【文件办理与信息报送】全年共
支教学生，实际选派２９９１名，项目覆 出台６０多项政策性文件，按时拿出驳 审核印发公文近１０００份，分办各类文

｜年鉴

２０ｇ

盖全省２３个深度贫困县近８００所农村 ｜贫攻坚顶层设计、十大生态产业＂１＋ 件１１万余份，收集归档领导批示、 ＧＡＮＳＵ
中小学及幼儿园。⑤１９个项目县医院 １＋１０＋Ｘ＂政策框架体系等多个施工 文件、资料６０００余件。全年向国务院

的８０个薄弱学科建设项目已全部完成 图。全年组织召开脱贫攻坚、十大生 ｜办公厅报送信息６００余条，被国务院
并投入使用，惠及相关项目县的３８０ ｜态产业发展、＂放管服＂改革等重大 办公厅采用４２条，国务院领导同志批
万人；为３７２０个深度贫困村卫生室各决策专题新闻发布会，设立专栏专刊 示６条；采用市州、部门信息１０４６
配备１台健康一体机已全部配备到位 集中宣传报道，全年通过＂中国·甘 条，省政府领导批示４条。全年接报
并投入使用，惠及项目村的３７０万 肃＂门户网站发布政策解读１１３件。 处理值班信息６０８８件，向国务院总值
人。⑥全省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工

【协调落实与会务办理】合理、 班室上报值班信息７９期，党中央、国

有序安排省政府重要会议、领导同志
｜建档立卡贫困妇女１３４１７４万人），全 调研活动，积极服务保障＂文博会＂
面完成９？４万人的年度目标任务； ＂兰阶会＂＂药博会＂＂旅游节＂＂伏羲

｜作共计受检人数１００９５８７万人（其中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作出批
示１９９余件次。
｜【政务督查督办】全年共组织综

检出乳腺痛患病人数２２３人，宫颈癌 ｜大典＂等重大节会活动，主动衔接协 合性督查１次、专项督查１４次，会同
患病人数３６４人，正在进行相应治 ｜调甘肃代表团赴四川、贵州考察学习 省委办公厅开展专项督查３次。协调

先进经验，以及组织行业部门在省内 ｜相关部门组成５个督查组，对全省固
成，直接受益残疾人３７４５名。⑧全 多地召开现场推进会等重大致务活 定资产投资及重大项日建设、节能降
省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项目共开发３．７ 动。协调安排对经济运行情况月度 耗、深化＂放管服＂改革、各类证明
｜疗。⑦所有助残扶贫康复项日全部完

｜万个岗位，比计划指标多开发７０００ ｜季度调度分析，对十大生态产业发展 事项及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和为民办
个；生态护林员项目。原计划选聘生 情况建立两月一次的调度机制，组织 ｜实事等５项工作开展实地督各查。对省
｜态护林员指标２６５００名，后在４５个县 ｜市州、部门对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开 委省政府确定的２０１８年为民办１０件
｜市区义新增计划指标１３１２５名，截至 展＂大栩房＂同题专项清理整治、 实事，按月掌握进展情况并先后５次

１２月７日，全省共选聘生态护林员
４０８９４名，占选聘计划的１０３．２？？⑨
｜城市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改造工作，

５００部加装电梯任务已全部完工，其
中已投入使用１０２部，检验合格３７
部，调试完成待检验１５７部，正在调
试２０４部。⑩全省农村边远地区中小
学温暖工程项目，４８２个项目全部建

条其道人Ｒ攻监的的公汉置ａ自妪发设工三消说会

成投入使用。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推进重大决策落实】２０１８年紧
紧围绕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
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
精神，盯住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这一

｜ ２０１８年，科技部、甘素备人民放府部省会肃企议要兰白试验恳建设工作三方产试会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０ｓ

在《甘肃政务督查》通报，先后３次 言共办理群众建议、咨询、投诉等 ｜理网民＂省长信箱＂留言１１５件，答

进行实地督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间 ４７４条，群众满意率１００？？围绕减 复１０８３件，答复率９７受理人民网
｜题。按照省政府领导批示指示要求， 事项、减层级、减材料、减环节、减 网民留言９８８件，答复８４０件，答复
跟踪督办西北师大蓝天学生公寓隐患 时限，督促协调省直相关部门优化再 率８５连续６年被授予＂全国网民
｜排查和整改工作、敦煌飞天公司矛盾 造流程、提高办事效率，推动压缩企 ｜留言办理工作先进单位＂。

纠纷间题、金昌市政府拖欠省景电管 业开办时间，推动非税收人缴款便利 【助推脱贫攻坚】召开２次省市
化，比国务院要求提前２个月实现企 县三级组长单位联席会议、３次帮扶
甘肃 理局３００万元水权转让资金问题等整
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８．５个工作日内的 宕昌县脱贫攻坚协调推进会，２次牵
年鉴 改落实工作。按照国务院年度重大决
策部署、２０１７年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 工作目标，全省非税收人缴款网上统 ｜头组成专项督查组，协满１５个省直相
２０的 发现问题整改工作要求，逐条硫理报 ｜一支付平台应用走在全国前列。推动 关部门解决宕昌县提请的重要事项１８
ＧＡＮＳＵ 告我省贯彻落实情况。抽调人员组成 段上线下政务服务融合发展，化解群 ｜项，总结推广＂宕昌模式＂，助力贫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协调保障小组，全方位服务保障督查 众和企业的＂烦心事＂和＂难心 ｜困群众稳定增收。协调省直相关部门
｜组在甘活动。根据国务院督查组反馈 事＂，１００项堵点已解决或基本解决９８ 及有关金融机构、企业、落实官鹅沟

的６５项主要问题和整改意见，及时梳 项。建成＂一中心、一平台、一网 旅游快速通道建设等重大项目５个，
理并制定整改方案，督促责任部门单 站＂。１１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均已完成 引进６个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相关帮
位抓好整改，按期上报甘肃省阶段怕 市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与省级数据共 扶协议１６个。２０１８年，宕昌县退出贫
｜整改落实情况。

享交换平台的对接工作。设立省级重 困村４３个，脱贫４６７３户１９９４人，贫

｜ 【建议提案办理】积极为甘肃省 ｜大项目并联审批综合窗口和６类综合 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３．８８？？下降７．１５个

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征集 服务区，人驻部门窗口共受理行政审 百分点，预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筛选建议提案素材４１件，办理全国人 批事项３５１５１件，办结３１６１件，限 ｜人６３６２元、增长１１？？
｜大建议３件、全国政协提案９件，分 时办结率１００９

【推进办公厅机关帮扶】对照退

解、交办和转办省＂两会＂交省政府
【推进政务公开】全年通过＂日 ｜出验收指标，先后组织帮扶干部２６批
系统办理的建议提案１３６６件，办结率 国·甘肃＂门户网站发布各类信息 ５００余人次进村入户，精准制定脱贫
和满意率均达到１００？？
７４４３条，通过＂甘肃政务＂微信公众 路径、增收措施和年度计划，做到
【＂放管服＂改革］整合全省深 号发布政务微信１８００余条，发布＂在 ＂一户一策＂脱贫计划全覆盖。协调
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线访谈＂１７期。编发《甘肃情况》 省烟草公司捐助资金２０３０万元，为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抽调２７名同志组 １３９期，编发《信息纵览》８６期，编 ２８３户搬迁群众修建季节性生产用
｜建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先后起草 发《每日要情》１９５期。收到涉及房 房；投资２３５万元的两河口农贸市场
｜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放管 屋拆迁与补偿、土地征用、教育等政 改造项目竣工使用。协调省金控集团
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见》 府信息公开申请２０２件，其中当面答 捐助３００万元，指导６个贫因村组建农
《甘肃省２０１８年推行＂一窗办一网办 复９７件、网络和信函答复１０５件。受 ｜民专业合作社，初步形成了以两椒、
简化办马上办＂改革方案》等各类文
件５０余份。理顺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发
展改革委在网络数据共享工作方面职
能，成立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进
｜小组，从省信息中心抽调５名工作人
｜员和办公厅相关工作人员共同集中开

的

展工作，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外
网平台、内网平台和云平台。对甘肃
政务服务网省级主站进行升级改版，

｜推动部门自有办事系统与甘肃政务服

务网对接，省级共开通１７６项可网上
申报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提前１年
实现国务院确定的省市县三级政务服
务事项８０？？上可办的年度目标任
务。甘肃改务服务网省级主站网民留

１０６ｌ甘肃省人民政府

｜ ２０１８年，全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处发挥带动作用培训班

中药、养鸡、养蜂、旅游、手套加工６
大产业为主导，大蒜、红葱、黑猪、
柿子等特色优势产业配套补充的产业

甘肃省国际友好城市统计表（６３对）按地划分排列

发展体系。协调省信用联社捐助资金
３００万元，帮助建成５个扶贫车间，吸
纳３９名贫困群众务工。引进重庆绿投
｜集团实施乡村旅游开发项目，项目建
成后预计年可接待游客８０万人次，带
动当地群众３００人就业。组织开展８次

｜

日本

长围县

１９８２０８．０５

哈萨克斯划

｜库斯塔全料

｜２００４．０９．１５

ｌａｌ
两弯许

戈壁阿尔泰

定巴布丰

２ａ

绍集吉州

１９９７．０４．２１

均四

Ｂａ

§于

长唐仁健会见新加坡共和国总理公署

衡西生

Ｚｌｍ

ａｄ

部长陈振声、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一行。副省长张世珍陪同会见。４月
［２５－２７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肝仁健

②而

墨西号

率省政府代表团赴香港考察。唐仁健
一行分别赴风凰卫视总部、华洞集团

云

２００４．１０２２

牙和

｜体ｙ斯

大泽洲

西马绍纳兰省
ｓｈｏｎａｌ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Ｐｒｏｗｉｎ（

２００９．０５．２

岩

副省长宋亮，省政府秘书长常正国一
同会见。４月１３日，省委副书记、省

２００４．０７．２１

Ｏｓｈｉｋｏｄｔｏ Ｒｅｇｊｉｏｎ

丽

【高层互访】１月１０日，省委副

Ｇｉｚａ Ｇｏｖｅｍｏｒａｔｅ

美考杆托省

ｍｍ
体可

｜书记、省长唐仁健会见白俄罗斯建设
部副部长西多罗夫率领的白俄罗斯建
筑企业管理培训班一行。省委常委、

Ｂａｍｙａｎ Ｐｒｏｒｉｎｃｅ

纳米比要

罗马周

提升

巴末扬者

２０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７．０９．１９

２００５．１２．０９

Ｈｈｉｎｇｎ

革，组建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及其办

Ｇｏｂｉ－Ａｌｔ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１２ 甘肃
２０１３０６１９ 年鉴

阿齐那那那区

Ｍａｌｉｇｔｃａ

公室，各市（州）外事工作委员会及
｜办公室组建工作有序推进。重视党管
｜外事制度建设，严格落实会议和请
示、报告、通报等制度，研究部署全
省外事工作，党管外事成效明显

年姆省
（Ｑ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奥什州

Ｋ０８１

Ｅｇｎｔ

和改进对外人文交流工作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
通知》等政策文件，研究制定贯彻落
实《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关于新时代
加强统筹地方外事工作的意见》的建
议，推进外事工作领导体制和机构改

Ｋｏｓｔａｎ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尔吉斯斯身

块及

【党管外事】制定出台《关于贯
｜彻中央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
制改革精神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

态产业、城市运营及脱贫攻坚等领域

结好日期

ｐｕｐｉｓｔｍｎ

外事港澳事务

进新能源、数据信息、文化旅游、生

省级友成

《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伊朗

慰问活动，协调有关方面捐资捐物，
解决贫困群众生活、学习困难。
（供稿：栗亮

｜总部、中兴公司深圳总部考察、就推

国茶

Ｍｅｓｉｃｏ
乌拉主
Ｕｎｇａｙ
古巴
Ｃａｂａ

Ａｔｓｉａｎａ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ｅｌ

Ｓｏｍｏｇｙ Ｃｏｕｎｔｙ
｜阿尔他碁
Ａｈａ Ｃｃａｎｔｙ

２００４．０．０１

｜科富兹省

２００５．０１．２０

纳瓦拉自治区

２００５．Ｏ０８．１６
２００６．０４．１３

Ｃｏｒｅｚｅ Ｐｒｏｒｉｎｃｅ
ｖａｒ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４
｜斯来果尊

Ｓｌｉｇ Ｃｏｕｎｔｙ

｜法夫大区

Ｆｉｆ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０６．１０．１

格罗纯诺川

Ｃｒｏｄｎｏ Ｓａｔｅ

２００７．０７．０８

Ｐｅｎｚａ Ｓｔａｔｅ

２００１．０６．２１

Ｃａｎｔｏｎ Ｓｏｌｏｔｈｕｒｎ

索罗周思川

２０１０．０４．０２

｜充端斯特仙专节

１９８４．０４．２２

俄克拉何马州

｜１９８５．０６．１２

奥希金斯将军解放者大区
ｌｏｆ Ｌｉｈｂｅｒａｄｏｒ Ｃｅｎｅｒａｌ Ｂｅｍａｒｄｏ ０）＇ｌＨｉ ｜ ２００５．０４．０４
文亚新州
２００５．０４．０８

科阿书拉州

Ｃｏａｈｕｉｌａ Ｓｔａｔｅ
佛罗里达省
Ｐｌｏｒｉｄａ Ｐｒｏｒｉｎｃｅ

２００５，０４．１５

Ｈｏｌｇｉｎ Ｐｒｖｉｎｃｅ

２００６．０４．２６

奥尔企省

２００６．０４．２０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０７

方级友城

结好日期

的合作，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会谈交
流，紧密对接甘肃所需与香港所长．

秋田市

１９８２．０８．０５

省委副书记孙伟会见奉辛比克党副主

市州国际友好城市统计表

地区

｜甘肃

年鉴

殊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日宋
日本

｜Ｊｕｐａｎ

ＡｋｉｔａＣｉｔｙ

土主库曼斯坦

｜ 阿什哈已德市

广泛开展合作交流活动。６月７目，

席、国会卫生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

２｜

Ｔｕｋｍｉａｉｔａｎ

｜Ａｓｈｈａｂａｄ Ｃｉｔｙ

１９９２．０５．，０１

占那立武率领的柬埔寨奉辛比克党干

Ｅ

关因

阿尔价克基市

１９９６．０４．１８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ｉｒｅ

１９９７．０８．１７

部考察团一行。７月４日，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
记、省长唐仁健会见应邀出席第二十
四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全国

Ｐｅｎｚａ Ｃｉｔｙ

奔萨市

１９９８．０９．２０

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会会长、新华

Ｎｏｕａｋｃｈｏｔ Ｃｉｔｙ

努瓦克育特审

２０００９．２５

美国

本利更

Ｃｈｏｄｅｙ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０９．２７

基尔维重

菜茨克瓦斯市

２００７．０７．１６

菲律宾

阿尔夏省

２００７０６．１８

纳术比亚

Ｎａｍｉａ

芝梅布市

ＴｕｍｅｂＣｉｙ

２００９．０５．２２

罗马尼亚

｜阿尔巴光利审

ＡＩｂａ ｌｕｌｉａｅ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３．１２０２

阿尔巴尼亚

费里审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Ｕｌｎ－ｌｄｅ Ｃｉｔｙ

乌安鸟德市

２０１６．０９．２６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ｒｌｉａ
余罗斯

Ｒｕｓｉａ
毛里塔尼亚

Ｓｃｒｉｌ

｜Ｐｈｉｌｉｐｉｎｅｓ

＂

Ｒｏｍａｒｉａ
纸罗斯

Ｒｕｓｉａ

尼沟尔

Ｂ

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敦煌会见参加
＂一带一路＂国际智库论坛的布隆迪

保卫民主党总书记埃瓦里斯特·恩达

伊施米耶，西班牙公社当中央执行委
员会成员、地区事务协调书记桑托
斯·赛尔丹等外宾。９月２４日，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分别会见参加第
三届敦煌文博会的阿富汗第二副总统
｜穆罕默德·萨瓦尔·丹尼什一行。９
｜月２７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在敦煌会

见出席第三届敦煌文博会的克罗地亚
前副总理司马安·希莫尼奇一行。１０
｜月１１－１３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林绎在敦煌会见哈拉尔五世国

Ｎｅｐａｌ

Ｋａｂｈｍａｎｄｕ Ｃｉｙ

加绝满都市

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吉尔言斯斯坦

奥什市

０ｇｈ Ｇｉｙ

２０１８０．１１

邻尼市

２００８．１０３０
２０１５．０．１３
２０１５．０９．０７

阿列克谢耶维奇为团长的乌克兰代表
团一行。１２月２６日，省委副书记、省
长唐仁健会见韩国诛仙总领事金炳权
一行。

ＵＬａｋｉ Ｃｉｔｙ

１９９４．０９２７

｜任务。安排接待阿富汗第二副总统、

镰合市

１９９８．０９２８

｜日

｜日光审
｜Ｎｉｋｏ Ｃｉｔｙ

２０７０１．１４

韩国

南海郡

Ｎａｍｈａｅ Ｃｉｔｙ

２００７．０１．２０

｜克党副主席等外国政要、前政要来甘
访问并出席甘肃省重大节会。参加中

奥兰加已选市

２０１５．０．１５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四次中国一

司全品市

Ｋｙｕｇ２
太

｜水渴共

意大利

｜ 众市

补８

＂２

Ｌｅｓｋｏｒａｃ Ｃｉｔｙ

集团主席蔡冠深率领的香港工商界代
表团一行。９月１９日．省委书记、省

Ｍ

本

月ｏ
投垃市

２

１０８｜甘肃省人民政府

Ｓｏｕｔ Ｋｏｒｃｕ
印度
Ｉｄｉａ

Ｓｈａｗｎｅｅ Ｃｉｔｙ
博拉市

Ｂｒｍ Ｃｉｔｙ

高兴郡

ＫｕｍａｋｕｒａＣｉｔｙ

Ａｕｒａｎｇａｂｕｄ Ｃｉｔｙ

王和宋雅王后一行。１０月３１日，省委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会见以乌克兰波

罗申科总统顾问格雷尼夫·伊戈里·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圆满完成

骞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参访敦煌的接待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新加坡副
总理、克罗地亚前副总理、意大利前
总理、马达加斯加前总理、布隆迪保
卫民主力量党总书记、柬埔寨奉辛比

｜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第九届

｜外经贸合作，参与推动酒钢公司牙买

｜续表

５｜张越１
２６｜武液
｜武成市
凉州图

２８ ｜
｜白银剩

３０
３１｜天水１

３

照天

审级友域

共好口期

加氧化铅厂投料生产并合作创建海外

ｓａｌｏ

｜奥莫尔市

Ａｍｉａｌｓ Ｋ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ＮｅｗＺｅａｌａｎｄ

Ｓｅｌｗｙｍ Ｄｉｔｒｉ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４

目加快实施、白银公司与中非基金联
合开展南非第一黄金收购和整合、甘
肃建投津巴布韦产业园获津政府批

白俄罗斯

斯产家竞区

Ｓｌｕｓｋ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８．０９．０８

新西去

Ｂｅｄａｕｓ
日本

Ｊｅｍ

Ｋａｚａｎｏ Ｃｉｔｙ

屁角市

０００１１．０６

Ｓ

ＰｏｒａＣｉｙ

２００４．１．１

仪式，甘肃省政府与新加坡太平集运 ２０１９
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ＧＡＮＳＵ

框架协议，甘肃４７家企业与境外展商

签订进口合同。
【搭建商协会及旅游国际交流合
作平台】组团参加＂以色列２０１８国际
｜农业展览会＂＂２０１８年中国品牌商品

Ｃｈｉｍｋｅｎｔ Ｃｉｔｙ

奇姆育转市

１９４．０８１６

自俄罗斯

｜布列斯特市

２０１８０７２６

｜搭者克斯坦

井加拉市

２０１６．０９２０

意大利

Ｌｔａｌｙ

卡布拉罗市

Ｃａｐｒａｒｏｌａ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４．０９．０３

机械要素展＂多个境外知名展会，在
以色列、上耳其、捷克、日本、俄罗

美国

｜填的案德市

Ｅｄｍｏｎｄ Ｃｉｔｙ

２０１６．０．２０

Ｓｈａｗｉｎｉｅｒｎ

沙威尼根审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斯等国分别举办相关产业推介对接
会。推动发起成立南向通道旅游推广
联盟，在新加坡举行中国（甘肃）投

Ｃ ｏｄｎｏ Ｃｉｔｙ

格罗狭诺市

２０１７．０４０２

言兰丹则

２０１３．１０．１０

Ｂｅｌａｒｕｓ

ＵＳＡ

３４

加拿大

３６ ｜
临夏州

准、天水华天电子收购美国倒装芯片 甘肃
｜公司获得欧洲客户渠道。配合参加首
届进博会，出席白俄罗斯国家馆开馆 年鉴

Ｋａｚａｋｂｓｔａｎ

恰萨克斯短

３３ ｜庆阳市

３５ ｜陇南市

｜产业园区、金川公司印尼红土镍矿项

白俄罗斯
｜Ｂｅｌａｓ
马来西亚

Ｍａｄａｙｉａ

Ｂｒｅｓｔ Ｃｉｌｙ

ｋｄａｎｄａｎ Ｓａｔ

（中东欧）展＂＂２０１８年日本东京国际

资贸易暨旅游发展推介会，在俄罗斯
第五届涅瓦文化节上举行甘肃省城市
推介会。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支持举办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２０１８年青年峰

会，扩充高校联盟成员至１７３所，为
３２５ 名留学生发放＂甘肃省丝绸之路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省在４０个国家建立了６３对友
奖学金＂５００万元，在甘留学生总数
超过２６００人。省政府外事办和省科技
东亚地方政府会议等国家重要外交活届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２０１８首届中超
动。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率中共友好 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公祭 厅联合认定第二批省级国际科技合作
３

行员

｜年岭市

０１４．１２０８

代表团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宜介党 伏羲大典、兰州国际马拉松赛等节 ｜基地３５家，在塔吉克斯坦举办＂甘肃
的十九大精神，推介甘肃发展优势和 会、赛事，邀请乌克兰、新加坡、韩 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展＂，赴波黑参加

｜建设成就。完成７期国际技术及管理 国、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担任敦煌文博 ＂第三届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

培训班，为２４个国家培训可再生能源 会、兰洽会、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主 大会＂、推动省膜科院与新加坡国立

技术和管理人才１３２名。支持省内有 ｜宾国，并在节会期间密集举行＂一带 ｜大学加快实施中空纤维纳滤膜技术引
关单位办好孔子学院、中医中心，持 ｜一路＂国际智库论坛、丝绸之路合作 ｜进，帮助省机械院与巴基斯坦农业研

续对马达加斯加派出援助医疗队，选 发展高端论坛、２０１８巾国（甘肃）－ 究理事会签署合作基地备忘录。依托
派６名中医专家组成＂中医关怀团＂ 韩国友好周等数十项重大国际交流活 敦煌研究院优势，围绕丝绸之路沿线
赴马达加斯加、安哥拉、德同开展义 动，节会的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不断 古迹遗址考古研究和保护，在甘肃省

｜举办多个专业国际会议和论坛，赴阿
诊、健康咨询、中医培训等系列活 提升。
｜动。外交部指定甘肃省开展对白俄罗 【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参与推进 富汗、印度进行学术交流与研讨，与

斯＂点对点＂友好工作并取得实效。 国际物流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协 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王储传统艺术学
【服务节会】协力举办第三届敦 ｜调利用驻外使领馆资源优势，积极支 院、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阿富汗国
｜煌文博会、第二十四届兰洽会、第八 ｜持甘肃省骨干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和对 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合作顺利推进。加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０９

｜强＂一带一路＂国别研究，建立兰州 ｜３１批２３０人次；先后组织市州外办主 交流员参加开班仪式。西班牙纳瓦拉
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兰州大 任访问甘肃省在美国、日本、新西 公立大学博士那依姆·费尔曼、牙买

学中亚研究所入选中国大学智库 兰、白俄罗斯等国家重点友城；就 加运输与矿业部政策分析师坦尼奎
１００强。

【外事管理】围绕推进＂一带－

甘肃
年鉴
死

路＂建设和扩大甘肃省对外务实合
｜作，完善因公出国（境）审批、护照
和通行证管理，规范外国人来华签证
邀请函办理，持续推行外宾来访团组

｜２０１９年与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举办 亚·卡拉姆代表研习班交流员在开班
｜结好３５周年纪念活动、与阿富汗巴米 仪式上发言。研习期间，省政府外事

扬省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等事宜达 ｜办邀请省商务厅、省委党校、省农科
成共识；作为主宾省参加西班牙纳瓦 院、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知名专家

拉自治区第二届＂纳瓦拉国际日＂活 学者，为交流员举办了７场专题讲

动，举办＂纳瓦拉——甘肃经贸论 座，重点介绍中国国情与甘肃省情，

对口接待机制和省级领导会见外宾团 坛＂和企业＂一对一＂对接活动。甘 涉及经济社会、科学教育、文化旅游
ＧＡＮＳＵ 组成果跟踪协调机制，安排省领导会 肃省在＂２０１８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 以及汉语言等多个领域，受到学员一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见来访重要外宾２５场次。积极深化 会＂上，获得＂国际友好城市交流在 致好评。同时安排学员赴甘南、临
＂放管服＂改革，推行＂一窗办一网 ｜作奖＂，甘肃省友城新西兰克菜斯特 夏、天水、敦煌、嘉峪关，深度了解
办简化办马上办＂落实，改造建成省 彻奇市和庆阳市友城美国爱德蒙德市 甘肃省５座城市的特色产业和历史文

｜外事政务服务大厅，简化实行因公出 获得＂对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奖＂， 化。大家还前往甘肃省人大、省政
国（境）审批材料五表合一，出国 在兰州和舟曲分别举办＂２０１８年＇ 协、甘肃省农科院、甘肃农业大学、

（境）审批材料及时限大幅压减；取 带一路＂沿线国家太阳能应用研修 ｜天庆集团、酒钢集团、中甘国际、红
消涉及ＡＰＥＣ商务旅行卡３项证明， 班＂和＂２０１８中亚国家法官研修 房子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兰州三维数

｜降低申办门槛，２０１８年办卡数量较 ｜班＂。协调省内社会组织参与国际非 字中心、省博物馆、省中医药大学附
２０１７年翻了一番。全年共审核审批和 政府组织活动，牵头组织申报《南南 属医院等１１家企业和单位参观考察。

办理各类因公临时出国团组７１１批 合作援助基金》，省民间组织国际交 自２００６年开班以来，已成功举办１２
３２１３人次，其中省级团组出访４批， 流促进会分别与国外３个社会组织签 期，共有来自五大洲６１个国家的２８６
｜压减和取消不符合规定团组４９批２１２ 署《社会组织民生改善备忘录》。牵 名国外代表来甘学习交流。培训班举
｜人次；接待外宾来访团组５００余批

头开展＂一带一路＂青少年成长与发 ｜办期间，由省政府外事亚洲非洲处编

４０多人次，出访来访成效稳步提 展系列活动，并组织甘肃民间团体超 ｜纂《２０１８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学
｜升。建立＂甘肃省公民和机构境外领 尼泊尔、俄罗斯开展民生项目对接和 员手册》和《相遇甘肃——２０１８甘肃
事保护联络员联席会议机制＂，省政 人文交流。协助全国友协在丝路沿线 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侧记》，反映甘
府外事办与省公安厅、原省旅发委联 国家举办＂重走古丝路，奏咱大合 肃省国际交流员见问感受的中英文对
｜合印发《关于加强出境游安全保障工 唱＂活动；分别在俄罗斯、敦煌、以 照书籍《相遇甘肃》被国家行政学院

作的意见》，妥善处置外国人在甘肃 色列等国家举办艺术展、图片展、书 图书馆列为馆藏图书。

【外事队伍建设】组织选派外事
发生的案（事）件９起１３人次，安排 ｜法展、敦煌石窟壁画展；与美国，日
外国使领馆官员领事探视１０余次，处 本等国友城在人才培养领域持续合 系统干部赴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外
置甘肃公民在国外领事保护事件１１批 作；与古巴、乌拉圭、罗马尼亚友城 交干部培训学院系统学习理论，提升
次。主动作为宣介甘肃，先后协调组 开展青少年足球训练和文化教育交流 ｜干部政治素养，开阔眼界。积极协助
织３３个国家３８家媒体１３２名记者来甘 合作；派员参加第二届中摩友谊论 ｜外交部在兰成功承办＂第２５期全国地
考察采访，中新社、中国日报、中广 ｜坛、第２０届中日韩友好城市交流大会 级市外办主任培训班＂，先后举办
｜国际在线等国家主流媒体积极参与， 等活动；组织甘肃省文艺团体分赴卢 ＂全省外事系统国际形势报告会及外
有效＂借嘴发声＂讲好中国故事甘肃 旺达、突尼斯等７国参加＂欢乐春 事翻译培训班＂＂２０１８甘肃省外事专
【民间外交】２０１８年，新增白银市与 节＂演出活动；组织开展＂２０１８感知 ｜ 办员培训班＂以及派员参加＂第１６

白使罗斯布列斯特市、武威市与白俄 中国·中国西部文化行＂及舞刚《丝 ｜届韩国Ｋ２Ｈ国际交流公务员研讨会＂
罗斯斯卢茨克区、庆阳市与加拿大沙 路花雨》《大梦敦煌》巡演活动。 等多个培训班，全省外事干部累计培
威尼根市、兰州市与尼泊尔加德满都 【第十三期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 训５００多名：选派优秀干部赴中国驻

习班】９月３日下午在兰州开班。研习 ｜外使馆工作，参加外交部、中央统战
城。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省在４０个 班是由省政府主办、省政府外事办承 部、国家外文局等上级主管部委业务
国家建立６３对友城（其中省级２６对、 办的一项国际人才培训项目。来自美 ｜培训，到白俄罗斯、新西兰、美国、
市县级３７对）。接待国外友城代表团 国、哈萨克斯坦等１８个国家的２３名 日本、韩国、泰国等国进行交流
｜市和吉尔吉尼斯斯坦奥什市等５对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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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国家层面的关注；《甘肃与贵 ｜院和兰州真气堂国医馆的专家３０多人

｜研修。

州发展比较研究》《我省抢占＂五个 为大安乡５００余人开展义诊活动，并

制高点＂的有关考滤和研究意见》 ｜通过＂水滴筹＂为帮扶贫困户国荷荷
《关于区块链＂去中心化＂与传统技 募捐治疗费用２２８９０元。协调兰石技
【概况】重视加强陇港陇澳交流 术＂中心化＂的研究报告》等重要研 校全免费从大安乡招收２５名适龄学生
合作，积极邀请港澳重要嘉宾出席公 究成果，得到省长和省政府其他领导 入学，并议定毕业后进入兰石集团工

港澳事务

作。积极协调落实贫困子女各项助学 甘肃
政策，并募集教育资金约２５万元，对
节＂等文化交流活动，邀请香港中华 行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联络 ｜贫困家庭学生进行资助。协调企业和 ｜年鉴
｜总商会会长、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及 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公益组织给两个帮扶村７０岁以上的留 ２ＯＥ
｜中国侨联副主席、世茂集团董事局主 制定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章程》 守老人捐赠棉衣１５３套。强化基层党 ＧＡＮＳＵ

｜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等活动，参 的重要批示。

加首届＂相约澳门—中侧文化艺术

【决策咨询及党刊编辑】认真

《课题管理和经费使用办法》等规章 建，给两个村委会下拨党建经费４０００
米甘考察访问，积极推动香港企业投 制度和《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课题计划》， ｜元，发放办公用品，协调研究室各支
席许荣茂太平绅士等香港知名企业家

资项目落地实施，共接待港澳来访团 以及《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 部与两村党支部＂结对子＂，开展支

组１８批１１０人次。唐仁健省长、何伟 工作规程》《委员履职移动平台推送 部共建活动。
【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以农村
副省长、常正国副省长分别率团赴港 ｜流程单》等工作制度，开建＂省政府
｜参加＂甘肃招商推介会＂＂数码教煌 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移动履职平台＂ ｜固定观察点工作作为拓展业务的前沿

一天上人间的故事＂展览和甘肃文化 ＡＰＰ，为委员履职提供便捷通道。编发 阵地和了解县区情况的主要窗口，全
旅游推介活动；还拜访全国政协副主 ｜报送 《决策咨询》５期，其中３期得到 年开展《农户现金收入支出情况调
席董建华、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 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较好地发挥政策 ｜查》《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问卷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时，注重利用 ｜研究、资政辅治的智库作用。着力抓 查》《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情况调
侨务港澳资源，助力甘肃省脱贫攻坚 ｜好《发展》杂志工作，全年刊发１４期 查》《农村土地经营情况调查》（村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供稿：文凡绮）

政府决策服务

［文稍起草］始终坚持把文稍服
务作为核心工作来抓，紧紧围绕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工作，在文稿的精
益求精上持续发力，着力提高文稿的
思想性、政策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高效率高质量完成省政府重要文
稿的起草工作。组织起草省第十三届
人代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

告》，全年起草各类文稿２６８篇，汇编

２００多万字。

｜【助力脱贫攻坚］坚持把脱贫攻

坚帮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来抓，全力联系帮扶渭源县大安乡张
家川村和潘家湾村，力求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强化统筹协调，制定年度
｜帮扶计划，先后５次召开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时研究解决
帮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细化完善

＂一户一策＂帮扶措施，累计组织２１
｜批次８５人次１６０天进村入户。室主要
｜负责人连续两周深入帮扶村与驻村干
部同吃、同住、同工作，在一线筹
｜划、部暑和指导帮扶工作，较好地发

表、户表）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调

查》等５项专项调查，共填报１５２８份
｜调查表，及时将１６个观察点调查数据
汇总上报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
室，一次性通过验收。委托全省１６个
观察点主管部门对记账户进行培训；
组织全省１６个观察点的县级调查员参
加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在南昌

举办的业务培训班；组织全省１１个观

｜察点的县级调查员参加省政府研究室
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全省政府研究

室系统第二期业务能力素质提升研修
班；组织举办全省农村固定观察点工

作暨培训会议：撰写《信息·动态》

成册７本，其中各类讲话及专题报告 ｜挥了＂头雁效应＂和示范引领作用。 １２期，刊发调查分析、动态观察３９

２１０篇、主持词致辞４９篇、专访和署 强化产业扶贫、多方争取项目、物资 篇、信息快讯２７篇，较好地发挥了为
｜和资金支持，共计３００余万元，帮扶 ｜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及时提供农村基
名文章９篇。
｜【课题调研】全年形成３４期《呈 张家川、潘家湾两村分别成立养殖和 层情况的职能作用。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
阅件》和７篇专项调研报告，２３件 ｜种植合作社，并联系解决基础母羊、
（篇）得到省政府领导的批示，已经 种公羊和紫花首蓿、红豆草籽种，积 会成立］１１月２０日，甘肃省政府决策
或正在转化为国家层面或省政府的决 极引导培育优势产业。对１４５户贫困 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
｜策。其中协助国家金融发展实验室完 户进行庭院改造和旱则补贴，帮扶消 议在兰州举行，标志着省政府决策咨
战的《甘肃省绿色融资体系研究》已 源县大安乡建设中心敬老院。协调社 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聘请１１名

上报国务院，得到国务院领导批示， 会帮扶，组织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国内顶尖知名专家、学者为顾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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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甄别挑选５７名省内专家为委员 （＂争取尽快上马南水北调西线工 无党派人士暑期谈心活动等，拓展参
聘期５年，开启全省决策咨询和智力 ｜程＂的调研），３４个重点调研课题，２ 事以个人身份参与民主监督的渠道。
｜支持专业化、常态化的新局面。省委 个省委有关部门委托的研究课题，２ ｜省参事室聚焦甘肃省＂两州一县＂及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为决策咨询委员 个省上有关领导交办的课题等总计３９ １８个深度贫困县，组织开展第一次交

甘肃
年鉴

｜会委员代表颁发聘书并讲话，希望决 个调研课题的主题与任务。其中在交
策咨询委员会成为省政府科学决策的 通领域扶贫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情况报
＂最强大脑＂。会议审议通过决策咨询 告反映的农村道路＂畅返不畅＂、砂
委员会《章程》《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课 石料涨价等问题比较及时，尤其是砂

题研究计划》。受聘委员代表严纯
华、丝路基金公司监事会主席杨泽军
ＧＡＮＳＵ 在会上作表态发言。成立大会后随即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举行题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甘肃发展＂高端论

２

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黄群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
济部部长赵昌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删院长陈彦斌发表主旨演讲。
｜（供稿：颉 募）

政府参事工作
【概况】２０１８年，省政府参事室

新聘２１名省政府参事，解聘１８名已
到龄或届满的省政府参事。截至年

底，有省政府参事３９人。新聘、续聘
８０名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甘肃参事工
｜作主动适应新的形势提高政治站位．

不断增强新时代甘肃参事工作的政治

｜通扶贫专项监督检查工作。五个专项
监督检查组３０多位省致府参事分别深

｜入到临夏、甘南、白银、武威、定

西、平凉、庆阳、陇南和天水等９审
石料涨价的问题，社会关注度很高， 州２３个县３２个深度贫困乡镇１２５个建
问题提得准。唐仁健省长看到报告 ｜制村，开展交通扶贫专项监督检查工
后，就这个问题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安 作。查看建制村硬化路３５６条，查看
排部署，督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建 县级公路养护站９所，查阅农村公路
言献策。全年甘肃省政府参事室上报 ｜相关资料４１６份，走访群众２０８人
甘肃省委省政府参事调研报告和建议 次，实地查看危桥改造工程项目１２
｜６１份，创历史新高。其中３３份得到省 座，窄路加宽工程项目２３条，路网改
委省政府领导５１人次批示。甘肃省委 善工程２５条，＂畅返不畅＂整治等项
书记林铎、省长康仁键同志重要批示 目５２条，水毁农村公路情况２８处，
各有１２份。调研报告，引起省委省政 总行程约１１０００多千米。
【助力滕贫攻坚］２０１８年，省政
｜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
府参事室与帮扶村共同组织开展
关注。民主监督。甘肃省政府原参事

和现任参事３位被聘为省政府决策咨 ＂八个一＂（共同组织对贫困村群众

询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参事王欢祥、
陈明、车安宁、王世钦、道周、吴仲
英、孙万仓、昌德文、陈明、李晶、
张德芳、柴生祥、杨兰、林柯和马进
等同志，分别受邀列席甘肃省第十：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参加有
关学术研讨会、调研座谈会；有关启

｜进行党的脱贫攻坚政策教育、共同

为贫困村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共同
上一次党课、共同召开专题组织生
活会、共同开展走访人户活动、共
同开展帮扶困难党员活动、共同组
织开展全域无垃圾专项行动、共同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工作）共创

责任，积极探索参事咨政建言既给甘 动仪式、督导评估工作；民主党派、 共建活动。通过＂八个一＂共创共
｜肃省委，又给甘肃省政府报送的＂双

报送机制＂。有关聪贫攻坚、＂一带一
路＂建设、村级集体经济、文博会等
方面的《关于２５００亿元＂两贷款一基
金＂使用情况评估报告》《借船出海
共建共享南向通道的有关对策建议》
《关于全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情况调
研报告》《关于打造永不落幕的高品
质敦煌文博会的几点思考和建议》和
《教煌文化价值吸引力问题研究》等

参事报告和建议，林铎书记、唐仁健
省长等都作出重要批示。称赞政玫府参

事指出的问题很及时，提出的方法很
对路，给出的建议很解渴，对甘肃省

委省政府的工作很有启发，

【参事工作】调查研究。２０１

２０１８年７月，甘肃有政府参事空党组书记、主任郑清祥带领第一监督栓查工作组在临夏

年，省参事室明确１个重大调研课题 市工坪村开展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交通队赏专项盐译检查工作
１２ ｜甘肃省人民政府

单》，明确各行业部门的安全生产工 人；举办为期半个月的乡镇（街道）
成员学习考察脱贫攻坚先进村经作职责，会同省编办将安全生产工作 安监员培训班５期，培训１１８３人。对
｜建活动，组织贫困村＂两委＂班子

验。落实了＂一户一策＂精准到户 职责列入部门＂三定＂方案。省安委 ｜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专题培训，

措施。组织省政府参事医疗专家组 会深人开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年＂ ｜邀请国家级安全培训讲师送教上门培
开展为帮扶村群众送医送药送健康 活动，推广兰州石化公司建立岗位责 训２万多人，培训＂三项岗位人员＂

活动。组织参事和机关干部分１５批 ｜任清单的经验做法，督促企业层层落 ｜（煤矿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和特种作业人员）３万多人次。
次赴两个帮扶村开展工作。筹集２０ ｜实安全责任。

甘肃

【安全生产法治建设】２０１８年由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２０１８年
多万元为帮扶村修建了道路，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购置了防汛防灾器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党 省安监局争取国家和省级财政资金支 ｜年鉴

材，帮扶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第二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
｜坛］９月７日，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室和兰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以＂筑梦－
带一路改革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
二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举
行。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王卫民、兰
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出席论坛并致

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 ｜持４１０９８万元购买通信车、宿营 ２０ｇ
则》《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 车、炊事车、运兵车１２辆，购买应急 ＧＡＮＳＵ
意见》。修订印发《安全生产＇党政 救援装备物资１１３２５台（套》，有效解

同责、一岗双责＇实施细则》《安全 决各救援基地装备老化、缺乏等同

生产工作考核办法》，结合甘肃实 题。６月，省安委办在张掖市肃南县

际，创造性制定《甘肃省金属非金属 西沟矿，组织省内７支省级矿山应急
矿山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安全建设指南 救援队伍，协调嘉峪关、张掖两市政

（试行）》，出台《消防责任制实施办 ｜府和多个等部门紧密配合，组织开展
辞。来自国务院参事室和天津、上海 法》和《消防诚信行为信息管理规 省级应急救援综合演练，省长、副省

等１２省区市的政府参事以及省内专家 定》
学者共１６０余人出席论坛。
（供梳：吕海银）
应急管理工作

【组建甘肃省应急管理厅】２０１４

长等省政府领导进行远程观摩指导。
【专项培训］２０１８年举办为期半 ７月、１０月分别组织两阶段实战拉动

个月的全省党政领导安全发展第一责 演练，出动队伍１３支（次），开展演

任落实专题培训班４期，培训市县党 练和实地效援１０余场。第一阶段突出

政领导、省安委会成员单位分管领 防汛敦援，第二阶段突出事故灾难和
导、安监系统人员４００余人。依托兰 ｜灾害应急救援。８月底，省安监局、
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高 省人社厅、省工会、共青团甘肃省委
｜校，举办应急管理、事故直报、统 等部门共同主办全省第二届危险化学

年，根据省委、省政府机构改革的部 计、煤矿、非煤矿山、执法能力监管 品教援技术竟赛，全省７支应急救援
署，将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
责，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
责，省公安厅的消防管理职责，省民
政厅的救火职责、原省国土资源厅的

等各类培训班１２期，培训学员 １７０５ 队伍代表队的８１名指战员通过历时三

｜地质灾害防治、省水利厅的水旱灾害

防治、原省农牧厅的草原防火、原省
林业厅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省防汛
｜抗早指挥部、省减灾委员会、省抗震
｜救灾指挥部、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
｜责等整合，组建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于１０月３０日挂牌成立。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２０１８

年，省委省政府分别召开５次省委常
委会会议、１１次省政府常务会议，传
达学习中央领导指示批示精神，专题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省政府与１４

个市州政府、３３个行业部门签订安全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兰州新区突降暴两，导致中川体平视村受突，由于都分边路被洪水阻
生产目标责任书；省安委会修订发布 新，一老人鼠脚不使不敢迈过水渠，兰州部区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刘学法跑入洪满水中为老人
《省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清｜撑起过河的桥３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１３

舅

｜天应急比武竞赛。
亭煤业集团公司等矿山企业建设管理 安全事故案例选编》，向全省企业发
｜的典型经验。全面完成全省９１座病库
【执法监察］围绕＂两节＂＂两
放。推进全省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月＂
和４６座尾矿库＂头顶库＂安全隐患综
会＂五一＂中秋＂＂国庆＂假期等重
｜和＂安全生产陇原行＂活动，充分发
｜合治理。组织开展煤矿领域打击＂六
点时段和敦煌文博会、陇西药博会等
挥各类安全生产微信群作用，动员组

｜重大活动，组织多路检查组进行督查 假六超＂专项行动，召开全省煤矿安 ｜织监管干部、企业职工和社会公众积
检查，确保节假日安全稳定和活动顺 全基础建设推进会，组织全省煤矿管 极参加＂全国应急和安全知识竞赛＂
｜利召开。金川集团热电公司＂１０． ｜理人员赴外地开展观摩学习，推进 活动，获得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

甘肃 ５＂＂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后，省安委办
年鉴 ｜组织３个督查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

死 全生产督导检查，组织专家督导组对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省发生
＂人人都是班组长＂等先进工作理念。
【危化品监管】全年开展城镇人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９４８起，死亡７６７

员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安全风险评 人，受伤７１０人，直接经济损失
ＧＡＮＳＵ ｜金川集团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进行 估，摸排确定２１家企业开展搬迁 １６１９３１１万元。其中：亡人事故６６３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会审，对金昌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巡 工作。
起，同比下降１４２？？？亡７６７人，
【防汛抗早】２０１８年，省安委）
三批次对酒钢集团、白银公司、金川 和安监、水利、民政、气象等部门提
公司、靖煤集团等４４户省属大中型骨 早安排部署，面对全省汛期出现早、
干企业和重点工业园区，开展＂解剖 汛情隐患大的实际，先后对安全生产
麻雀会诊＂式检查、并对张掖、天水 领域防汛减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进

查，共查出整改问题２８１条。先后分

等５个市和兰州市永登县的１４６家生
产经营单位进行＂会诊＂检查，进一
步细化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２０１８
年，全省＂一张网、一张表、一张

同比下降１３．９２？？？伤２９６人，同比

下降８９２？？？接经济损失１５４７１．２６
万元，同比上升２６．２４？？发生较大事

故１０起，同比下降４４４？？？亡３５
人，同比下降５０？？？伤２２人，同比

人汛期后层层落实领导带班制、２４小 下降４．３５？？？接经济损失１４５０３５万
时在岗值班制度和值守情况随机抽查 元，同比上升１２４倍。全省有１０个市
｜制度。各级安全监管人员、乡镇（街 州亡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

道）安监站携带移动执法终端，坚守

降＂。

《（供镐：张 琛）

｜防汛和安全生产一线，随时向省安监

｜图、一盘棋＂格局初步形成。进一步 局指挥中心上传防汛应急和安全生产
完善全省安全生产监管综合平台和风 情况，全省１８支安全生产专业应急救
险防控、隐患排查治理系统。为全省 援队伍全面进人战备状态。根据省
所有市州、县区、乡镇（街道）和３０ 委、省政府安排，７月１４日起，省安

消防应急救援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消防总
个工业员区配备执法终端３１８１台，在 监局组织有关应急队伍赶赴定西、天 队编制３３６９人，其中干部１２３５人、

防汛抗洪抢险的过程中，发挥现场图 水等市州开展灾后抢险救援，并先后 消防员２１３４人。总队机关下设司令
像传输、信息迅速上报的作用
派出１１个综合和专项督查组，突出矿 部、政治部、后勤部、防火监督部４
｜ 【专项治理】分类制定重点行业 山采空区、废弃矿井、尾矿库、排洪 个部门，１８个处（室）和５个直属单
风险管控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施细 设施、排土场和石油天然气储运管线 位。辖１５个支队、１个培训基地，９６
则，支持兰州市遏制重特大事故试点 等重点部位，开展汛期安全生产督导 个大队和１０２个执勤中队。有县级政
工作。扎实推动全省道路生命防护工检查。
府专职队２６个、队员６４４人；企事业
程建设，极大地改善国省道特别是农 【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冬春两季 专职消防队６２个、队员１９６４人。消
村公路的安全通行条件。协调有关行 农闲、农民工返乡及企业处于生产淡 防文员１３５３人。全省配备各类消防车
｜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道路交通领域 季的时机，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百 ｜５９６辆、器材装备１３．８９万件（套）。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查处道路交通违 日宜教＂活动。充分利用微信群、微 １０月１０日零时起，公安消防部队成建
法行为５７１万起。开展建筑施工安全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向基层干部群 制转隶应急管理部，组建国家综合性
专项治理行动和全省建设领域质量安 众、学生、驾驶员、劳务人员及生产 消防救援队伍。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
全隐惠大排合大整洽专项行动。
一线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推送安 暂时使用甘肃省消防总队称谓。１１月
【矿山监管】推动全省推广非煤 全常识、安全提示、预警信息，潜移 ｜下旬，省委省政府批复同意总队设立
ｗ山＂五化＂建设，确定２２家非煤矿 默化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 独立发文户头、机要电报户头和红机
山企业先行试点，指导全省非煤矿山 能。省安委办制作６部甘肃省典型事 电话。１２月２６日下午，甘肃省消防总
企业向煤矿行业学习。先后两次召开 ｜故案例警示片，发到市县乡和重点企 ｜队在总队机关举行授旗授衔和换装仪
｜全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 业巡回播放；按照省政府主要领导安 式。
｜推广甘肃金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华 排，编印了《生命之殇——典型生产

１１４ ｜甘肃省人民政府

【接警抢险】２０１８，全省消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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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年鉴

Ｓ０Ｏ００

１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大数据运维中心全面投运，消防部

火灾扑教外，抢险救援２５８４起，社会 ４．７２疏散人员数上升了１０７．５７％， 门、维保机构、消控室人员、社会单
救助１０８２起，公务执勤１１１起，其他 金救财产价值下降１１５１？？
位＂四位一体＂闭环管理体系基本形
任务１３３５起），出动消防车２．２９万台 【火灾防控】２０１８年，省政府颁 成，６３９２家重点单位全部完成示范单
次、消防员１３万人次，抢救被困人员 布实施《消防责任制实施办法》《消 ｜位创建。制定出台＂放管服＂改革十

２５０６人，疏散被闲人员１７４３８人，抢 防诚信行为信息管理规定》２部地方 项措施。３０余万新生接受军训消防技
｜救财产价值１２３２２．６４万元。同比２０１７ ｜ 规章，省政协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列 能培训，安装消防楼宇电视４５万

｜年，接警出动次数上升２１．１２出动 为专项议题并考察调研，省市集中挂 ｜部，建立网上消防公众平台３５６个，
｜车辆数上升２８．７９出动消防人员数 ｜牌督办７８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总队 ＂双微＂关注人数突破１３０万。全省消
防监督执法＂查、改、封、停、罚、
｜拘＂指标大幅上升，全省连续４年未

发生较大以上火灾、１２年未发生重特
大火灾。
【火灾形势分析】２０１８年，全省

共发生火灾８６００起，占全年接警出动
总数的６２７２死亡６人，受伤１

人，直接财产损失３２９４８７万元。同
｜比去年，火灾起数上升１７．７６亡人

｜数与去年持平，伤人数下降６７％，
直接财产损失下降２５．３５？？全省火灾
形势持续平稳，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
事故。
［２０１８年全省月度火灾数发展趋

势】２０１８年，全省各月火灾数发展趋

１１月１３日至１６日，甘肃省消防队伍在总队培训基地举行＂先锋坏＂实战大比武（摄彩：师永红） ｜势看，由于一季度气候寒冷、风干物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１ｓ

燥，用火用电较多，加之民俗节庆活 甘肃消防总队科学编制装备建设五年 威、兰州新区７个支队１５０名指战
动多，燃放烟花爆竹、清明节祭扫 规划，协调省级财政帮扶解决消防装 员、３７辆各类战勤保障车辆参演。

等，引发火灾数量较多。进入二、三 备以奖代补经费６００万元，投入２．５２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消防总队被应急管理

｜季度，随着气候变化，降雨量增多、 亿元购置各类消防车９５辆、装备器材 部消防救援局表彰为＂２０１８年度工作
空气湿度大、大风天气及节庆活动诚 ５．２万件（套）。新增建设用地３６７ 考评先进总队＂＂２０１８年度安全工作

少等因素共同影响，火灾数量逐月下 亩，落实建设资金２５４亿元，启动新 ｜总队级先进单位＂。１３个单位被应急
降。进人第四季度，随着气温下降， 建、续建、扩建项目９个，投人３０００ 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表彰为教育整训先

甘肃 用火用电用气等增多，火灾数量上升 余万元对全省１６个危旧营房进行维修
年鉴 明显，特别是１１月上旬，由于冷空气 ｜改造。

２０ｇ 活动加强，河西地区出现了强风沙尘
ＧＡＮＳＵ ｜天气，农村火灾数量增多。
ＹＥＡＲＢ０ＯＨ
【救援能力建设】２０１８年，提盲
省政府召开会议建立危化品道路运输
监管长效机制，探索组建集救援、指

进集体。省上５部门联合表彰陇原

＂十大消防卫士＂＂十佳消防警嫂＂，２

【消防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４月６－ 个集体被公安部记二等功和三等功，

８日，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在兰州国 ２支队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１大
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地组织开展全省 队获全省＂三八红旗集体＂，１人当选

消防部队＂守望我原——２０１８＂地震 全国＂十大杰出消防卫士＂，１人当选
教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５月１０－１２ 改革开放４０年感动甘肃人物。

｜挥、保障、宣教于一体的首支应急救 日，Ｉ甘肃省公安消防总队在兰州市榆

｜【甘肃省消防总队集体退出现

援快遭队，建成３８支石油化工、水域 中县定远镇麻家寺开展为期三天的地 役］２月２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

山岳、地震救援等专业队，开展７２小
时大规模无预案地震教援实战拉动演
练和＂高低大化＂灭火救援演练２０余
次。建立练兵＂攻守捕＂机制，出台
《训练工作奖惩＂双十条＂》，举办全

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１１月３日，兰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
｜州支队参与处置兰海高速＂１１．３＂重 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大交通事故。１１月１３－１５日，在甘肃 决定》，３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

省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举办甘肃省消防
队伍＂先锋杯＂实战大比武。１１月
省首届＂先锋杯＂实战大比武，在应 ２１－２２日，甘肃省消防总队组织开展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冬训、夏训考核 全省消防效援队伍跨区域战勤保障实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道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方案》指出公安消防部
｜队转到地方后，现役编制全部转为行

中，两次位列全国第十名：
战拉动演练活动。演练先后调集兰 政缩制，成建制划归应急管理部，承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年， 州、天水、白银、定西、临夏、武 担灭火救援和其他应急教援工作，充

分发挥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作
用。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火灾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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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１．统计数撼起止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２、统计口怪为全ｒ

含刑事放火、生产经管性火灾等。

１１６｜甘肃省人民政府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组建国家综合性
消防救援队伍框架方案》，明确公安
消防部队移交应急管理部后组建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主要任务和有
关要求。根据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
署的《关于公安消防部队１０月１４日
２４时前集体退出现役的命令》，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１０日起，甘肃省公安消防部

队集体退出现役，原有武警部队番号

及公文式样停止使用，武警类印章暂
封存保管；＂三定＂规定出台前，甘
肃省公安消防总队暂用现称谓去掉
＂公安＂字样表述，使用＂甘肃省消

｜防总队＂称谓。１２月２６日下午，甘肃

消防救援队伍授旗授衔和换装仪式在
总队机关举行。副省长李沛兴出席仪
式，省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郭
鹤立主持仪式。
【贯铺习近平总书记训词消防救

援实战演练】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在防总队＂先锋杯＂实战大比武在兰州 习，创作出版了３１万字的长篇小说
甘肃省在消防总队培训基地举行。甘 新区培训基地开幕。应急管理部消防 《火魂》、２５万字的个人通讯集《烈火
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救援局副局长魏捍东应邀出席并作重 战歌》。
【公共消防安全的人民卫士班玛
铎，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魏 要讲话。此次大比武从１１月１３日开

始至１５日结束，共有来自全省的１６ 南加】班玛南加，男，藏族，青海共
省长唐仁健主持演练仪式。演练模拟 支消防救援队伍，１５支专职消防队， ｜和县人。甘南藏族自治州消防支队迭

｜捍东观摩演练并讲话。省委副书记、

一高层酒店８楼发生火灾和一石油化 共３１０名消防健儿将进行体能、消防
工企业管线发生泄漏，酒店多人被 ｜技能和班组科目共１３个项目的比拼。
困，火势蔓延迅速；石油化工装置输 嘉峪关支队、酒泉支队、白银支队列
油管线破裂，油品溢出，形成大面积 消防效援队伍获得团体前三名，陇西

部县大队大队长，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入伍。

甘肃

入伍２２年来，扎根甘南雪域高原，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 年鉴

忠诚。先后参加＂４·１４＂青海玉树

｜流消火，邻近大型储罐受火势威胁。 县政府专职消防队、金塔县鼎新镇政 抗震救灾、＂８·１＂合作地质坍塌事

２０ｇ

演练前，与会领导参观＂不忘初心续 府专职消防队、天祝县政府专职消防 故、＂１１·２６＂迭部县矿难事故、
写荣光——水做人民的消防员＂主题 队列专职消防队伍获得团体前三名。 ＂３·０２＂选部特大森林火灾等各类火
展，同顾了甘肃消防事业波澜壮阔的 【甘肃总队邓四林当选全国第四 火抢险救援２０００多次。２０１８年，被表
发展史和消防救援人员浴血奋战的奉 届＂十大杰出消防卫士＂】２０１８年 彰为甘肃省改革开放４０年感动甘肃人
献史；观摩全国消防救接队伍首支应 １１月６日，甘南藏族自治州消防支队 物＂工行杯＂陇人骄子。

急教援快遗队机动演示、消防救援车 ｜合作中队消防员邓四林被应急管理部
辆装备器材性能演示以及百米梯次进 消防救援局表彰为第四届＂十大杰出
攻操、搜救犬科目表演、６米拉梯与
挂钩梯联用、单人述降、坐席悬垂等
５个消防救援业务技能科目表演。全
省各市、州党政主要领导、相关部门

消防卫士＂。邓四林、汉族，甘肃滚

ＧＡＮＳＵ

（供稿：姜振铎）

机关事务管理

县人，１９７９年２月出生，中共党员，
【办公用房管理】２０１８年，省机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人伍。人伍时只有高中学
历的他通过自学取得兰州大学新闻 ｜关事务管理局办理２５家部门（单位）
｜负责人通过视频转播全程观摩演练活 专业自考本科学历，近２０年来参与甘 房屋置换、处置、购置等事项，审核
动。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财 肃消防一系列重大灭火教授行动和宜 ｜批准２４个部门（单位）租用办公（业
政厅、省应急管理厅、消防总队、兰 传报道，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新闻及 务）用房２４１万平方米。认真审核省
州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消防总队、 ｜文学作品５６０多篇，连续１４年获甘 级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
兰州新区消防支队机关干部和参加消 肃消防宣传报道特等奖、一等奖，作 目，加强维修改造可行性研究和预算
防救援汇报演练的指战员，消防安全 品４０多次在全国、全省获奖。在２０１６ 评审，从严控制维修内容、标准和规
重点单位责任人、管理人共约１０００余 年＂３·０＂迭部达拉林场特大森林 模，累计审核１６４个办公用房维修改
｜火灾、２０１７年＂８·８＂四川九寨沟地 造项目，审定投资４４９６８３９万元，核
人观看演练。
｜ 【全省首届＂先锋杯＂实战大比

震等救援行动中表现突出；被推荐到 减投资４３２９．７３万元。统筹做好机构

｜武］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上午，甘肃消 我国最高文学殿堂——鲁迅文学院学 ｜改革办公用房保障工作，完成了省政

二总的８－１纪译评碍：１

赴汤蹈火
竭场试为民．

府序列４６家部门（单位）、５家驻外办
事处国有资产和１１５３家省直部门（单
位）办公用房信息数据报审工作，摸
清省直部门（单位）办公用房占有使
｜用情况：按照＂统一调剂、严格标

准、用足存量、尽量集中、先急后

３文ｓ动家ＫＢ维Ｐ上量金件

出国梯防标

｜缓＂的原则，研究制定省级涉改部门

（单位）办公用房整合调配方案，推
动落实涉改部门办公用房整合调配腾

退等工作。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管理】

２０１８年配合做好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８甘萧消防救接队伍授旗授衔和换菜仪式在总队机关举行

度改革工作，参与审定２５家事业单位
｜车改方案，制定印发《甘肃省省属事
甘肃省人民政府｜１１７

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涉及车辆处 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费用报销 ｜系，研究制定《甘肃省机关事务标准
置实施意见》和《关于做好省属事业 ｜ 审签流程，从严落实＂一事一报销＂ 化建设工作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舅

单位取消车辆处置工作的通知》，委 制度，健全三级审核会签制度，公务 ｜ 【重大专项任务】２０１８年，认真
托省公共资源交易局公开招标确定车 接待经费支出逐步规范。全年共接待 做好省部级干部住房清理收尾工作，
辆评估和拍卖中介机构。加强保留车 党和国家领导人、省部级领导及中 核实离退休及已故省级干部的住房整

｜辆管理，对市、县公车管理＂三化＂ 央、国务院重要巡视督导组来甘检查 改完成情况，对未完成整改的逐一提
调研２５６批２４５０余人次，其中副国级 出清理整改意见，经请示国管局同意
甘肃 ｜建设开展督查调研，更新粘贴符合中
央车改办要求的公车标识；严格洛实 以上领导１８人次，保障各类重大活动 和委批准后，协调责任单位抓好整
年鉴 公车编例管理和购置审批规定，共审批
２０余次，安全行车累计３０余万千米。 改落实工作。按照省纪委监委抓紧落
死 购置各类车辆１５２辆。积极推进省级公 【综合事务管理］２０１８年严格按 实的要求，继续督促省级机关地厅级
ＧＡＮＳＵ
照《甘肃省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 ｜ 及以下干部职工住房清理工作，采取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扩容升级，加快省
级暂行标准》一级标准做好省级干部
｜发文、发电、开会、电话催办、上门
级机关公务出行社会辅助用车定点服务
商政府采购，配合省车改办组建扶贫车 住房服务保障工作，对安宁科教城西 督促等方式推进住房清理工作，向省
队，为公车服务中心增聘２０名驾驶员， 南侧外墙护栏、人和家园小区路面进 纪委监委和省委办公厅汇报工作进展
更好地服务保障扶贫攻坚、应急抢险、 行维修。积极解决普通住宅小区存在 情况和遇到的疑难问题，１０月初完成
重大活动、专项督查等重点公务出行， 的突出问题，维修通渭路住宅楼外瑞 汇总报送。省纪委监委向中纪委转报
累计派出车辆１８００余台次，承载约 瓷砖脱落和消防系统隐想，解决武都 甘肃省地厅级及以下干部职工住房清
９０００余人次，安全行驶１７０万余千米。 路、畅家巷、农民巷３个住宅小区屋 理完成情况，中纪委对甘肃省清房工
【公共机构节能］２０１８年公布 面漏水问题。继续推进省人大原东院 作表示认可。继续开展行业协会商会
２０１７年度省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 维修改造项目，完成室内地砖辅贴， 脱钩涉及资产与办公用房剥离工作，
位３１家，完成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国家 内墙粉刷、门窗安装、外墙保温、室 审核办结省直单位第二批和第三批３０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２０１８年度 内暖气、供水管网安装、乳胶漆喷 ｜余家协会的资产财务核定剥离、办公
省级示范单位创建和评价验收工作。 涂、灯具安装、楼梯间扶手、卫生洁 用房性质界定及清理腾退等相关工
积极推进省属事业单位节水型单位建 具安装等土建安装和内部装饰装修工 ｜作。认真做好培训疗养机构调查统
设，召开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推进 程，协助办理天然气、电力及电梯和 计．完成３５个省直部门（单位）６１家
会。印发《甘肃省推进党政机关等公 锅炉的过户手续，对３台供暖锅炉进 培训疗养机构的汇总统计工作。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构改革］
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 行维修并正式供暖，维修改造工程完
成竣工预验收
案》。安排省级公共机构节能专项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厂国务院办公厅
｜【法规制度建设】起草《甘
关于印发《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的
金８４万元，为省直机关集中采购配送
分类生活垃投桶７１０套。深入实施节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管理实施 通知》（中发〔２０１８〕１２０号）和中共
能改造，下达补助资金７２０万元，组 办法》，征求６１家省直部门（单位） 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
｜织实施省直公共机构建筑及其用能系 和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意见。以建 公厅《关于贯彻落实《甘肃省机构改
统、附属设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立保留公务用车规范管理长效机制为 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甘办发
｜利用、节水等重点工程节能改造项目 目标，听取各市州的意见和建议，分 ［２０１８］６２号），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１８个，实现年节能量７１０吨标准煤， 析车改后公车管理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的职责，以及相关部门的接待服务职
节水２万吨，减排二氧化碳１．８４６吨。 题，祯理制定甘肃省实施办法需要把 责、省级机关各自承担的机关事务管
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机构重点用 握和规范的事项，起草《甘肃省党政 理保障服务职责等整合，重新组建省
能单位节能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书面 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
｜修订公布全省公共机构重点用能单位 征求省直各部门和各市州的意见。 构。１１月５日，召开全局干部大会，
名单，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资源消 ＂两个办法＂经省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宋亮出席会议
｜费数据分析和报告工作。深入开展节 议审议、省委十三届第８次常委会会 并讲话，省委组织部马振亚宣布了省
能宣传培训，组织节能宣传周活动， ｜议审议通过，由省委办公厅、省致府 ｜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班子，张晓军同
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华清学院举办两 办公厅印发实施。根据国家机关事务 志任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晓峰、王
期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培训班。
管理局的工作安排，积极推动机关事 顼潘、穆晓辉、王素军四位同志任局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２０１８年严 务标准化工作，成立局标准化建设工 党组成员、副局长。
格落实＂接待公函＂和＂接待清单＂｜作领导小组，认真硫理标准建设体
（供稿：王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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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
【全体委员会议］２０１８年１月
２３－２８日，政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应到
委员５００名，实到委员４６９名。会议

及其他报告，并通过大会发言、专题 议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协商议政会、小组讨论和提交提案等 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决定》及人事任
方式，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大 命名单。常委会闭幕后，十二届省政
会收到提案８２８件，立案７９０件，占 ｜协常务委员参观省政协文史馆。
｜总数的９５．４？？收到委员发言材料１３２

第２次会议 ６月２９至３０日，政

份，３名市委书记和３０名省政协委员 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听取省政协主席冯健身代表政协第十 作了专题协商议政会和大会口头发 第二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应出席
一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政 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１００人，实到８３人。会议传达林铎书
｜协第十一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铎出席＂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 记、唐仁健省长到省政协调研情况和
工作报告》，省政协副主席黄选平代 ｜标任务，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工作指示要求，审议通过省政协《打

表政协第十一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作《政协第十一届甘肃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政协第十二届

专题协商议政会，省委副书记、省长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报

｜唐仁健出席＂着眼提升我省对外开放 ｜告》；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主

水平，深度融人＇一带一路＇建设＂ 席欧阳坚主持开幕式并在闭幕会上讲
专题协商议政会。欧阳坚主持闭幕会 话。省委副书记孙伟应邀到会听取委
（并发表讲话。

｜员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１次会 部长马廷礼应道出席开幕式，副省长
甘肃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十一届
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议 １月３０日，政协第十二届甘肃省 余建出席开幕式并代表省政府通报全
｜政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第一次会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兰州 省１至５月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朱

议关于十一届省政协常务委员会提案 召开。会议应出席１００人，实到８８
｜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第十二届

维繁、王海燕等１２位省市政协委员围

人。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省政协副主 绕全面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做好贫困

甘肃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 席郝远分别主持开幕会和闭幕会。会 群众职业教育培训等主题作大会发
员会关于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一次会议 ｜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 言。全体与会人员围绕＂如期打好精
｜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期间，委 ｜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政协第 准脱贫攻坚战＂积极建言献策，从多
｜员们认真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 ｜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２０１８ 角度、多层面，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
｜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 年工作要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１１９

第３次会议 ９月２０至２１日，政 重要活动及调研

协第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专题调研，并就＂中国近现代政党制

度发展之路＂在省政协作专题辅导

第三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应出席

｜【全国改协来甘调研】５月２９日 ｜报告。
至６月１日，以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４月１１至１５日，全国政协文化

甘肃 省委员会全体会议工作规则》《中国
年鉴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规则》《中国人民致治协

护＂在甘肃开展专题调研；５月２１

１００人，实到７９人。会议审议通过省
政协《关于优化甘肃省营商环境的建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为顾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儒林带
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 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Ｉ 领调研组就＂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

肃省政协原主席冯健身为组长的全国
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到甘肃省定西
市安定区、晚西县、通渭县，就＂防
死 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 范化解脱贫攻坚风险，着力提高扶贫
ＧＡＮＳＵ 则》及有关人事事项。温克珩、张怡 ｜综合效益＂进行专题调研；６月１９日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静等１２位省政协视察组成员代表、省 至２３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

政协常委、委员、省级民主党派、工

商联、市州政协代表，围绕深化＂放

管服＂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
方面，建言献策。省政协主席欧阳坚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统
战部部长马廷礼应邀出席会议，省委

常委、省委秘书长王嘉毅，副省长张
｜世珍应邀到会，听取大会发言。

第４次会议 １１月１２日，政协第

十二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应出席１００
｜人，实到８７人。通过会议议程，进行

分组审议，表决通过《政协甘肃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任免名单》。省政协主
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
部、省委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列席
会议。

至２７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主任王伟光带领调研组来甘肃，

｜就＂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

开展专题调研；６月１９至２２日，全
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
｜主席苏娜一行在甘肃省东乡县和麦积 政协原主席冯健身来甘出席＂一带
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考察活 ｜一路＂敦煌教育文化论坛；７月１６
｜动，并出席＂２０１８年公祭中华人文始 至１９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祖伏羲大典＂；８月６至９日，全国政 主任袁贵仁带领调研组来甘，围绕
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高校＂双一流＂建设和思想政治教
邵鸿带领调研组就＂黄河流城生态环 育情况进行专题调研；８月３０－９月６
境保护与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在甘肃 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邀请
进行调研；９月９－１４日，全国政协原 ｜台湾中华产经文教科技交流协会参
副主席罗富和到张掖市和民勤县实地 访团来甘参观考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考察，并赴武威市出席＂一带一路
生态治理民间合作国际论坛开幕式；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讨
１０月１０至１２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 会】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７日，习近平总书记
斌来甘出席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产业博览会，并赴陇西县、渭源县调 思想学习研讨活动甘青宁新四省区政
研中医药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 协片区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全国政协
１０月３０至３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 副主席马飚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书
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就民革组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
织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发展在甘肃进行 并致辞。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青
｜海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宁夏回族自

治区政协主席崔波、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等在
会上作发言。７月２６日，按照全国政
协统一部署安排，省政协召开习近平
学文数· （－４＇够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全国政协副

｜主席马飚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欧

阳坚主持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部分
专门委员会及市县政协、专家学者代
表结合工作实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
畅谈学习体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中华文化与＂一带一路＂论居在教煌咽释会展中心举行

１２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全省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
谈会】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上午，全省政
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重要论
述，传达学习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全
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议上

的讲话精神，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
作。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充分认识抓好政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数

５ｓ 地挺市

妖别｜ｘ

组织载
套烫数

七

１４

３９６

县级（市、区）

８６

１２６９

１７１７９

【助力第三居丝绸之路（敦煌
甘肃
｜抓好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以党的建设 部门、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市 国际文化博览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
新气象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省政协 ｜州政协负责同志，深入１４个市州的相 由省政协办公厅主办，甘肃日报报业 年鉴
｜党组书记、主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 关县区、部门和企业、园区实地调 集团、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目 ｜２０１９
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锐、 研，并委托省工商联在全省开展营商 肃省电影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会、兰 ＧＡＮＳＵ
｜康国玺及秘书长陈伟出席会议。全省 环境评价网络问卷调查与分析，形成 州晨报·掌上兰州协办的＂铁马冰
１４个市州、相关县区政协和省政协相关 ８个分报告、１个总报告和１个建议 河·丝路诗篇＂大型朗诵会在省广电
｜部门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兰州、张 案，全面了解全省青商环境建设的情 总台演播大厅举行。诗歌大型朗诵会
｜掖、天水、庆阳市政协及皋兰、瓜州、 况。调研报告《关于优化甘肃省营商 作为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
协党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严从实 领相关常委、委员、专家学者和省直

镇原县政协７个党组织负责人作了交流 环境的建议案》指出全省当前营商环
发言。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 境存在着＂放管服＂改革还没有完全落
到地、企业融资难问题尤为突出、社会
｜部负责同志受邀指导会议。
【开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 诚信体系建设滞后等不足，并提出打造
性调研】２０１８年４月份开始，省政协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重信守诺的诚信

｜化博览会的系列活动，旨在挖掘丝绸

之路甘肃段的深厚文化价值，打造独
具甘肃特色的文化品牌，着力提升干
｜部群众的文化自信；９月２７日，由甘
肃省政协主办的第三届丝绸之路（敦

动员和组织省政协有关部门、省级各 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用心用情 ｜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中华文化与
民主党派、省工意联、各市州政协和 的服务环境、全面到位的保障环境等 ＇一带一路＇＂论坛在敦煌举行。全
国政协、国家有关部门、部分省区政
｜ 政协委员组成调研组，欧阳坚主席和 ＂五大环境＂的２６条建议。
协的近百名嘉宾出席论坛，１６位专家
｜【参政议政］全年围绕高质量发
５位副主席分别带队．深入７个市州、
｜３０个县区、８３个乡镇、１９个行政

展和绿色发展，开展调研视察和协商 学者及政协系统领导围绕为＂一带一

｜村、４５Ｓ户贫困户、３户企业、６０个
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召开３３次座谈
会，听取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市县
乡及企业、合作社负责人意见建议。
同时，委托省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和兰州、白银等６市政协开展专题调
研，并先后召开主席会议、常委会议
讨论协裔，形成《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监督性调研报告》。报告梳理出聚

议政活动５４次，报送建议案、调研视 路＂建设凝聚文化力量，发表了见解

｜焦国家脱贫目标标准不够、各级帮扶

展等开展调研协商，为推动绿色发展

题，重点提出１１条具体建议。省委常
委会议听取省政协党组关于对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开展监督性调研情况的
汇报，省委书记林铎听取汇报后作出
批示，并就进一步推动落实好省政协
所提建议作出安排部署。

｜ 贫重点难点问题、各类专业人才引进

察报告３１份，省委省政府领导作出批

和建议，１０多家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

就促投资稳增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开放型经济等进行调研，
｜提出一批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着眼
生态保护和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就十
大生态产业发展、重点生态工程建

华文化与＂一带一路＂论坛研究文
集。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出席论坛并

示６５次。聚焦争先进位和创新驱动， 道，会议形成论坛纪要，编纂出版中
致辞。

【助推脱贫攻坚】全年召开党组

会议、主席会议、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设、文化和旅游融合、中医药产业发 会议、机关党组会议和秘书长办公会

议，专题研究脱贫攻坚工作。主席会
力量还没有完全整合起米等１１个方面 ｜献计献策。围绕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 议成员每人平均召开协调推进会７
｜的主要问题、针对发现的短板和问 全、职业教育发展、民族地区精准脱 次，到联系县调研６５天。省政协赴各

｜【开展赏造甘肃省良好赏商环境

｜使用等召开月协意座谈会，同政府相

关部门和有关方面的代表面对面交

｜流，积极促进有关问题的解决。按照

联系县开展驻村帮扶、走访调研１６２
批６２０余人次，协调各种扶贫资金及
物资１０多亿元。选派８名同志到西和
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和担任村党支部第

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部署，就兰州黄河 一书记兼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在西
风情线打造、绿色安全食品、农村高 和县筛选确定４５２家合作社和企业落
｜价彩礼、院东南始祖文化保护、法院 实带贫机制，带动１６４３１户贫困户配

监督性视察】２０１８年７－９月，在省政 执行难等问题，组织专项调研，提出股分红；坚持＂外招内引＂，协调争
取各类帮扶项目和支持事项１４１项。
协党组领导下，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带 一批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１２１

率团先后赴广州、深圳举办脱贫攻坚

｜协人、做好政协事，着力发挥在政协

动。组织省政协委员赴兰州中院，就

项目推介会，与３８家企业签署５５个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本职工作中的带 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间题进行视察。

项日框架合作协议；若力解决贫困群 头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为 ｜积极撰写社情民意信息。组织撰写省
众最急需、最迫切的水、电、路、房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政协智慧和 政协社法委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工作情况、
及公共服务设施落后等问题。立足实 力量。省政协各专委会、机关各部 五年来专题调研及成果转化报告等约

现帮扶效益的最大化，把来自中央定 ］、各市州政协负责同志及省委党校 ６万字的汇报材料。圆满完成全年精
点扶贫、东西部协作、省市县各级帮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部分学员参加开班 准帮扶工作，帮扶实事２７件，帮扶资
扶力量整合起来，打通配置、各展所 ｜式。各市州政协组织委员和机关干部 金９０多万元。

甘肃
年鉴 长、优势互补，取得事半功倍的帮扶

团 效果，受到汪洋、胡春华的肯定，国

在当地党校集中收看培训班开班式。

ＧＡＮＳＵ 务院扶贫办以《扶贫信息》形式作介 专门委员会工作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２０１８
年组织院东南始祖文化调研，形成
《关于陇东南始祖文化调研报告》，欧

阳坚主席、何伟副省长作批示；组织
水、金融保险、就业技能培训、环境
【提案委员会】十二届一次会议 举办中华文化与＂一带一路＂论坛，
整治、党建等八个西和县脱贫攻坚帮 以来，共收到提案８５９件，审查立案 形成论坛纪要，编纂出版中华文化与
扶小分队。开展脱贫攻坚帮扶工作专 ８１７件，立案率９５？０１８年９月３０ ＂一带一路＂论坛研究文集；落实
｜绍。组建产业、教育健康、住房、饮

项监督。召开媒体通报会，在省政协 日前全部办复。严把审查立案关，起 《甘肃省志·政协志》（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门户网站、民主协意报开辟脱贫攻坚 草印发《提案审查立案细则》。督办 第二轮修志工作。完成《政协华章》
专栏。各级各类媒体刊登省政协脱贫 重点提案９５件，其中，唐仁健省长等 《晚原探索印迹》《戴原风景独好》史

攻坚相关信息４２５篇，其中，新华 省委省政府领导对１４件提案作批示， 料的出版及《东乡族百年实录》《保
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政协 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２８件。 安族百年实录》《裕固族百年实录》

网等中央媒体网络刊登报道１０篇， 准备全国＂两会＂提案。面向全体委 全国卷的出版发行工作，举办三个独
《甘肃日报》、省电视台、省广播电台 ｜员开展一次提案满意度测评和双向评 有民族《百年实录》和《陇原风景独
等省级媒体共刊登报道５６篇。组织力 议工作。开展监督性调研１项，监督 好》史料首发式：组织开展《藏族百
｜ 量编印《决战西和一省政协脱贫攻坚 性视察活动２项，组织界别委员活动
｜帮扶工作纪实》，策划拍摄反映西和 １次，共形成调研视察报告３份。召
脱贫攻坚战全过程的大型电视专题片 ｜开＂促进我省中药产业发展＂月协商
《决战西和》。
座谈会，向省委省政府报送专项建议
｜【＂南梁精神＂研究和《人文甘 １份。落实帮扶资金６８８．８３万元。
肃》系列丛书编蓦】２０１８年先后在庆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２０１８年组
阳、西安、银川召开座谈会，成功举 ｜织召开＂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

年实录》《蒙古族百年实录》《哈萨克

族百年实录》史料编纂的调研工作。
参与南梁精神研究、《人文甘肃》的
研究和初创工作。编印《学习参考资
料》；协调组织举办 １０讲政协理论
＂大讲堂＂辅导讲座，汇编《政协理
论大讲堂资料》专辑；为帮扶的联系

办＂南梁精神学术研讨会＂，推动在 作＂月协商座谈会，形成《推进我省 ｜村解决天梯、肋木架、腰背按摩器等
｜陇东学院建立南梁精神研究中心，省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建议》，林 ３０件（套）体育健身器材，并捐赠２
政协主席欧阳坚发表署名文章《从南 铎书记、唐仁健省长、欧阳坚主席作 万多元爱心助学资金和图书资料１０００
５价余册。
｜ 湖驶来在南梁兴起——与＂红船精 批示。开展关于＂有效遏制农村高价
神＂一脉相承的南梁精神》《南梁精 彩礼问题＂调研，就如何进一步解决 ｜ 【经济委员会】开展＂如何营造
神与群众领袖的人格魅力》，＂南梁精 因高价彩礼造成的农村致贫、返贫问 我省良好营商环境＂监督性视察和
｜神＂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编撰二辑 题，向省委省政府提出对策建议，林 ＂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醇基
《人文甘肃》丛书。林铎书记高度肯 怿书记作出批示转发各地落实。开展 燃料供热系统的开发和应用＂＂财政
定并亲自为丛书撰写寄语。
省政协精准扶贫民主监督性调研，就 金融联动、助推绿色产业发展＂３项
｜【新任委员培训班举办】２０１８年 做好宕昌、岷县帮扶工作提出建议。 调研。组织开展２次经济界委员界别
４月２－４日，十二届省政协新任委员 ｜提出的《关于兰州市依法依规进一步 活动，召开２次经济形势分析座谈
培训班在兰州举办。省政协主席欧阳 加强城市管理工作的提案》等４件提 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给《推动我
坚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讲话。会议要 案，办理结果全部达到Ａ类。开展经 ｜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对当
求，新任省政协委员要用好学习培训 常性立法协商活动１１次。参加全省扫 前稳经济增长的几点建议》分别作批
机会提高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 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在《民主 示；组织召开＂加快我省南向通道建
熟悉业务工作，进好政协门、当好政 协商报》开展宜传＂国家宪法日＂活 设研讨座谈会＂＂做好黄河文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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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都会城市工作方案咨询论证

会＂和全国政协＂防范化解脱贫攻坚

风险，着力提高扶贫综合效益调研甘
肃座谈会＂４项专题会议，并向有关
部［门报送会议成果，促进了有关问题
的解决。提交３件集体提案，报送政

支持甘肃省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提 岸建设的提案》《关于抢抓＂一带一

案》的素材。积极参加省直对口部门］ 路＂机遇，推动中医药产业走出国／门
｜邀请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审委员会 ｜的提案》《关于加大我省特色农产品
｜组织的２０１７年度本科学校设置考察工 出口力度的提案》等反映社情民意４

作、省政府组织召开的国家２０１７年知 篇。举办＂甘肃省政协港澳（台）委
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申报城市答 员培训班＂。组织开展＂携手筑梦行

协信息４期。参加十省区市＂助推中 辩评审会、省卫健委组织的全省县级 动＂，发出《＂港澳委员西和行＂侣 甘肃
新互联互通南向通道建设座谈会＂和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督察 议书》，２２名省政协港澳委员赴酉和
＂全国政协暨地方政协经济委员会工 ｜工作等１０多项有关会议、视察、考察 县进行脱贫攻坚实际考察并捐助扶贫 年鉴

活动。紧盯脱贫帮扶，发挥牵头作 ｜款人民币３５万元。组织港澳委员进行 ２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２０１８年 用。共召开４次赵沟村脱贫帮扶工作 省情考察４批次。访问乌克兰、白俄 ＧＡＮＳＵ
开展省政协关于＂我省生态治理工作 推进会，２次党支部共建会，完成年 罗斯（友好城市），出访的主要成
有关问题＂监督性视察并组织召开月 初确定帮扶计划的９项任务。完成了 果、相关建议及境外投资合作风险等
协离座谈会，形成《关于＂我省生态 《人文甘肃》系列丛书第一辑、第二 情况形成专愿报告。对庄浪县和静宁
｜作研讨会＂，并在有关会议上作发言。

治理工作有关问题＂专项建议和视察 辑的出版发行工作。

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进行专项监督。
报告》报送省委省政府，省委书记林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民宗委分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２０１８
铎作出批示，省长唐仁健对报告转化 党组坚持把方向、管大局、抓落实， 年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大局和＂三农＂
的２期社情民意信息作出批示。完成 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 工作重点，组织开展打好股贫攻坚战
常委会＂如何营造我省良好营商环 进、同落实。组织开展甘肃省民族地 监督性调研，认真做好省政协十二届
境＂第三视察组工作并提交《关于营 区精准脱贫重点难点问题专题调研， ｜二次常委会议筹备工作，会议成果报

造我省良好背商环境的监督性视察报 召开月协商座谈会，报送的建议得到 送省委常委会研究，林择书记作出重
告》。开展＂促推我省绿色安全食品 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开展东乡县 要批示。会同相关专委会开展＂促进

产业发展＂专题调研，报送《关于我 水资源利用专项调研，意见建议受到 中医药产业发展＂监督性视察并召开

省绿色安全食品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配合全国政协民 协商座谈会、开展＂抢抓＇一带一
报告》。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帮扶工 宗委就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开 路＇建设机遇，加快甘肃省外向型经

作，开展支部共建和法制培训，新建 展专题调研；就做好藏传佛教人才培 济发展＂调研、＂东乡县水资源利用

修建村产业路，完善推动＂一户一 养进行协同调研，部分意见建议被全 问题＂调研、＂我省绿色安全食品产
策＂脱贫计划。协同完成全省环保督 国政协调研组采纳；积极参与优化营 业发展＂调研、脱贫攻坚帮扶工作专
查、扫黑除恶督查、脱贫帮扶督查等 商环境监督性视察、脱贫攻坚监督性 项监督，积极建言献策。组织筹备六
｜任务，组织开展委员界别活动和重点 调研、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项督导视 ｜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交流推进会。
｜提案督办。参加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工 察等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 向农业界委员按季度通报甘肃省＂三

作座谈会、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生态 ｜议；建立省政协党组成员和民宗委负 农＂工作动态，开展＂＂推进农业科技
带建设协意研讨会、甘青川三省四州 责同志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委员制 创新＂＂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带动作
生态安全专题协商会并分别提交报告。 度；走访省级宗教团体和宗教界代表 ｜用＂界别活动，对４件提案进行重点
｜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组织开展

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助推精准扶
贫＂调研并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向省
委省政府报送建议报告，林铎书记作
出批示。组织开展＂加强我省高端专
业人才引进、发现、使用和保障＂调

人士，组织委员赴肃南县开展特色界 督办，积极调动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别活动、召开反映社情民意座谈会； 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牵头建

引导委员参与脱贫攻坚，开展脱贫攻 立西和县杨魏村联合帮扶工作组，开

坚期间不接受贫困群众捐赠、不扩建 展支部结对共建，制定落实＂一户一
策＂，组织乡村干部群众外出考察农
寺庙的倡议活动。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围绕 民专业合作社运营，组织开展农技培
研并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向省委省政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助推我 ｜训，争取项目实施，夯实杨魏村脱贫
府报送建议报告，省长唐仁健、组织 ｜ 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专题调研， 基础。
部部长李元平、副省长何伟做出批 ｜形成《加快我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
｜（供稿：秦跟平）
示。协助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赴 展的建议》供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
｜甘开展＂高校＇双一流＇建设和思想 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渠道履职建

政治教育＂监各性调研。形成《关于 言，提交《关于加强我省航空货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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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建议案和重点调研视察协商报告目录

题日
《关于用示范园区建设引领现代衣业发展的建议》
《打好精准既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根告》
《美于优化甘肃省营高环境的建议案》

甘肃
年鉴

《全省脱贫攻坚琴扶工作专项监督报告》
《关于者政协主席跃阳坚在西和县察看指导防泯减文工作情况的报告》

死

《省政协关于西和县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会情况的报告》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关于命采精神学术研讨会举办情况的汇报》
｜《省政协关于西和县脱贫攻坚急劣解决问题的报专》

《进广东扶贫招商情况的报告》
《省政协欧阳坚主席《在省政协经济形势分析协商会上的梁话福要）
《关于报送《省改协助力敦煌文博会活动情况）的根告》
｜《关于《兰州市政府关于做好黄河文章、建设现代化都会城市工作方案）的意见建议》

《关于推进我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工作的建议》
《全省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冬重点难点同题和对策建议的报告｝

１６

Ｂ

《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助推精准扶贫的建议》
《关于进一步有效迈制农村高价彩礼的建议》
《关于仅进我者中药产业发展的建议》
《关于我省生态治理工作有关问题专项建议）的报告）
《陇东南始祖文化调研报告》
《关于加强我省高端专业人才引进，发现、使用和保障的建议》

《关于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加块推进中回（兰则）房境电子商务综合认验区建设的建议）
《关于东乡县水青滩利用问题的建议》
《关于传佛教人才培养问题的建议》

｜《关于加强童大扶赏工程建设和到村到户帮扶播施的建议］
《时我著当前稳经济增长的凡点建议》

《关于我省绿色安全食品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关于加快我省南向通道建设的几点建议》
《美于群基逃科锅妒使用情况的报告》
《关于财政全融联动、助推绿色产业发展的泗研报告》
｜《加块我省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关于恳请支持兰州至孜换三四线及兰州至合作铁路年内碳批开工建设的提案）

｜《关于加快＂立体此路＂交通网和大通道建设的捉案》
｜《省致协聚贫攻坚帮认工作协调倾导小组关于组建西和要成贫攻坚努扶小分队的态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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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英房觉戳略省酸祉员给
与ｓ８
苷萧省监察委员会

甘肃
｜年鉴
２ｇ］
ＧＡＮＳＵ

｜于贯彻落实《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委干部大会并讲话。省委常委、省纪
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 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昌林主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 十三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 ｜持会议。林铎在讲话中指出，省监察
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２０１８ 议》，对全省机构改革工作和组织落 ｜委员会的挂牌成立，是深人推进全面

｜重要会议

年１月２１－２２日在兰州召开。省委书 实好机构改革方案进行动员部署，并 从严治党和依法治省的一个重要标

记林铎出席全会并发表讲话。全会由 安排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志，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
省纪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以习近平新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的一项重要成
果，也是全省纪检监察事业重整行装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刘昌林出席会议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 【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议】２０１８ 再出发的一个崭新开端。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四次 ｜年６月８日，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 【＂护航脱贫攻坚＂专题集中采
全会部署要求，总结２０１７年纪检监察 检监察工作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 访活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由甘肃省
工作，部署２０１８年任务，审议通过省 县一级，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参会。会 ｜纪委监委组织的＂护航脱贫攻坚＂专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刘昌林代表省纪 议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区市 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采访报道
｜委常委会所作的《坚定不移推动新时 纪检监察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 组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纪检监
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工作 下半年工作，刘昌林同志主持会议并 ｜察报、甘肃日报、省广电总台等中央
报告。

讲话，主会场参会代表分组进行 驻甘和省内主要媒体组皮。此次专题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 讨论。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采访活动将分批组织开展，旨在深入

挖掘甘肃省纪检监察干部在扶贫领域

执纪监督监察方面的经验做法、典型
２６日在兰州召开。全会以习近平新时 重要活动
案例、感人故事等，激励引导全省纪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甘肃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更好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０日下午，甘肃省监察委｜ 地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采访报道组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 ｜ 员会正式挂牌成立。省委书记、省人 第一站走进定西市临洮县进行深入

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地方机 大常委会主任、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采访。
【宪法宜誓仪式］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
构改革的决策部署，审议通过了《关 试点工作小组组长林铎出席省纪委监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１２５

日（第五个国家宪法日），省纪委监 察组开展考察。制定修订信访举报办 ｜ 查安全管理规定等制度。举办全省纪

委机关举行宪法宜誓仪式，机关全体 理、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 检监察系统安全监管专题培训班。开
实、审查调查、审理、措施使用等内 展审查调查安全问题排查整治专项

干部和部分派驻机构干部面向国旗庄
严宜哲。

甘肃

纪检监察

｜部纪法贯通制度，推进纪法贯通法法 活动。
｜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衔接，着力构建科学完备、衙接顺
畅、务实管用的法规制度体系，共制 治理】２０１８年，省纪委监委制定《关

定制度４２项、修改１７项、废止宣布 于进一步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加强党的改治建设】２０１８年， ｜失效３１项，制定常用文书８７类１０３ 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鉴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甘 种。建立与相关部门单位的协作机 年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ａ０

肃省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 制，完善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 治理工作方案》。省纪委监委重点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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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监委＂）坚决肃清王三运、虞海燕流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 牌督办扶贫领域问题线索１１５件，成

毒影响，严格核查涉及王三运、虞海 用】２０１８年，省纪委监委设立８个监 立２４个专项调查组，对中央约谈甘肃
燕人员问题线索，严肃查处政治问题 督检查室，监督执纪部门占比达 ｜省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反馈、巡视
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拉帮结派搞非 ７８？？市州纪委监委监督执纪部门占 反馈及交叉检查发现的问题线索提级
组织活动等问题，把解决只说不做同 比达７９县区纪委监委监督执纪部 直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
题作为一项重要致治任务和整治作风 门占比平均在９０？？上。加强日常监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２５９５件，处
的头号工程，着力解决各级各部门和 督，研究制定关于加强监督工作的意 理５６０８人，组织处理２４１９人，移送

广大党员干部作风上存在的履职担当 见，强化监督第一职责，让监督＂带
｜不够、敖衍赛贵、推诿扯皮、官像主 电＂＂长牙＂。制定＂八问八查八报
义、衙门作风等突出问题，坚决维护 备＂工作方法，突出对党委（党组）
政令畅通，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和纪检监察机

司法机关９６人；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通

报３８批１５４７人。严肃查处惠民政策
落实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紧盯惠民
政策落实等问题，在认真总结前两年

落实到位。全省查处违反政治纪律和 关履行主责主业情况的监各，严格督 ２６个县区综合整治经验做法的基础

政治规矩问题２５０件，处分３５８人。 促整改。全面掌握监督对象平常表现 上，新确定８个重点县区持续开展综

和异常动向，动态研判违纪风险，及 合整治，对信访举报进行大起底，对
改，对神树水电站等整改不到位问题 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让红险出 线索核查进行＂回头看＂，对查处后
及时开展＂回头看＂，对全省１４个市 汗成为常态，谈话函询３２３件次，同 ｜群众仍然举报的重新核查，对原来处
｜州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查反馈意见问 ｜比增长５６．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运 理不到位的重新处理，对重点线索深
题整改情况先后进行２０轮集中现场督 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共处理４．１ 挖细查。推动各市州拓展延伸１６个县
导检查，举一反三全面整改国务院扶 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和自 ｜区１８６个乡镇和７４４个村组同步开展
持续深入抓好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

贫开发成效考核发现问题。与省委组 我批评、约谈函询占７３．１使＂红 综合整治。
织部共同制定《省管干部任职前征求 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第二种形 【涉黑涉恶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省纪委监委意见办理办法》，严把选 态党纪轻处分占２２？？？三种形态党 制定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执纪

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省纪委 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占２５？？？ 监督监察的意见，建立纪检监察机关
监委全年回复党风廉政意见２３９人 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 与政法机关协调联动机制。深入开展
次，对政治上有问题、廉洁上有硬伤 占２４？？
问题线索＂大排查、大核查＂，对近
｜【开展审查调查】２０１８年，全省 三年来涉黑涉恶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
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
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数增长
进行＂大起底＂，建立专门台账，分
【全省监察体制改革】２０１８年，
省委领导推动，省纪委牵头抓总，全 ２８处置问题线索增长３９３立 类提出处置意见。全省查处涉黑涉恶
面完成省市县三级１０１个监察委员会 ｜案增长２４党纪政务处分增长 腐败及充当＂保护伞＂问题线索６９４
组建，把选优配强监委班子作为监委 ｜１９？？省纪委监委查处省管干部６４ 件，立案６０件，处理人数１７４人。
组建的核心和关键，制定《市县监察 人，其中副厅级以上６人。严肃查处 【改治巡视巡察】２０１８年着力提
｜委员会组建指导意见》和《关于结合 张智全、王永生、火荣贵、刘斌、秦 高巡视监督政治效果，坚守政治巡视
监察体制改革加强市县纪委监委领导 华和姜保红等大案婴案。坚持追逃追 职能定位，两轮巡视发现违反政治纪
｜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对１４ 赃一起抓、追逃防逃一起抓，追回外 律和政治规矩问题８６个，占发现违反
个市州、８６个县市区纪委监委班子人 逃人员２名。省纪委监委制定审查调 ＂六项纪律＂问题总数的１２？？省纪
事选配方案逐一审核，并派出７个考 ｜查安全工作责任制实魔办法、审查调 委监委把脱贫攻坚作为巡视的第一责

１２６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任，两轮巡视组建１８个巡视组，对脱 部门分中心进行暗访，发现１１个方面 ｜和《全面加强新形势下全省纪检监察

贫攻坚任务较重的１０个市州、４８个县
区和２家省属国有企业开展巡视，对

具体问题，处理６６人。

｜系统作风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

｜【落实音党治党政治责任】先后 ＂两为主＂制度优势，及时调整配备

集中连片贫困县的巡视覆盖面达 召开全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空缺市州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班
７１发现各类问题２８９个，发现领 ｜展大会、全省党建工作情况通报暨推 ｜子成员；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副组
导干部问题线索１９８６件。截至２０１８ 进会，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 长；省属企事业单位纪委书记、副书

年底，前两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率达 ｜ 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 记。稳步推进机关内设机构干部配 甘肃
到７７？？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 ｜精神，结合十三属省委首轮巡视发现 ｜备，持续推进干部轮岗交流，选配室
网，制定《加强市县巡察工作规范化 间题整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 主任、副主任（处长）、副处级纪检 ｜年鉴

制度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带动被巡 实。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 ｜监察员，调整配备派驻机构处级非领 ２０１９］

视党组织成立１２２个巡察组，对１４７ 年活动，着力解决作风顽疾癀症，推 导职务干。从市县和省直、中央驻 ＧＡＮＳＵ

个市县直部门、１８１个乡镇、３６２个村 动全省上下切实转变作风。组织省委 甘单位选调优秀干部，进一步充实工
同步开展巡察。延伸巡察村居党组织 ｜巡视办对照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 作力量。分三批组织缺乏基层工作经
｜９４７５个，占全省村居党组织总数的 馈意见，把甘肃摆进去，举一反三， 历的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先后举办
５８．９９？？全年有６个市州、２３个县区 提出１０个方面４０项问题，由省委在 ４期培训班对机关和派驻机构干部进
｜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

｜【政凤肃纪】２０１８年，制定并公

开发布《严防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反弹

全省开展自查自纠。全省各级纪检监 行全员培训。依托西南政法大学举办

察机关共查处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突
出问题３０１个，问责党组织５１个，问

｜纪检监察业务骨干培训班，脱产培训
省市两级业务骨干１００人。组织对２

＂九严查＂》，全省查处违反中央八项 责党员干部５９２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个市州纪委监委和３个派驻纪检监察
｜规定精神问题８３３件，处理１４５人， 分１６８人。

全省通报典型问题７２８件１３９６人次，

组开展内部巡察，强化内部监督。对

［纪检监察队伍谢设】加强领与 内部巡察发现的缺乏担当精神、监各

省纪委监委点名道姓集中通报曝光典 班子和干涨队伍建设，严格执行民主 责任缺失、履职不到位的纪委书记和
型问题１７批４６起。对国务院办公厅 集中制，修订省纪委常委会等６项议 承驻纪检监察组长进行约谈。

暗访督查通报中涉及甘肃省政务大厅 事规则和决策程序，重大事项集体讨

｜的问题进行各办，问责处理４６人。举 论决定。加强作风建设，制定《贯彻
一反三，对全省７８个市县政务大厅、 路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办法》

（供稿：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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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三章资料
第十四条 年鉴资料应反肤本行改区域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本行改区域密
切相关的内容。
第十五条年鉴主要辑景上一年度的资料，一般不上溯下

延
第十六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为现实服务的价值和存史的价

值。
第十七条 年鉴资料应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能正确反映事
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第十八条 年鉴资料应真实，人名、地名、时间、事实、数
据、图片、引文等应准确。未经核实的资料不得收录。

民准选与工商暖

甘肃
｜年鉴

与Ｓ诬

区Ｏｇ］
ＧＡＮＳＵ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甘肃省委员会

上，民革甘肃省委会主委霍卫平作 采纳可行意见＂。主委、副主委带队
《促进产业落地科技入脑能人人村推 就＂全省核产业发展情况调研＂课

｜动乡村振兴》发言，得到省委副书记 题，赴陇南、天水、酒泉、嘉峪关和
【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中国国 孙伟的批示。在省政协＂加强职业培 北京等地，以及在甘涉核单位开展核
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以下 训，助推精准扶贫＂专题协商议政 ｜ 产业发展情况调研，形成《全省核产
简称＂民革甘肃省委会＂）发展党员 会、＂我省生态治理工作有关问题＂ 业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完成＂大力
１４９人，发展速率为４３净增率为 ｜专题月协商座谈会、常委会议等会议 ｜推进康养产业发展＂的调研，形成１
２．８？？截至年底，全省有市、区委 上，政协委员中的民革界别委员分别 ｜个主报告，４个子报告。在形成的调
员会１７个；省直属基层委员会１个、 ｜作题为《贫困农民培训要精准分层分 研成果中有的得到省政协主席欧阳
｜总支部１个、支部２５个，小组１个； 类重点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精准 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的
市级委员会直属总支部８个、市直属 解决贫困户安全住房问题建议》《以 重要批示。由副主委分别带队．围绕
基层委员会５个，支部１２１个，各级 国家公圆体制试点为契机加快理顺祁 乡村振兴课题，赴甘南、临夏、天水

连山生态管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 等市州开展调研，形成的调研成果，
３５８１人。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 《关于完善＂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 作为省委会在政党协商会上的建议内
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带领调研组，赴 服务企业效率的建议》《关于建立新 容，得到省上领导和政有有关部门的
｜组织１８０个。全省民革党员总数为

甘肃就民革加强自身建设工作情况开 型政商关系的几点建议》的大会 充分肯定。
｜展专题调研，期间到兰州大学就民革 发言。

｜ 【提案工作】２０１８年向政协甘肃

【调查研究】民革甘肃省委会主 省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集体提案１３
高层次人才发展问题与兰州大学部分
专家进行座谈交流。举办民革甘肃省 委带队就＂甘肃融人南向通道建设＂ 件，大会发言５篇，专题议政会发言３
委会新一届委员、骨干党员、组织工 课题，是兰州新区、甘肃（兰州）陆
作信息管理系统暨＂民革。家＂、新 ｜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深入开展调
｜党员等５期培训班，培训党员２０９ ｜研，形成的调研报告《甘肃合作共建
南向通道的调研报告》得到中共甘肃
人次。
【参政议政】２０１８年，在全省推 ｜省委书记林择批示＂民革省委报告很
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调研协商座谈会 有针对性，建议具体，请省政府研究

｜篇。向民革中央、省政协、中共甘肃

省委统战部反映社情民意５２份。主委

｜霍卫平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和
甘肃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交的提

案、议案内容涉及引洮供水二期配套
城乡供水工程、规划建设引黄河水人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１２９

放力业，帮扶贫困户种植中药材和经济林题汇报，
本题汇报，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赛北系统工程、加大公共资源开放力业，帮打
｜ 【社会服务】２０１８年，民革甘肃
度、加大对甘肃脱贫攻坚支持力度、６０亩。

大力实施＂三转＂工作等方面，得到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２０１８ 省委会围绕如何发挥西北地区民革组

相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其中，《关 年，民革甘肃省委会成立民革甘肃 织优势，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机
于尽快立项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 省委会脱贫攻坚民主监督领导小 遇，组织陕宁青四省（区）民革省
程＂和＂引黄润西工程＂的提案》 组，推荐民革党员拜荣静同志挂职 （区）委会负责同志在兰州召开＂一
《关于调整财政扶持政策加大对甘肃 西和县副县长，制定《民革甘肃省 带一路＂文化交流活动筹备研讨会，

甘肃 脱贫攻坚支持力度的提案》得到《经
年鉴 ｜济》杂志、《甘肃日报》《团结报》

团０ 《民主协商报》等媒体关注，进行了

ＧＡＮＳＵ 专题采访。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定点帮扶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调
村脱贫攻坚】２０１８年，民革甘肃省委
会为帮扶点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制

｜委员会２０１８ 年在陇南市西和县开展 充分利用四省（区）民革画院平台，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实施方案》，在西 制定加强合作和文化交流活动方案。

和县三大特困片区各选２个村、插花 与甘肃省公祭伏羲大典领导小组办公

片区选１个村，共计７个村作为定点 室、甘肃省文联、甘肃省美协、甘肃
开展民主监督的监测点，常年固定 省书协联合主办２０１８（戊戌）年第五
开展民主监督工作。每２个月在点上 届＂中华同根·水墨情深＂海峡两岸
开展一次调查监测活动，主委、副 书画名家作品展。组织民革甘肃画院
定《２０１８年民革甘肃省委员会关于帮 主委分别带队走村入户实地调研４ 部分书画家赴西安参加戊戌年清明公
｜扶小关乡唐藏村脱贫攻坚的实施方 次，走访西和县的７个乡镇７个村３５ 祭轩辕黄帝（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名

案》，组成帮扶工作小组，对口帮扶 余户贫困家庭。
家书画展新闻发布会登联谊笔会，赴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专项监督】 定西参加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３８户贫困户。全年共组织机关干部２８

批次１２７人次进村入户开展帮扶工 根据省委省政府对全省重大扶贫工程 号＂７０周年暨定西民革书画展。举办
作。提出并实施＂１２２＂脱贫帮扶三 建设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推进落实情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书画展＂，展出
年计划（即为每户贫困家庭联系外出 ｜况进行监督工作的安排都署，省委会 作品１２０余幅。
｜【祖统联谊］２０１８年，民革甘肃
务工人员１名、养牛２头或羊１０只、 负责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专项监督。成

｜两年后种植中药材２亩）。先后成立唐 ｜ 立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民革甘 省委会组织召开祖统工作委员会暨

藏村种养殖生态农民专业合作社、乌 肃省委员会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专项监 ２０１８年迎新春台胞台属联谊会，为新
龙头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督检查工作方案》，细化督查工作的 一届祖统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邀请
｜２００余亩，由省委会提供价值２０余万 主要事项、进度安排等内容。２０１８年 湖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会长陆
｜元的种苗及技术，聘请眠县当归研究 省委会完成３５个县、市、区（深度贫 ｜炳文、中华民族融合发展和谐文化交

院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指导，种植 困县２３个）、８１个乡镇（深度贫困乡 流大使凌蕙惠以及陕西省海峡台湾同
｜当归、黄芪、党参等中药材１５０亩和 镇４０个）、２０９个贫困村（深度贫困村 乡联络服务中心主任张咏华赴天水参
｜藜麦３亩、乌龙头５０亩，培育中药材 ２０９个）、７７２户（建档立卡户７５８ 加２０１８戊戌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
苗木２０亩，计划吸纳１００户农户人 户）的督查工作。在省委召开的第１９ 羲大典，同期参加海峡两岸书画名家
股，保证入股农户的红利不低于 次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上，唐仁健 交流笔会。与兰州大学联合主办，兰
１０现已覆盖５３户建档立卡贫困家 省长对主委霍卫平代表省委会作的专 州大学委员会承办的＂兰州大学大陆
｜庭。设立唐藏村＂扶贫产业发展爱心

基金＂，倡议民革党员中的企业家为
｜唐政村贫因群众发展畜牧养殖产业助
｜力。引进华亮当归集团创办积石山县

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建立天然饮
用水、中药材系列保健醋、菜籽油传
统工艺深加工等５条生产线，项目目

宗州送

民业央加强自身建设工作调睡ｒｇ）座该会
少代

｜前已流转划拨土地５０亩，投资２００万

进行土地平整和厂房建设。筹集捐款
１００万元，计划修建肉牛养殖场，帮
助唐藏村贫困户家庭发展养殖业。联
系村民就业务工３４人次，帮助９９户
｜村民搞起牛、羊、蜂、鸡等特色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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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民革中突加强自身建设工作调研甘素座该会

港澳台青年伏羲文化行＂活动，组织 甘肃记者站揭牌仪式、《团结报》甘
港澳台的青年学生和老师近３０人赴天 ｜肃通讯员培训班。开通甘肃民革微信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景区，感受伏羲文化的创造精神、奉

【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中国民主
站在《团结报》、团结网、每日甘肃 司盟甘肃省委员会（以下简称民盟省

｜期。为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
布７０周年，邀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在兰州作《光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甘肃省 ｜层人士联谊会会员２９人，甘肃省工商
委会主委霍卫平，副主委云立新、潘 与作风建设年活动监督员２人。
义全出席仪式。民革甘肃省委会专职 【参改议政］２０１８年，民盟省委

山大讲堂授牌仪式。

珊先生展览馆，向邓宝珊夫人基敬献 征求会，就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工
花篮。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民革甘 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特色产业发

水，参观伏羲庙、南郭寺等历史文化 公众号。２０１８年《团结报》甘肃记者

献精神、和合精神以及石前文化艺术 ｜网等媒体报道新闻１２８件、图片２９９ 委）发展盟员３９７人，发展率为
的魅力。组织省委会祖统委员会委 幅、字数总计１９万余字。《团结报》 ４５净增率为４０？？至年底，全
｜员、在兰台胞台属举办＂迎中秋·庆 征订量从２０１７年的１９．１？？升至２０１８ 省盟员总数为９１７５人。全省有１个省 甘肃
国庆＂为主题的中秋茶话会。发行 年的４１．６发行排名从３０位上升到 级委员会、１２个市级委员会、７个县
《宝岛瞭望》１期。
１９位，省委会获得团结报社２０１８年度 ｜（（Ｋ）级委员会，１７８个基层组织）日 ｜年鉴
【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号＂发 《团结报》发行征订工作突出贡献集 盟省委制定《２０１８－２０２年组织工作 ２０１９］
布７０周年］２０１８年，民革甘肃省委会 体（省级）优秀奖。
五年规划》《２０１８年全省组织发展计 ＧＡＮＳＵ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３月４日 ｜ 【甘肃首个民革党员之家落户邓 划》和（２０１８年基层组织发展指
重要讲话精神、纪念中共中央＂五一 园】５月２６日，民革甘肃省委在兰州标》。全年举办新任省委委员、骨干
口号＂（特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市邓家花园举行首个＂民革党员之 ｜盟员、新盟员等培训班４期，培训盟
｜于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 ｜家＂揭牌仪式。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员２２０人。选派１５名骨干盟员参加中
动节口号）发布７０周年和改革开放４０ 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中共甘肃省 ｜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和省委统战部组
周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征文活 ｜委统战部副部长万泽刚，民革甘肃省 织的学习培训。推荐民盟中央青年工
动，出版《甘肃民革》纪念专刊１ 委会原主委郭层城，全国政协委员、 作委员会人选３人，甘肃省新社会阶

明赞礼——从＂五一口号＂到协商建 ｜副主委袁斌才主持仪式。仪式后，刘 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多次参加省委、
国初探》的专题辅导讲座，并进行中 家强等领导参观民革党员之家、邓宝 省政府召开的恳谈会、协商会和意见
｜【＂团结行＂走进甘肃】２０１

年，民革甘肃省委与团结报社联合举 肃省委会、民革甘肃省部分市级委员 ｜展等主题提出建议，围绕加快生态产
办＂凝心聚力＇十三五＂·团结行＂ 会、省直属支部等相关同志近４０余人 ｜业发展、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和经营模

走进甘肃系列活动，对省级、地方党 参加仪式。２０１８年，已建成和正在筹 式创新等问题发表看法。在全国政协

委统战部部长以及省委会主委和部分 建的党员之家有７个。
｜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甘肃盟内３名全
民革市级组织主委、优秀民革党员等
（供稿：李 琳 张莹）） 国政协委员就加大对甘肃等西部欠发
１５位同志进行采访。举办《团结报》
｜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区域战略
｜发展中更加重视西部贫困地区、支持
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等提出８件
提案。
【课题词研】２０１８年，民盟省委

承担民盟中央＂西北地区绿色生态产
业体系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
先后赴张掖、甘南、兰州等地开展实
｜地调研，就各地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及

生态产业进展情况进行深人了解。主
动与宁夏民盟组织对接，协同配合调
研，踏准突出短板，共同发声呼吁，
｜联合提出＂西北地区绿色生态产业体

系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建议，被民
盟中央作为专项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大
２０１８年，民革省委会一行赴唐藏村认贫

会。根据民盟中央＂教育供给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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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改革＂专项调研总体安排，＂以教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交 学、扶贫济闲活动，＂百万图书爱心

舅
甘肃
年鉴

２０ｇ

｜育信息化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为｜流探讨，企业家代表和酒泉市进行产 捐赠＂为古浪县、东乡县、永登县贫
课题，组织专家先后赴省教育厅和武 业对接、跨区域合作。协调浙江民盟 困小学捐助４０万元图书，＂智慧校园

威市开展实地调研，详细掌握全省教 组织２９名盟员企业家，以＂对接商

爱心捐赠活动＂为东乡县龙泉学校和

育均衡发展及信息化情况，完成《推 机，合作共赢＂为主题，在兰州、武 兰州市三十五中捐赠价值４４０万元的

｜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专题调研报 威、白银三市开展投资考察，达成多 ｜＂智慧校园＂系统。
｜告》，上报民盟中央。

项合作协议，省领导先后作出批示。

【农村教育烛光行动】２０１８年，
民盟省委争取民盟中央领导来甘视察
先后就改善全省营商环境、南向通道 民盟省委主要领导和班子成员先后４ ｜指导，对甘肃工作进行倾斜支持，促
建设、特色农产品＂走出去＂、扩大 次带队赴东乡县，对２０个乡镇、４２个 成明日之星基金会在甘肃省开展＂希

【建言献策］２０１８年，民盟省４

｜【脱贫攻坚民主监餐】２０１８年，

ＧＡＮＳＵ 国家粮油作物进口服务＂一带一 行政村实地调研，找准精准脱贫工作 望工程·创客空间＂捐赠活动，为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路＂、跨境电商发展等开展调研，提 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困难问题，科学 省８０个县（区）、２００多个中小学校捐
出对策建议。在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分析，提出对策，帮助基层改进提升 赠３２００余万元的教育物资。实施素质
｜议期间，提交大会发言２件，提案１９ 工作。《关于对东乡县＂打赢精准脱 教育提升工程，在静宁县、安定区、
件。其中，《依托丝绸之路信息港打 贫攻坚战＂监督性调查报告》引起林 高台县举办专场报告会，１８００余人现
造我省信息产业基地》的建议，省政 ｜佯书记、孙伟副书记关注批示，要求 场聆听了报告。发挥界别优势，以
｜协主席欧阳坚批示将调研报告印发外 省扶贫办、教育厅、卫计委、社保局 ＂请进来、送出去＂的形式，邀请江
事委学习参阅；《关于成立陆上丝绸 等单位采纳。同时，根据省委、省政 苏省盟组织专家讲师团在天祝县开展
之路沿线国家国情研究中心的提案》 府对全省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义务教 培训讲学活动，选送１２名校长赴青岛
得到省委常委、政法委领导批示。发 育）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的安排部署， 参加培训。

挥社情民意信息直通车作用。编发反 组成９个调研组，对２３个省定深度贫 【传统教育与理论研究】２０１８
映关系群众利益的信息１２０条，民盟 困县、４３个乡（镇）义务教育脱贫攻 年，民盟省委抓住中共中央发布＂五
中央采用２４条，省政协采用１０条， 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形成督查报告 一口号＂７０周年、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重
在省政协信息报送评比中位列首位。 上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并在省委
【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民盟省 召开的脱贫攻坚专项监督会议上作
委联合十省民盟组织倡导以文化研 汇报。
讨、产业对接切入，促进区域交流合 【助力脱贫】组织医疗专家在古
｜作、共同发展，在酒泉市举办第四届 浪县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诊
｜＂一带一路＂文化与产业发展研讨 治病患６３０人，免费发放价值１８万元
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 的药品。组织盟员企业家开展捐资助

大事件时间节点，举办＂初心永恒＂
｜文艺演出、理论研讨会、书画作品展

和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茶话会。借重
甘肃民盟厚重传统文化资源，举行细

｜怀民盟先烈清明祭奠，建设３个民盟
｜传统教育基地和８个＂置员之家＂。启

｜动文史资料抢敦性挖掘工作，完成
｜＂民盟历史人物＂研究课题《朱宜人

传略》项目，获民盟中央理论研究课
题二等奖。精选优秀理论文章上百
篇，汇编《民盟甘肃省委统战理论研
究文集（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

｜ 【民盟思想宣传工作】２０１８年，

《甘肃盟讯》累计出版２０４期。发布消
息１３８６条，网民点击量达７８万人
次。在《中央盟讯》《甘肃日报》《人
民政协报》等媒体编发各类稿件３７３
篇。先后被民盟中央评为＂民盟思想
宣传工作先进单位＂＂民盟传统教育
基地建设先进部门＂＂民盟新媒体宣
传先进部门＂荣誉称号。
（供稿：汪新弟）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５日，民盟浙江企业家考察用一行赴甘肃省开展招商考察
１３２｜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

于加快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意 职积石山县副县长，协调脱贫攻坚民

见》，得到省发改委的肯定，认为建 主监督工作。省民建主要领导７次赴
【组织建设】中国民主建国会ｔ 议＂很有针对性，非常切合甘肃省县 积石山县进行监督调研，通过走访农
户、实地考察、召开座谈会等形式，
肃省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民建＂）成 战经济发展的实际＂。
立于１９７９年。２０１８年，有市级组织７ 【专题调研和社情民意】２０１８ 查找当地在脱贫攻坚方面存在的主要
个；县区级组织６个；基层组织１７６ 年，省民建主要领导带队深人开展调 问题，向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提交３
｜个。其中基层委员会６个，总支１９个， 查研究，形成《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 ｜份督查报告。省民建主要领导带队对 甘肃
支部 １５１个。全年新发展会员１４２ 情况调研报告》《以发展乡村旅游为 １８个贫困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行督
名。截至年底，全省会员总数３１９６ 抓手，助力我省乡村振兴》《关于城 查调研，委托天水、武威、平凉、临 ｜年鉴
人．其中，经济界２２１４人（占会员总 市人行道管理的调研报告》《我省特 夏市委会和岷县总支对部分深度贫困 ｜２０１９］
数的６９２７？大专以上学历２５４８人 色优势产业调研报告》４份调研报 县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行专项调研， ＧＡＮＳＵ
（占会员总数的７９．７？？，硕士以上学 告，其中《关于城市人行道管理的端 ｜针对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使用、安全监
历１９Ｓ人，博士学历３２人，企业高级 ｜研报告》得到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和省 督、峻工验收等情况进行全面督查，
｜管理人员６０３人，中上层会员１６６５ ｜ 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李染灿的批 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督查报告。
人，担任市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 示。与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组成联 【扶贫助困工作】２０１８ 年，省
｜员的１６９人次，在政府部门担任处级 合视察组对甘南、临夏背商环境进 ｜民建开展新春走基层送温暖活动，为

以上职务的５４人。民建省委机关设办 ｜行监督性视察，起草《关于甘南临夏 帮扶村贫困户送去了米、面、油等物

公室、组宜部和调研服务部，２０１８ 营商环境的视察报告》和视察组在省 品。赴２个贫困村开展帮助困难群众
年，成立甘肃农业大学支部。
【专委会工作］２０１８年，省民看

政协十二届三次常委会议上的发言材

温暖安全过冬调研。１名同志驻村期

｜料，其中部分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 满后又延长２年，继续帮助当地脱贫

成立新一届党建理论委员会、经济委 ｜纳。向民建中央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８ ｜ 攻坚。在眠县梅川镇红店小学举行灾

员会、企业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农 篇，被单篇采用２篇；向省政协报送３ 后重建项目揭牌仪式，为该校捐款６０

业与扶贫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 篇，其中《健康扶贫工作中亟待解决 多万元。７月１８日，东乡县发生特大
妇女委员会和老年委员会８个专门委 的困难和问题》得到省长唐仁键 暴雨并引发山洪，当地部分乡镇群众
生命和财产遭到严重损失。１名会员
员会。推荐４５名会员参加民建中央等 批示。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２０１ 企业家闻讯后当即捐款Ｉ１万元，东乡
｜举办培训班３期，培训会员１２０多人 ｜年，省民建成立脱贫攻坚民主监督领县委县政府为此向该同志发来感
单位举办的培训班、研讨班。省民建

导小组和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监督工作谢信。

｜ 次。

【民建思想建设】２０１８年，省民
【政治协商】２０１８年，省民建就 ｜领导小组，制定《民建甘肃省委２０１８
省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年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计划》 ｜建采用座谈会、主委会议和常委会
稿）》、半年和全年经济发展面临的 和《民建甘肃省委开展脱贫攻坚重点议、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深人学
问题以及县域经济发展、实施乡村振 任务督查工作方案》，选派１名会员挂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兴战略、产业经济发展等协商议题提

出意见建议，部分建议被采纳。就中

共甘肃省委向省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
｜和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推荐的领导

瓜Ｗ公公交后文是房照真位基小学ｉｍａ

人选建议名单，提出意见建议。在省
政协常委会议和月协商座谈会上，围

｜绕加快全省现代农业发展、优化营商
环境等问题作４次发言。
｜【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２０１

年，省民建向省政协十二届一次全委
会议提交集体提案１１件、大会发言６
篇。内容涉及依托一带一路打造全省
西向物流大通道、县域经济发展、金
融支持精准扶贫等方面。其中，《关

人民而６０６９５０才

２０１８年，民建甘育省委会向受灾严重的氓县棒川镇红店小学损款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１３３

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学习金５万元。
金５）

贯彻中共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

署
甘肃
年鉴

【民建＂思源佑华教育移民班＂

全会和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全省 在和政县四中举行开班仪式】１０月１０

各级组织认真研读会议文件，学深悟
｜透精神实质。省民建隆重纪念＂五一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民进甘肃

日，先后在我省临夏州积石山县、和 ｜省委员会成立省直康县支部，完成省
政县举行开班仪式。＂思源佑华教育 直文艺支部的换届及嘉峪关市委会的
移民班＂是由中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 届中调整工作。全年发展会员１３４

口号＂发布７０周年、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省民建领导和机关干部参加民 会资助４０万元、省民建配套２０万 人，会员总数３７６０人，会员平均年龄

建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协等单 元，帮助１００名贫困家庭的小学毕业 ３７．２岁。全省有１个省级委员会，１０
位举办的纪念活动。各级会组织分别 生进人初中学习。宁崇瑞主委、杨小 个市级委员会，８个县级委员会，１１
死０ 参加有关单位组织的纪念和庆祝活 ｜燕副主委出腈
个基层委员会，２个总支委员会，１７６
ＧＡＮＳＵ 动。省民建召开纪念＂五一口号＂发
【筹备申办非公经济发展论坛】 个支部，１个小组。民进甘肃省委员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２０１８年，民建中央决定在甘肃省举办
布７０周年大会和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会机关编制２５人，实有２０人，设办
年座谈会，围绕＂五一口号＂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公室、组织部、宣传部、议政调研
历史背景、我国多党合作取得的伟大 省委会代表团陪同省观摩团前往四川 部、社会服务部。
成就，新时代怎样弘扬＂五一口号＂ 成都全程观摩２０１８＇中国（四川）非 ２０１８年，全省民进会员中有４２人
精神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 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并向中共甘肃 当选各级人大代表，３４８人担任各级
义、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成就、 省委统战部报送观摩报告和《２０１９＇ 政协委员；其中，省人大代表８人，
新时代如何更好履行参政党职能等内 中国（甘肃）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全国政协常委１人，省政协委员２３
容进行学习讨论。以学习中共十九 筹备工作初步方案（草案）》。
人、常委７人。有８人在各级人大、
｜【民建省直甘肃农业大学支的成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民建十
政协中担任领导职务，２６人在政府及
一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民 ｜立大会在甘肃农业大学召开】１１月２８ 司法机关任副县级以上职务。推荐１９
建中央关于加强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 日在甘肃农业大学召开，宁崇瑞主委 名会员加人甘肃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意见》和会章会史会的优良传统为重 出席会议并讲话，专职副主委杨贵言 联谊会，其中４位当选理事。
｜点，深入推进＂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主持。民建农大支部现有会员６名，
｜【思想建设】２０１８年，民进甘肃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
其中博士４人，副教授５人。
省委员会采取主委会议和常委会议、
｜【纪念黄炎培诞辰１７０周年座谈 报告会、座谈会等形式，学习贯彻习
｜【民建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甘肃）宣讲会】７月２４日，在宁卧庄 会】１２月１５日召开。民建甘肃省委召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宾馆举行民建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开纪念黄炎培诞辰１７０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四新＂重要讲话精神

（甘肃）宣讲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 宁崇瑞主委、杨贵言专职副主委、杨 和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

｜央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世杰就新 小蒸副主委、蔡根泉副主委、王坤副 述。班子成员先后参加＂习近平新时
时期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做宣 主委、高云虹制主委参加。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级研修
【民建甘肃省委召开纪念九届二 班＂、民进省级组织专兼职副主委培
讲，宁崇瑞主委、杨贵言专职副主
委、杨小燕副主委、葛建团副主委、 次全委会议］１２月１６日，民建甘肃省 训班等。民进省委会主要领导在全国
｜蔡根泉副主委、王坤副主委、高云虹 委召开纪念九届二次全委会议。传达 政协常委会、民进中央常委会、甘肃
副主委等６０多位民建会员参加讲座。 学习民建中央十一届二中全会精神， 省统战系统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大精神
【＂精准帮获爱心捐腊＂救护车 ｜听取和审议宁崇瑞主委代表常务委员 专题报告会上作交流发言，在中国民
｜捐赠暨扶贫助学活动】８月１３－１４ 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民建甘肃省 主促进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
日，民建广东省肇庆市委员会组织部 ｜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宁崇瑞 四次会议上做《努力践行宜传思想工
分爱心企业在白银市举行＂精准帮扶 ｜主委、杨贵言专职副主委、杨小燕副 作的使命任务》主题发言。撰写《牢
爱心捐赠＂教护车捐赠暨扶贫助学活 主委、葛建团副主委、蔡根泉副主 记嘱托不忘初心 切实履行参政党职
动，专职副主委杨贵言参加。此次捐 委、王坤副主委、高云虹副主委 能》的学习心得发表在《甘肃日报》
聊活动是民建广东省肇庆市委员会组 参加。
上。在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学
织会员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供稿：张政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３·４重要讲话精
爱心之举，民建肇庆市委员会向白银
神座谈会上，作题为《新时代，在奋
市捐赠９辆救护车（价值１８０余万
发有为中不忘合作初心》的主题发
元）、爱心善款２５万元、足协发展基
言。制定下发了《民进甘肃省委员会
１３４｜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一院心外科专家，赴宕昌县开展＂童
２０１８年思想政治教育主题年工作方 市委书记领导批示。
案》。民进甘肃省委会领导为２０１７年
｜【宣传报道】２０１８年，民进省委 心同行——先心病普查＂活动，普查
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金昌市金川 会网站上传稿件３４０多篇，报送民进师生１５００余人。邀请甘肃方舟教援志

区支部、平凉市委会第三综合支部和 中央网站２００余篇。微信公众号推送 愿服务队在临潭、宕昌两地为８０００名
定西市统战系统成员宜讲中共十九大 文章２０８篇，点击量达到４６００多 师生宣讲应急知识。组织甘肃民进企
精神，作专题辅导报告。甘肃省４个 次。２０１８年，省委会被民进中央评为 业家联谊会成员在天水启升中学开展

组织和２名会员分别获得民进中央表 ＂民进省级组织电子信息化建设工作 ＂阳光育才计划＂助学活动，为学校

甘肃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与精准扫 助４０名品学兼优的家境困难学生。 ｜年鉴
义学习实践活动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４个组织和４名会员分别获得民进 贫】２０１８年１月、４月、１０月，省委 ２０１８年春节前夕，组织全省书画界会 ２０Ｉｇ］
中央表彰的民进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会领导３次带队赴宕昌县，以＂打好 员开展＂春联万家＂活动，书赠春联 ＧＡＮＳＵ
彰的民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先进单位＂。

建立科普实验室，１８名企业家爱心资

进集体、先进个人。制定下发《民进 ｜精准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 １７００多幅。
甘肃省委员会开展中共中央发布＂五 等为主题进行深入调研，形成《关于 【联谊会工作］２０１８年，民进甘

一口号＂７０周年纪念活动方案》。４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 肃省委会加强与甘肃民进企业家联谊
月，召开民进甘肃省委会纪念中共中 报告》１篇，在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二 ｜ 会工作。联谊会与甘肃省陕西商会缔

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谈会和 次常委会上作题为《完善精准扶贫资 结为＂战略合作协会＂，为民进企业
书画笔会活动；撰写刊发纪念文章 金保障机制，助力打赢打好精准脱贫 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机遇与

《成长的见证》。在民进中央纪念＂五 攻坚战》的大会发言，并向大会提交 思路；选派企业家参加民进中央举办

一口号＂征文活动中，甘肃省１篇征 《关于提升影贫攻坚单位帮扶工作成 的经济界会员培训班；民进甘肃省委
会领导带领联谊会会员走访考察５家
教的建议》书面发言。
文获三等奖，７篇狭优秀奖。
｜【参政议政】２０１８年，民进甘肃

省委会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省政 会员企业；组织联谊会成员参加在广

省委会向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政党协 ｜府要求，对全省脱贫攻坚重点任务中 州举办的培训班，学习考察广东改革
商会议提交专题发言材料４件；向省 兜底保障工作进行监督。由主委、副 开放４０年取得的成就。与四川、无锡
政协常委会、月协商座谈会提供发言 主委分别带队，分批次赴陇南、庆 等地民进书画家开展交流活动，在无
｜材料５件；向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一次 阳、甘南、临夏等市州进行监督调 锡举办教煌梁溪民进艺术家书画联
｜会议提交党派提案１１件，推荐大会发 研；民进各市级组织受省委会委托同 ｜展；在民进中央＂春天的故事——纪

言、专题议政会发言４篇。向民进中 时在天水、武威等５个市开展专项监
央、省政协、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报 ｜督工作。先后实地督查调研了９个市
｜送社情民意信息７篇。上报民进中央 ｜州，涉及２３个县区、６７个乡镇、１４１
征集的专题（专门）意见材料《切实 个村、５５户的农村一、二类低保和
支持实体经济》被作为＂进海协商＂ ｜特困供养人员，形成专项督察报告，
座谈会发言素材，获得民进中央参政 向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汇报督查调研

念改革开敢４０局年２０１８年度开明美

肃省委、省政府的采纳；在政协甘肃 会递送整改方案。省委会领导５次带
省十二届一次会议专题协商会上的题 ｜队赴省委会帮扶点拉布村，邀请甘肃
｜为《紧扣＂两不愁、三保障＂完善精 ｜农业大学专家到村指导，开展种养殖
准脱贫考核工作》的发言受到林铎书 技术培训。联系兰州标致金狮车友
｜记肯定，相关建议被省扶贫办采纳； 会，为帮扶点拉布小学捐赠价值５万
《关于完善我省特殊慢性病门诊管理 元的取暖锅炉一套。《人民政协报》

会主义参致党思想研究》和《中国政

术大展＂上，展出会员作品１８幅。
【理论研究工作】２０１８年，民进

省委会完成《甘肃省志·民主党派工
商联志》民进省委会入志初稿的编撰
工作。完成民进省委会参政党理论研

情况。受督查对象按省服贫攻坚领导 ｜究会的换届和章程修订并开展研究活
省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得到中共甘 小组的要求进行整改，并向民进省委 动，撰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议政成果一等奖。其中《关于促进我

｜制度》的调研报告中所提建议被省卫 刊登《七年扶贫路见证拉布村旧貌换

计委采纳；《基层扶贫干部有＂三 ｜新颜》和《为了村民早日脱贫，得
怕＂》的社情民意信息被全国政协信 拼！》两篇采访报道，并推送在其箭
息单篇采用。联络委员会提交的《关信公众号上。
于建设兰州市智慧停车系统的调研报
【社会服务＂同心＂品牌工作开
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展】２０１８年，民进甘肃省委

党制度：伟大的政治创造》等理论文
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参政党思想研究》发表在《甘肃统
战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四期）。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２０１８
年，民进甘肃省委摸底和调研民进甘
肃省委会代表人士和后备干部队伍
的，建立后备干部库、代表人士库、
新社会阶层人士库，实现信息动态化
管理。在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及无锡、
广州三地举办期培训班，培训对象有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１３５

工党甘肃省委会＂），发展党员２２７ 致协十二届一次全委会提交《加强政
织委员、甘肃民进企业家联谊会会员 人。截至年底，全省有农工党员总数 府主导，用活社会资源，推进我省医
｜和民进会员中任甘肃省新的社会阶层 ３１８０名，其中，男１５８人，占４％； 养结合发展工作的建议》《＂两江一
新任省委会委员、地方和直属基层组

曾
甘肃
年鉴

ｚ０

人士联谊会成员。积极参与新一届省 女１６２２人，占５１？？医疗卫生界１６４４ 水＂部分流域土壤污染情况》等１９件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选的协商推荐 人，占５２？？？化教育界５８７人，占 集体提案。其中提交的集体提案《关
｜和考察工作。
１８？？？技界１１６人，占４？？？府、 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省

【＂＇一带一路＇敦煌教育文化 政协、人大及党派机关２５０人，占 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场办理。农工党员
｜论坛＂】２０１８年６月，民进甘肃省委 ８？？？公经济及其他５８３人，占 中的７名人大代表和１６名政协委员以
｜会以＂创办敦煌大学的可行性＂为主 １８？？平均年龄４８岁。有各级人大代 提案、议案等形式积极履行参政议
题，在敦煌市举办＂＇一带一路＇敦 表３６人，政协委员２３９人。有８人在 政、民主监督职能，以个人、联名等

ＧＡＮＳＵ
｜省、市、县（区）担任政协副主席； 形式提交提案、议案４０多件。王廷璞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煌教育文化论坛＂。来自北京大学、
｜４人担任市、县（区）人大常委会翻
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快＂医养结合
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古

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及 主任；１３人在县（区）级政府部门担 型＂养老机制建设》的提案被省政协
兰州大学、甘肃省社科院、敦煌研究 ｜任实职。全省有市级委员会６个，基 列为主席督办案，８月份完成督办。

院、西北师范大学的１０多位专家学 层委员会１５个，总支委员会１９个， 围绕省政协常委会主题＂如何营造我
省良好的营商环境＂，完成《关于在
｜者，就筹建敦煌大学的必要性和可行 支部１１１个。
性、办学宗旨和目标、学校体制和机 ４月、１１月，农工党甘肃省委９ 我省建立良好背商法制环境的建

制、学科设置、办学经费筹措等展开
分析讨论，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达成共
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论坛研
讨情况报送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和

后在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为期一周 议》；Ｍ绕省政协月协商座谈会的主
的＂新党员培训班＂、＂骨干党员培训 题＂高层建筑安全工作＂＂发展职业

班＂，每期５０余人参加。６月份，省委 教育，助推精准扶贫＂＂促进中医药

会组织精准扶贫联系点临潭县店子乡 产业发展＂等主题，有针对性的提出

省政协，得到省委书记林铎、省政协 的乡、村干部、农村致富带头人，脱 ｜意见建议，在政协提供的各种平台上
｜主席欧阳坚和副省长张世珍的批示。 ｜贫攻坚民主监督对口联系县古浪县统 履职建言。
【民进第３１届＂三北＂地区社会 战部、扶贫办干部等３０人，结合省委 【课题调研】２０１８年，农工党甘
服务工作研讨会】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下旬， 会正在开展的＂不忘合作初心，继续 肃省委会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
民进甘肃省委会以＂教煌文明助推 ｜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在贵州省 ｜施＂＂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专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带动＇三北＇ ｜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培训班。

题．选择乡村振兴人居环境建设和依

｜【参政议政］２０１８年，农工党甘 托＂戈壁农业＂打造全国重要绿色有
发展＂为主题，在敦煌市成功承办
｜＂民进第３１届＇三北＇地区社会服务 肃省委会在甘肃省＂两会＂上，向省｜机农产品基地两个课题，由省委会领

工作研讨会＂。来自东北、华北、西

｜北及特邀省级组织，共１７个省（市、

区）的民进组织分管领导、社会服务
负责人和民进企业家１００余人参加会
议。会上，各省级民进组织围绕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甘肃文化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甘肃城市发展等议题进

ｓ公ｎｓ

运ｅ＝｜

｜行了交流研讨，并提交了有关研讨论
文。省委会向民进中央和中共甘肃省
委呈报会议研讨成果。

（供稿：冯建设）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农工党什肃省委会与临潭县第一人民医院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农工

【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中国农１ 党甘育省委会等县临潭县店于乡建档立卡户医府费用）协议．实现了建档主卡贫困户住院看
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以下简称＂农
农高＂零支付＂
１３６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导带队，先后到平凉、天水、张掖、 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 活动。１２月份与临潭县人民医院签订
武威进行调研，通过察看美丽乡村建 ｜ 汇报督查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形成会 《帮扶临潭县店子乡建档立卡户医疗

设，走访企业、合作社、种植户，以 议纪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督促 ｜费用》协议，对店子乡贫困人口医疗

及产业园、示范园、设施大棚等，提 落实。省卫健委给我们反馈《关于脱 ｜费用给予扶持保障，确保贫困患者住
出意见建议，为甘肃经济发展献计出 ｜贫攻坚专项监督指出问题的核实整改 院医疗费用全额报销，实现建档立卡

报告》。省委会多次赴古浪县开展监 贫闲户住院看病零支付。
【宣传工作】２０１８年，农工党甘 甘肃
贫的＂一号工程＂，省委会先后多次 督性调研和参加古浪县脱贫攻坚领导
肃省委会围绕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到对口帮扶点临潭县店子乡、脱贫攻 小组会议。元月份参加省纪委牵头的
｜坚民主监督对口联系县古浪县开展调 对古浪县２０１７年帮扶工作考核民主监 ｜发布７０周年、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省 年鉴
研，完成《在脱贫攻坚中注意防范地 督工作，４月份在古浪县开展＂打好 委会成立３０周年，这些重要的历史时 ２０ｓ
方性债务风险的建议》调研报告。
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研。
间节点，全省各级组织举办专题报告 ＧＡＮＳＵ
｜ 【社情民意】２０１８年，农工党１
［社会服务】４月份，农工党１ 会、座谈会、演讲比赛、征文活动等
肃省委会制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肃省委会分别到兰州市水登县武胜驿 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省委会成立３０
办法、采编评分办法、表彰奖励办 镇卫生院和榆中县青城镇卫生院开展 ｜周年之际省委会编辑《不忘初心写
｜力。围绕省委省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

法。落实责任、形成合力，营造良好 调研，详细了解农工党中央＂同心全 华章》画册，整理《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参

工作氛围。全年各级组织和党员报送 科医生特岗人才计划＂落实情况。在 政议政文集》，表彰学习实践活动先
《打造兰州黄河风情线》《甘肃扶贫领 两个乡镇卫生院，兰州市一院、市二 进集体、先进个人，给３０年以上党龄

｜城内的薄弱环节》《兰州南出口收费 院分别委派２名医师，在基层诊治患 的农工党员授予＂荣誉党员＂称号
站＂１１３＂重大交通事故教训和建 者，参与公共卫生服务项日，对６５岁 等。在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之际，开展以
议》等社情民意信息２３４篇。
及以上老人体检，对辖区内育龄妇女 ＂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

【民主监督】２０１８年５月，农

进行＂两癌＂箭查，定期开展村医培

｜主题的活动。省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带

党甘肃省委会省委会聚焦＂两不愁、 训指导。５月份省委会和帮扶组长单 头，市委会和省直属基层组织负责人

｜三保障＂中的医疗保障和２０２０年脱贫 位省交通厅联合，邀请省人民医院十 跟进、专家学者、广大党员积极参与
时限，聚焦＂两州一县＂、１８个省定 余名专家在临潭县的乡村开展为期一 开展＂三学一讲＂（＂三学＂是指深
｜深度贫困县，以及４０个深度贫困乡 周的巡回送医送药活动。９月份省委 ｜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镇、３７２０个深度贫困村，瞄准特殊困 会争取医疗帮扶专项资金，分别到临 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学习
难群体，重点围绕降低群众就医负 ｜潭县店子乡、古浪县黑松驿镇和西靖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

担，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 镇开展送医送药，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贯彻农工党十六大精神和党章党史、
有保障，完成＂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
｜救助脱贫一批＂监督任务。先后走访

与基本医疗有关的省卫健委、人社
厅、民政厅等政府部门，对涉及基本
｜医疗方面的重大政策出台、部署落实

全过程确定十个方面的问题，有重点

｜地开展监督检查。选取１０个市州２０

｜个贫因县４０个深度贫困乡镇８０个行
政村，近４００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调研。针对不同群体设计调研问卷，

｜综合运用明察暗访、召开座谈会，人

户典型调查等方式方法，组成７个由
副主委或副厅以上领导带队的调研
组，邀请党内的专家学者、市级委员
会对全省的基本医疗情况进行联合调
研。在各小组完成调研报告的基础 ｜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带领全省既赏攻坚现学拉结活动
上，总结提炼形成总报告，编辑成册 第一组成员深入有奏会帮认点店子乡业仁村、临律县西正开衣业攻展有限公司就产业县
呈送各有关单位。在１０月份召开的甘 ｜贫、贫困衬＂三支＂改革工作进什现摩拉练活动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１３７

省夏河县选为全国１０个试点地区之 果在省政协常委会上予以通报和表
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一讲＂是省委省夏润
｜ 一，开展草原生态修复及生产力恢复 扬。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
｜会主委、副主委带头，市委会和省直

｜属基层组织负责人跟进，专家学者、 试点工作并争取到国家专项资金的支 提出的《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的全
广大党员积极参与，以＂三学＂内容 持。配合社中央＂乡村环境综合治理 国平衡机制，促进人才向西部流动的
为主题讲党课。）专题活动。省委会 党派联合大调研＂活动，在第１３届九 意见建议》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人民

甘肃
年鉴
死

开展的各项活动先后在《甘肃卫视》
《甘肃日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每日甘肃网》《民主协商报》以及农
工党中央、省委统战部的网站进行宣

三论坛作题为《农业有机废弃物资源 网予以专门采访和报道，该建议已经
化利用》的发言，得到社中央的充分 得到中组部相关司局积极回应，
肯定。开展＂推进我省高层建筑消防
［建言献策】２０１８年，社省委围

安全工作＂的调研、调研报告得到中 绕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重

传报道。每一项纪念活动都拍摄制作 共甘肃省委林铎书记的重要批示。社 点课题，作《关于促进科技型中小微
ＧＡＮＳＵ 专题片，印发至各基层组织作为广大 省委走访甘肃省部分民营科技型企业 企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议》《深化旅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党员学习材料，并在党务网站上以视 和服务机构，比照研究民营经济发边 游扶贫助力乡村振兴》《关于加快推
频形式发布。微信公众号编发信息 地区的经验做法，针对制约甘肃省民 ｜进我省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的建
２００多条，开设＂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背企业发展的瓶颈，提出破解办法和 议》《加快实施旧高层建筑消防改造
７０周年＂＂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三 意见建议
项日补齐高层建筑清防安全工作的短
学一讲＂专题活动等专栏。
【政治协商】２０１８年，在政协甘 版》《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夯实脱贫攻

坚基础》《自然保护区开发项目分类
交集体提案１９件。其中，《推进固沟 退出》和《改革监管体制转变监管方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保嫁生态战略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式》等大会发言。其中，《关于促进
展》《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对策建
｜【组织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九 展》被列为政协大会书面发言：《完 议》得到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庸仁健
（供稿：吴成军） 肃省十二届一次会议上，社省委共提

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以下简称＂社 善移民搬迁政策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重要批示，要求相关部门研究吸纳，

省委＂）社员总数３９６９人，高级职称 《推动＂一带一路＂黄金段建设促进 ｜抓好落实。《关于尽快开工建设定西
社员占４３主体界别社员占７３％， 我省经济加快发展的建议》被列为专 ｜至平凉至庆阳铁路的提案》等３份提
发展速度维持在５？？右。全社有各 题协商议政会口头发言；《关于促进 ｜案，得到中铁总公司积极回应，项目
级人大代表３６名，其中省人大代表４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提案》 纳入国家相关规划。《关于甘肃省大
名，常委１名；各级政协委员２６８ （第６７号）和《关于促进我省石化产 数据产业发展的提案》在省政府办公
名，其中全国政协委员１名，省政协 ｜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第１１９号）， 厅印发的《甘肃省数据信息产业发展

委员２６名，常委７名。推荐１名社员 得到省政府重点办理事项并将办理结
为省妇联执委，１名为省青联委员，１
名为省职教社执委。４名同志担任社
中央委员，其中常委１人。２０１８年完

｜专项行动计划》中转化为具体工作。

成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监督委员会

换届工作，制订《九三学社甘肃省巡

察督导办法》等１１份文件，初步形成
｜社内监督全覆盖，

【专题调研】２０１８年，社省委遵

请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率国家相关部
委、社内外专家，在全省开展为期３
｜天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

发展专项调研，调研建议得到中央领
导同志重要批示，要求国家相关部委
结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国

家林草局出台的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指
出，＂启动人工种草生态修复试点
２０１８年８月７日，全国政协制主席、社中央需务制主房邵鸿带领国家部奏相关人员来甘
加快退化草原恢复和治理＂，将甘肃调研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１３８ｌ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２０１８年年底，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征

求党外人士对２０１９年经济工作建议会

小学捐赠图书２００余册；争取项目资 号＂，谱写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新篇

金５万元，用于带动贫困群众发展刺 章》。先后举办＂新时代迎新春＂主

议上，《关于加快我省文化旅游产业 绣、剪纸、编织等传统手工艺；争取 题灯谜晚会、＂不忘初心携手同行＂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发言，得到林 ｜社中央卫生室项目，为马岭镇纸房村 环保健步走、庆祝九三学社创建７３周
铎、唐仁健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购置医疗设备仪器４３０余件（套）；多 ｜年野第二届＂德赛杯＂乒羽赛、纪念
省上成立领导小组，并由副省长专程 次衔接庆城县卫计局，解决了群众看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书画展等系列纪念庆

｜赴读者集团及有关单位开展调研。 病报销不顺的难题：组织社内２０余名
《关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教师队伍整 医疗专家在庆城县医院开展义诊活
体素质实现民族地区教育均等化的提 动、指导专科建设、举办学术讲
案》得到省委统战部领导的批示。
座等。
【民主监督】２０１８年，社省委选
【社会服务］２０１８年，社省委搭

视活动。开展主题征文摄影比赛，向 甘肃
｜省委统战部报送纪念＂五一口号＂发
布７０周年征文８０多篇。在社中央 年鉴

主监督专项调研，深入１４个乡镇３３ 兼优的学生；为庆城县马岭小学的孩
个村（社），人户访谈贫困群众１２０余 子们捐赠３０多套保暖棉服；在庆阳
户，实地调研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 ｜市、平凉市崇信县医院挂牌成立＂九
２０余家、召开座谈会３次，先后形成 三学社专家工作站＂，在庆城县挂牌

甘肃多党合作实践研究》调研报告、

｜＂社员之家＂杯社章社史知识竟赛 ２０１９］

中，参赛率稳居前列，社省委及张正 ＧＡＮＳＵ
派干部挂职担任环县政府副县长。及 ｜建起院士与地方企业合作平台，在兰 卓等７名社员得到社中央表彰。办好
时成立工作领导组长和４个工作组， 州新区舟曲中学挂牌成立全省第一个 《肃九三》等传统刊物，撰写《习
班子成员先后４次带队赴环县开展民＂九三学社科普基地＂。资助２０名品学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
撰写代表性人物通讯稿在《中国统一

战线》《民主与科学》等刊物上发
表。加强网站建设，及时宣传报道社
｜４份调研报告报送省政协、省委统战 成立＂九三学社医疗专家工作站＂， 员和组织的先进事迹和经验，增强社

部，得到省领导重要批示，助推环县 ｜联合社天津市委，组织医疗专家在环 员的荣誉感和社组织的凝聚力。
【社员培训工作】２０１８年，社省
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全面完成易地 县、崇信等地开展义诊活动和学术讲

扶贫搬迁专项监督。班子成员带领４ 座；争取中华慈善总会支持，为庆阳 委在省社会主义学院对近３年人社的
｜个调研组，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易 市、县两级医院中报医疗设备采购贴 １８０多位新社员分两期进行了培训，
｜地扶贫搬迁专项监督调研，深入９市 息项日，积极引进浙江企业在庆城县 ｜在广东社会主义学院举办４０余人参加
州１５个县区的６５个乡镇，随机人户 开展劳务输转；邀请社中央著名学者 的骨干培训班。全年选派数十人次参
走访群众２８０余户，实地查看搬迁安 在酒泉市和金昌市，为当地党政领导 加了中央统战部、社中央、省委统战

置点９４个，涉及近１万户搬迁群众。
｜一对一提出１０条对策建议，及时反馈

干部举办４场专题讲座等。

【系列纪念活动】２０１８年，邀请

部举办的各类培训班。

【＂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

省发改委和省扶贫办。在省脱贫攻坚 ｜社员＂九三楷模＂和＂道德模范＂举 ｜行＂活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九三学社
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上，得到林铎书 办专题报告会；社省委领导在《甘肃 ｜中央常委、社会服务部部长徐国权带

｜记、唐仁建省长的高度赞扬，认为社 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重温＂五一口 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省委工作开展扎实，情况摸的清、问
题找的准、对策提的实，取得阶段性

成效。
｜【精准帮扶］２０１８年，社省委确

ｅ８线交民主监督工作环县座以云

定１名机关干部长期驻村开展帮扶工
作。为每户贫困群众发放价值３０００多

元的春耕生产资料；汇报社中央，为
每户争取到１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
用于黄花菜种植，并邀请相关专家开
｜展技术培训；在庆城县陇东中学、系

马中学、马岭中学开展科普进学堂活
动，向学校捐赠１６００本由社省委编印
的《青少年人身安全和防范手册》，
为２０名品学兼优的贫困高中生申请到
人均２０００元助学金，发动社员为马岭

｜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九三学社甘素省委员会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环县座试会召开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１３９

究员、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 ｜同志、社内７位专家组成调研组与省 供产品或服务的中小微企业。科技型

舅

任冯兴元恒丰很行总行研究院商业很 政府及主要职能部门和社内外专家学 中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主
行研究中心主任、九三学社中央资源 者６０余人交流研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体，是现阶段我省促进科技成果转
环境专委会副主任吴琦，在渭泉、金 和草原生态修复相关问题。座谈会由 化、推动＂双创＂ 和培育经济增长新
｜昌市举行＂凝聚讲堂＂暨＂儿三学社 甘肃省副省长李斌主持，调研组围烧 ｜动能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促进科

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大宜讲活动， 水污染与治理、水资源利用、草原奖 技型中小微企业对我省经济发展具有

甘肃 围绕目前经济形式、聚焦两市产业发
展和金融改革作专题讲座。市委市政
年鉴 ｜府市政协领导，两市企事业单位、统

２ 战系统干部和各民主党派成员等共计

｜补政策和生产力恢复等重点内容，同 重要意义。
财致、水利、环保、林业等厅局负责 ｜【《关于尽快开工建设定西至平

同志进行座谈讨论。在汇报相关情况 ｜凉至庆阳铁路的提案》】由赵金云完
的同时，向调研组提出将甘肃陇南、 成，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提
甘南地区列入长江经济带保护区；尽 出，提案认为定西至平凉至庆阳铁路

ＧＡＮＳＵ ６００余人现场聆听讲座。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爱在左，同情在右》获得社 快出台关于黄河保护、草原修复和水 是连接甘肃省陇中、陇东和宁夏回族
中央优秀新闻作品奖】２０１８年，在社 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国家战略：尽快实 自治区的一条以客为主的路网干线铁
中央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优秀新闻作品评 施南水北调西线项目，补给祁连山、 路，将有效强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陆
选结果中，九三学社定西市安定区委 石羊河等流域水源：提高黄河中下游 桥通道的运输能力和水平，对加快沿
会委员张慧发表在《民主与科学》 ｜生态补偿标准和市场化治理水平等意 ｜线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推进Ｉ片

２０１７第一期的作品《爱在左，同情在 见建议。社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社 肃中东部同城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提案建议：一是铁路总公司进一步加
右》被社中央评为九三学社优秀新闻 生态建设方面专家出席座谈会。
作品三等奖。文章讲述九三学社定西 《推进固沟保原生态战略促进经 快前期工作进度，启动平凉至庆阳段
市安定区委会主委、定西市第二人民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课题由赵金云主 项目可研报告上报工作，争取尽快获
医院副院长背成多二十年如一日，克 持，张鸣实，万代红，郭锐，赵峰参 批并开工建设。二是尽快下达定西至
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为当地 与完成，历经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４年时 平凉段项目前期工作计划，争取及早
大碱沟村因卖血感染丙肝病毒的村民 间。课题涉及甘肃省庆阳、平凉以及 完成可研报告并尽快报批。
奔走呼吁，寻求教治良方和教治途 ｜陕西省、山西省等９个地市４８个县市

【《关于甘肃省大数据产业发展

径，最终得到政府及社会各方的支 ｜区的黄土高原沟壑区，总面积３．５６万 的提案》】由九三学社成员，中国科
持，并获得了良好治疗效果的感人肘 ｜平方千米（包括颗面和沟壑）。陇东 学院西北生态资源环境研究院科学大

磨的光荣事迹。获奖的同时，也实现 地区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沟壑梁卯 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所级公共技术
区，面积在１万亩以上的蟒区超过４０ 服务中心主任张耀南完成。大数据新
甘肃省自奖项设立以来零的突破
｜【甘肃九三书画院召开成立座逖 个，总面积在１万平方千米以上，其中 ｜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抢占
会］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甘肃九三书 水土流失面积达到９０直接威胁区 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我
画院召开成立座谈会召开。社省委主 域内人民群众的生存安全和城市的健 国也启动大数据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
委赵金云出席讲话并宜读书画院任职 康发展，阻碍国民经济发展。因此， 部署。为促进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甘
名单，向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梁宝 实施固沟保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紧迫性 肃省总体上确立以金昌市＂素金云＂
峰任执行院长。魏水泰等１２名同志任 ｜和可行性，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大数据产业园、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
副院长兼常务理事，冯浩南任秘书长 ｜扶贫开发的有效实施、粮食安全、能 ｜园区为主的甘肃大数据发展总体布
兼常务理事。会议还讨论甘肃九三书 ｜源安全保障和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生 局，并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出台《关于加快
画院章程和工作规划，研究制定明年 态建设。尽快筹划，推行固沟保娜综 大数据、云平台建设促进信息产业发
书画院工作方案。
合治理，必将产生良好的生态、经济 展的实施方案》。此提案分析全省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草原生 和社会效益，意义十分重大。
｜数据产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
｜态修复＂课题调研座谈会】２０１８年８ ｜ 【《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 建议，对甘肃省此项产业发展提供了
月７日，九三学社中央＂黄河流域生 发展》】课题由赵金云主持，张鸣 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
｜态保护和草原生态修复＂课题调研座 实，万代红，赵峰参与完成，历经
【《关于加快我省文化旅游产业
谈会在兰州宁卧庄宾馆举行。全国政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２年时间。科技型中小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由赵金云主
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微企业是指扼有一定科技人员，掌握持，万代红，赵峰，张高茂参与完
邵鸿莅临会议，全国政协常委、社中 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 ｜ 成。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
｜央副主席赖明带领国家相关部委５位 识，通过科技投入开展创新活动，提 要发祥地之一，兰州是古＂丝绸之
１４０│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路＂重镇，旅游资源丰富，有许多名政
政协大会。省委、省政府采纳省工商
｜ 岛４市工商联及企业家赴甘肃省对口
胜古迹，曾入选中国十佳避暑旅游城 联提出的＂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帮扶地区考察产业项目，召开津甘两
市，中国西北游，相约在兰州。作为 年＂的建议。编辑出版《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地精准扶贫暨＂大手拉小手·小手牵
农户＂产业扶贫推动会，落实对口帮
环西部游的集结地和出发地，一条 甘肃省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河、一碗面、一本书是甘肃的名片，
【营商环境建设］２０１８年，省工 ｜扶工作。在全国工商联＂联成。家＂

更是兰州的标志。但很多游客到兰州 商联每季度与省委统战部组织召开民 ｜消费扶贫平台上线＂甘肃馆＂、＂甘南
后不知道去哪里、看什么，缺乏特色 ｜ 营企业家座谈会，听取企业家意见建 馆＂、＂临夏馆＂，上架１８个贫困县区
鲜明的旅游景点和标志性的旅游目的 议。先后组织近４００家企业、商会参 的定点扶贫产品５０５个。与省委统战
地，这是目前兰州旅游发展的硬伤和 加省委政法委、省发改委、省公安 部、省扶贫办、省农发行等联合评选
短板。此提案从怎样发展、如何发展
全省文旅产业提供意见和建议。
供稿：雷若微）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

【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工
｜商业联合会（以下简称＂省工商

甘肃
｜年鉴

厅、省司法厅召开的座谈会；天水、 ｜３０家民营企业、２家异地甘肃商会为 ２ＯＥ
平凉等市州工商联及时建议党委政府 ｜＂千企帮千村＂第一批示范单位并授 ＧＡＮＳＵ
召开座谈会、推进会，推动解决企业 牌。推荐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

面临的因难和问题。与人民银行兰州 有限公司、甘肃忠恒房地产集团有限

中心支行组织银企对接，着力推动破 公司２家民营企业荣获全国＂万企帮
解融资难题。促成全省２０家省级银行 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

业金融机构分别与７家在甘商会和４０ 唐仁健省长专门对省外商会、民常企
家民营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与省 业参与甘肃省脱贫攻坚的义举作出批

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有委员 司法厅达成法律进企业、进商会、进 ｜示并给予高度评价。截至１２月底，参
２７６名。其中：主席１名，副主席１８ 工商联机关的＂法律三进＂意见。推 与甘肃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
名（其中：专职４名，兼职１４名），常 进和著劳动关系构建，依托协调劳动 ｜动的民背企业达到１５８７家、帮扶贫困
务委员８６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关系三方机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 村２３５７个、企业投入总金额３６．７７亿
占总数８２．５中共党员比例达到 约季活动，举办全省中西片区商会调 元，带动贫困人口３８．３８万人。参与
５１？？？专以上学历的执委占总数的 解员培训班，开展意会调解工作。 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东部民营企业达
６３？５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企业家７６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 １９７家，帮扶贫困县３３个，累计投入
人，占总数３３？？？各级人大、政 动】 省工商联动员１２０余家企业、商 资金５．３５亿元。
府、政协任职的执委１９１人，占总数

会对口帮扶东乡、岩昌、西和、文

｜【＂民企陇上行＂活动】省委

６９？？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共有县级 县、通渭、海县等６个县、１１０个深度 省政府高度重视＂民企陇上行＂活
以上工商联组织１０１个，工商联会员 贫困村，累计实施项目４０余个，投入 动，专门致信全国工商联主要领导，
达到８３９９０人，全省各级工商联所属 资金１８亿元，建设扶贫车间项目２１ 争取全国工商联加大对甘肃省的支持
商会共８０４家，其中，省级直属意会 个。向省扶贫办争取专项资金４００万 力度，促成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会长
２６家。省级商会联席会成员单位达到 元，面向２３个深度贫困县开展建档立 联席会议在我省召开，并利用中外知
７５家。省工商联机关为公务员法管理 卡户增收技能培训。兰州市工戴联组 名商会联系广泛的优势，密集组织各
单位，内设机构６个，为办公室、组 织４１家市直属商会通过物资捐赠、产 ｜类招商引资和项目推介活动，先后有
织人事部、经济联络部、调查研究 业帮扶等措施参与甘南州部分深度贫 ｜多批次中外知名商会、企业负责人千

部、宣传教育部、商会工作部，设有机
关党委和机关纪委。
｜【调查与调研】 ２０１８年省工商联

因村精准扶贫工作。借助全国＂万企 ｜余人来甘进行投资考察。制作《甘肃
帮万村＂产业扶贫现场推进会在甘肃 省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招商合作项
省召开的契机，组织与会代表赴天祝 目册》，其中收集甘肃省２０１８年重点

和省委统战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构建 县观摩＂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项 招商项目１６６个，投资总额２８３４．８２亿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以省委 目。在陇南市召开全省＂千企帮千 目元；征集２３个深度贫困县区特色产业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名义印发；：向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关于弘
｜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提案》《关于破
除营商环境建设壁垒的提案》等１０篇

村＂工作推进会暨民营企业、意会与 项目２５２个，投资总额５２０１亿元，并

陇南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接会，组织 组织２３个深度贫困县与全国工商联３１
３８家商会、１２２家企业与戚南市１４ ｜家直属商会开展前期对接工作。截至

个合作社进行对接，签订帮扶协议。 １２月底，＂民企跪上行＂活动签约项
｜提案，其中２篇被列为重点督办提 促成全国工商联３１个直属商会与全省 目１３１个、签约金额２４６６４亿元。
案；《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 ２３个深度贫困县及崇信县签订对口帮 【＂双百千＂培育工程】建立全
提案》被全国工商联采纳，提交全国

福州、厦门、青省＂双百千＂培育企业数据库，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 １４１

２０１７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对全 省７３家＂四好＂商会。举办全省商会 家，到位资金１００多亿元，带动２１．９
省４２４家２０１７年度营业收人１００万元 组织党务干部培训班，对已建立党组 万人脱贫，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以上的企业进行研究，开展培育企业 ｜ 织的１３家省直商会党建工作进行规范 了积极贡献。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省
动态监测评估工作。召开部分上规模 ｜提升，加强对省直属商会和市州商会 ｜光彩会领导班子。表彰先进个人和优
｜民营企业座谈会，掌握＂双百千＂培 党建的指导，有力提升全省商会党建 ｜秀组织。新当选的企业家副会长就弘

甘肃
年鉴

２０

扬企业家精神助力脱贫攻坚向甘肃省
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因难。联合省 工作水平。
｜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
民营企业家发出倡议书
发改委推介全省重点领域项目４２个，
会）第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２月５日
［表彰奖励］１０月１６日，在全国
｜涉及民间投资１０９０亿元。与人民银行
兰州中心支行召开民营企业和小微企 ｜在兰州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背
业金融服务座谈会。组织７个市州工 ｜联主席省民间商会会长郝远出席会议 企业表彰大会暨扶贫日论坛上，授予

ＧＡＮＳＵ 商联及企业家参加第四届军民融合发 并代表常委会作工作报告，省委统战 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展高技术装备成果展览，引导民背企 ｜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 司、甘肃忠恒集团在内的１００家民营

业创新驱动发展科技综合服务工作。 副主席、省民间商会副会长赵少智讲 企业＂全国＇万企帮万村＇先进民营

与省委统战部举办甘肃省非公经济代 话，全体执委及相关人员近３００人参 企业＂荣誉称号。１０月２４日在全国工
表人士第十二期高级培训班、全省非 加会议。大会传达全国工商联十二 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

大、省委十三届四次全委会议置经济 《改革开放４０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
【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组 工作会议、省＂两会＂和全省统战部 ｜名单》上，甘肃省甘肃远达投资集团
织甘肃省民营企业家与澳大利亚驻华 长会议精神，听取和审议了甘肃省工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羽桐、甘肃奇正实
商务公使邓博文一行座谈，围绕甘肃 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十二届二次执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菊芳上榜。
省民营企业与澳大利亚开展经贸合作 委会议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甘肃 １２月２０日由全国工商联、人力资源
进行交流。与中美国际商会、泰国中 ｜省工鹿
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三方联合主
国企业总商会、马来西亚中国西部商 联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通过了 办的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
会、澳大利亚国际商会等９个境外商 关人事事项，颁发了省工商联法律顾问 业暨关爱员工实现双赢表彰大会上大
会建立友好商会和合作关系。组织民聘书。
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全国
营企业家赴马来西亚、秦国、西班 【北京甘肃企业商会向东乡县荆 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称
牙、德国开展经贸交流活动，与西班 赠仪式】９月３０日在东乡县龙泉镇拱 号，甘肃银字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
牙甘肃商会、德国甘肃交流（意）协 北湾村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会委员会荣获＂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
会签订友好商会协议，并分别建立联 联主席郝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业工会＂称号，甘肃伊真集团董事长
络处。甘肃省民营企业与境外商会、 任、省慈善总会会长朱志良，省委统 张国军荣获＂全国关爱员工优秀民营
企业在装配式建筑、新材料新技术、 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赵少 ｜企业家＂称号，庆阳延庆路桥建筑有
公经济人士示范培训班等。

｜商贸投资、生态产业、甘肃特色产业 智出席捐赠仪式。北京甘肃企业商会 ｜限责任公司质检部副部长伏霞荣获
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甘肃日报》 为龙泉镇捐赠总价值２００万的电视 ｜＂全国热爱企业优秀员工＂称号。１２
对省工商联组织甘肃省民营企业＂走 、机顶盒、卫星锅１４５８套。
月２６日，在全国工商联十二届二次执
｜出去＂开展经贸交流合作进行长篇
【甘肃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四届一 委会上，酒泉市工商联获得人社部、
｜报道。
次理事会】１２月１７日在兰州召开。省 ｜全国工商联表彰。

【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出席

｜研究提出的《甘肃省关于促进工商联 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已 联主席飙远作省光彩会三届理事会工
由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作报告。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成立甘肃省青年企业家商会、指导筹 联主腐嘉远作省光彩会三届理事会工
｜备天津甘肃商会、北京甘肃商会。举 作报告。马廷礼指出，近年来．甘肃
办西北五省区工商联联席会议，共商 ｜省各级光彩事业促进会积极引导广大
工商联和商会改革发展问题。撒销３ ｜非公有制经济人土，自觉履行社会责

家商会，加大对软弱涣散省级商会的 任，积极开展扶贫活动，参与＂千企

整顿力度。推荐１３家省内商会人选全 ｜帮千村＂等精准扶贫行动，共实施光

国工商联＂四好＂商会，通报表扬全 彩会项目３００多个，参与企业４０００多
１４２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供稿：朱少波）

蓄国

甘肃
｜年鉴

类课

Ｚ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甘肃省总工会

［创新创业】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总＂四送＂活动，各级工会共筹集资金

工会搭建劳模领军、班组支撑、职工 １２７亿元，慰问、资助困难职工４１万

｜【建功立业】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总 参与的创新平台，通过劳模的示范引 多人。甘肃省总工会下拨资金６００多
｜工会组织召开五一庆祝大会，表彰甘 领，带动激发职工创新热情和创造活 万元，开展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培训；
肃省五一劳动奖先进集体２２０个、先 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创建劳模创 设立１５００万元小额借款帮扶解困专项

进个人１７２名、陇原工匠和提名陇原 新工作室１８０个、创新型班组１５２４ ｜资金，扶持困难职工、农民工创业
工匠各１０名。开展＂匠心筑梦·走近 个；下拔职工创新补助资金１１０万 ｜就业。
最美劳动者＂等系列活动，深度报道 元，带动、影响地方及企业行政投入 ｜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２０１８年，

｜宣传劳模、工匠感人事迹。协调将 创新研发经费近２亿元；完成技术创甘肃省总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

＂陇原工匠人才遴选培育项目＂列入年 新项目３９８６项，创造经济效益Ｉ８亿约季＂活动，续签、新签集体合同、
度省级重点人才项目，命名陇原工匠 元，培养各类人才１３９万人。广大职 工资集体协议、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
工作室４个。推荐参评＂大国工匠年 工提出合理化建议５万余条，发明侧 等覆盖职工６３．８万人。各级工会积极
度人物＂，陇原工丘李云鹤成功人选。 造近５万项，经评审产生职工优秀技 推进＂互联网＋＂工会建设，整合门户
加强劳模关心关爱，发放全国、省部 术创新成果２６３项、先进技术操作法｜ 网站、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努力
级劳模专项补助资金１５７０万元；组织 ｜ ６３项，创新成果获奖等级和数量均取 ｜打造服务职工新媒体矩阵；扩展普惠
１５批次、１８８名劳模赴省外疗休养。 得历史性突破。
服务，大部分市州工会发行集多种服
全面开展＂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开展帮扶数助］２０１８年，甘 务功能为一体的会员卡、普惠卡，为
代＂主题劳动竞赛，召开全省劳动竞 省总工会依据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职工会员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服
赛现场推进会，各级工会共组织开展 政府印发的《甘肃省推进城镇困难职 ｜务，逐步实现从特惠到普惠的转变。
｜劳动竟赛３４１８项，参加单位５１８４个、 工解困脱困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
班组４３万个、职工９０９万人。深化技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促进工会帮扶与 民工法治宜传和公着法律服务行动，

能素质提升活动，共开展岗位业务能 社会教助体系衔接，全国级档案４０％配合甘肃省人社厅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力竞赛４８９项，职业技能竞赛７８项， 的因难职工解困脱因。推进网难职工 付专项督导检查，推动洛实农民工社
４５００余名职工晋升技术等级，３５０６名 帮扶中心规范化建设，２９家帮扶中心 会保障、安全生产、工资支付等相关
创建为示范性帮扶中心。做大做强｜政策。省、市、基层工会成立＂五一
职工被评为技术能手、技术标兵。

群众团体｜１４３

巾帽＂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健康神，全面总结２０１７年全省工会工作， 会议精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幸福＂行动，全省签订专项集体合同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工作任务。甘肃省总 吴明明当选省总工会主席并讲话。甘
１．１万份，建立职工健康档案的企业 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为民代 肃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
８６万个，开展健康体检１４２８万人； 表甘肃省总工会十二届常委会作工作 ｜为民主持会议。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深化＂安康杯＂竞赛活动，参赛单位 报告。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谢部长马晓晴作有关人事事项说明。
７８３８个、班组７．１万个、职工１０９ 宣读了《甘肃省总工会关于２０１７年度 【省总工会十二届十次常委（扩
工会重点工作目标责任书完成情况考 太）会议】８月２４日在兰州召开。会
甘肃 万人。
｜【夯实基层工会基础】２０１８年，
核结果的通报》。刘为民代表甘肃省总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劳动
年鉴

甘肃省总工会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工会与各市（州）总工会、省级产业 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回信精神和
团０ 向，坚持落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理 （系统）工会和省总直属基层工会签订 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十七次主席团
ＧＡＮＳＵ 念，突出抓好建会入会，以农民工为 ２０１８年目标责任书。
会议精神，通报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省工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甘肃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
重点，大力推进＂八大群体＂入会工
会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
作，以税务全额代收工会经费为契 表彰五一劳动奖大会】４月２６日在甘 作任务。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机，持续加强小微企业建会工作，截 肃大剧院举行。甘肃省总工会党组书 甘肃省总工会主席吴明明讲话，甘肃
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全省基层工会组织 记、常务副主席刘为民主持大会。甘 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为
３８３万个，会员４０３０７万人，农民工 肃省人社厅副厅长缑维藩宜读《全国 民主持会议。甘肃省总工会十二届委

｜会员１５２万人．净增１７２万人，５０人 ｜总工会关于表彰２０１８年五一劳动奖和 员会常委，各市（州））总工会主席、
以上职工基层工会组织净增３０５６个； 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决定》和《甘肃省 常务副主席，省级产业（系统）、省直
以落实＂六有＂＂五个一＂工作要求， 总工会关于颁发２０１８年甘肃省五一劳 机关和省总直属基层工会主席（主
突出会员大会评议为重点，深化职工 动奖的决定》。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 任），省总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直属单
之家建设；贯彻落实《工会基层组织 各市（州）、省级产业工会负责人，部 位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庆阳市总工

选举工作条例》，规范基层工会民主选 分获奖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在兰州 会、张掖市总工会、中石油兰州石化
举制度，提高建会质量；召开专题研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近１０００人参加 公司负责人分别从工会改革、困难职
｜讨会，加强直属基层工会工作交流，
工解困脱困、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省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生 ｜ 等３个方面交流发言，介绍各自的经
促进企业工会不断提升工作水平、
【省总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 议］５月８日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 验做法。
大）会议］１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在兰州召 ｜习《习近平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
（供稿：李世魁）
开。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十六届 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中华全国总工会

十五次主席团会议和七次执委会议精 十六届十六次主席团会议和八次执委 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

ｔ额获Ｒ＂文一通ｐ成－身ａ攻ｘ

【青少年思想改治引领】２０１８
年，共青团甘肃省委举办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７·２＂重要讲话精神研讨班

｜１期，培训学员１００余人；在延安举办

甘肃共青团学习宣传贯彻共青团十八
大精神专愿培训班１期，培训学员１５０
余人；：在全省高校范围内集中组织开
展＂青年大学习校园行＂活动，全年
全省高校举办＂四进四信＂主题教育

活动５００余场；开展＂与信仰对话＂
｜全国重点报告会６场，校级报告会近

３００场；在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农业

｜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政法大

学、兰州城市学院、兰州交通大学、
｜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目，甘素省庆说压一国际劳动节要表彰＂五一＂劳动笑大全在甘肃大剧院甘肃中医药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知行

行（卢森摄影）

１４４ ｜群众团体

；学院等高校举办活动８场，覆盖青年

余人。以团支部为单位，广 破２８６万。甘肃省 Ｉ名公交ｉ 案例６个。深人实施新兴青年群体
泛开展学习座谈、征文演讲、知识竞
２０１８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称＂筑梦计划＂和青年社会维织＂伙伴计
赛、网上测评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 ｜号；１名新媒体直播记者的故事入选 ｜划＂，常态化联系新兴领域青年２５０多

｜第二届＂中国青年好网民＂１００个优 ｜名，建立青年社会组织培育解化机
秀故事；３人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制，加强与青年社会组织及其骨干的
面对面宜讲交流，做好内容解读和转 星＂称号，５４人获提名奖；２人获 定期联系、培训交流、项目合作，以
化工作；围绕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开 ＂践行社会主义模心价值观先进个人标 ｜青联换届为契机，吸纳青年社会组织 甘肃
动，各级团学干部到５００多个基层团
支部面向各自联系的青少年群体开展

展系列活动，梳理起草形成《改革开

兵＂称号、２７人获＂践行社会主义核 人员３５名。全省新建青年之家７３个，
建设＂青年之家学习社＂６１个。其中 ｜年鉴

放４０年甘肃共青团重点发展成就》， 心价值观先进个人＂称号。
开设＂青春践行十九大＂和＂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成就展＂微博、微信专题。

｜【起草《甘肃省中长期青年发展 争取省财政专项支持资金２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

探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２０１８年，｜建设全省示范性＂青年之家＂综合服 ｜ＧＡＮＳＵ
组织全省各级团组织开展主题征文、 共青团甘肃省委全面贯彻中共中央、 务平台６家。年内完成全省１４个市

｜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结合纪念五四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州、４０个共青团甘肃省委直属团委的

运动９９周年，在全省各级团组织中广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年）》精神，在全面对 ＂智慧团建＂系统六级组织树创建工
泛开展以＂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 接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广泛征 ｜作，共有下级组织６．１６万个。正式启
为主题的＂青年大学习＂团日活动， 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甘肃 ｜动＂智慧团建＂系统团员、团干部信
启动实施＂国学微课堂＂活动，顺利 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 息采集工作，至年底系统共录入团员
完成＂国学微课堂＂网络文化产品的 年）》（送审稿）（以下简称《规 ４６．２６万人，团的领导机关团干部６９７

制作录制工作；组织开展＂公益助力划》），已经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审定 人，基层团干部１００４万人。
｜教育一传统文化优秀基因课程进校 ｜通过，将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园＂活动．向中小学生发放《中华传 厅名义印发实施。《规划》从思想道
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读本 ｜德、教育、健康、婚恋、就业创业、
１０万余册。深入开展以＂弘扬志愿精 文化、社会融人与社会参与、维护合
神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３·５学 ｜法权益、预防违法犯罪、社会保障等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并同步策划发 １０个领域提出具体发展日标，针对每

｜【甘肃省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青

春故事分享会】２０１８年５月３日，共
青团甘肃省委在兰州市宁卧庄宾馆举
行甘肃省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青春故
事分享会。大会表彰第２２届＂甘肃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２０名、第２２届
起＂寻找身边的雷锋精神＂等主题网 个领域青年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 ＂甘肃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获得者
络微话题；深入开展＂清明祭英烈共 发展措施。《规划》提出青年马克思主 １０名、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优秀共青团
铸中华魂＂活动，组织开展网页献花 义者培养工程、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 员＂＂１７４名、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优秀

留言、＂双微＂平台话题讨论、＂捍卫 值观培养工程、青年体质健康提升工 ｜共青团干部＂１３９名、２０１７年度＂甘
英烈荣誉＂主题宣传以及祭扫烈士陵 程、青年就业见习实习计划、青年创 肃省五四红旗团委（团工委）＂１３２
｜园、红色故事讲述、入团入队仪式等 业促进工程、青年文化精品工程、青 个、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五四红旗团支
线上线下活动。深人推进＂青年马克 年网络文明发展工程、青年信用体系 部（团总支）＂１５７个，
【甘肃省胄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
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全省共举办培训 建设及志愿者行动、脱贫攻坚、乡村
班２００场，培养各级学员近１．２万人： 振兴青年建功行动、青年生态环保实 会全体会议］３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在兰州
在全省８６个县（区）少工委，７６００多 践行动、青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 召开。米自全省各条战线的４４０名青
个少先队大队，３４万个少先队中队广 程、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 联委员和３８名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共
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寄 伍建设工程等１２个重点项目。
青团甘肃省委副书记蒋小丽受甘肃省
语要求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广泛宣传 ｜【基层建设］２０１８年底，全省新 青年联合会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托向
｜习近平总书记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和治 建非公企业团组织１５６个，互联网行 大会作题为《践行新思想开启新征程
国理政的故事。至年底，微博账号 业团红织３９个，新建省级直属大口团广泛凝聚陇原青年为加快建设幸福美
＂甘肃共青团＂粉丝数量达到４７４６万 工委３个，并建立了青年工作联席会 好新甘肃贡献青春力量》的工作报
人，微信公众号＂甘肃青年＂粉丝数 议制度，新建农村专业合作社团组织 告。会议回顾总结了省青联九届委员
量达到１６．７１万人，今日头条累计阅读 １３２个，在多个产业相似、青年人数 ｜会的工作，明确了今后五年甘肃省青
数量１５２３万次，＂甘肃青年＂微信公 较少的合作组织联合建立团组织１５１联工作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选举
｜众号排名在全国共青团中大幅提升， ｜个。新建有特色、有内容的团建示范 ｜产生了甘肃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
多次跃居前１５名，抖音号总点击量突点４８个，形成团的组织工作创新实践 会主席、副主席和常务委员会委员。
群众团体｜１４５

【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

｜【维护青少年权益】２０１８年，共治理工作，举行＂抵制高价彩礼，倡

大会】３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在兰州召开。 青团甘肃省委组建全省＂青少年法治导婚态新风＂大篷车活动，由高校青

３１１名正式代表和３８名列席代表参加 宣讲团＂，开展不同形式的青少年法律 年学生组成文艺宣传队，分别到＂高
大会。兰州大学学生会主席曹力文代 巡讲活动１６３４场次。针对校园欺凌、 价彩礼＂现象较为严重的庆阳、平
｜表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九届委员会向 校园暴力多发、高发的态势，联合法 凉、定西、临夏、天水、陇南等６个
｜大会作题为《不忘初心接续前行团结 院系统开展以＂防治校园欺凌，我们 市州的１２个县区，深入贫困村一线开
在路上＂为主题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展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借助《今日
甘肃 带领广大青年学生在全面建设幸福美
宣传系列活动。配合甘肃省人大常委 ｜头条》等新媒体平台，组织全省各级
｜年鉴 好新甘肃的伟大实践中展现新作为》
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省学联第 会组织在甘全国人大代表分三组到兰 团属媒体，面向高价彩礼重灾区的贫
死 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甘肃省学 州、临夏、平凉、天水、张掖、武威 困村青年群众进行了定向推送，信息
ＧＡＮＳＵ 生联合会章程》（修正案），并选举产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题调研，开 浏览量达２０５万人次。积极开展＂青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生１８８个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十届委 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专题调研。印发 ｜春有约·团团为你找对象＂婚恋交友
｜员会委员单位，会后召开甘肃省学生 《关于成立甘肃高校禁毒公益联盟的通 系列服务活动，全省各级团组织开展
会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知》，协调成立甘肃高校禁毒公益联 婚恋交友活动１００余场次，参与青年
议，选举产生５５个省学联第十届委员 盟。深人贯彻落实《关于学校共青团 逾万人。
｜会主席团单位，兰州大学学生会当选 做好新形势下学生权益维护工作的意

【青年志愿者服务】２０１８年，共
为主席团主席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学 见》。构建基于＂青年之声＂平台的学 ｜青团甘肃省委组织青年志愿者积极参

生会等５４个委员单位当选为省学联十 生权益维护机制，在校学生会、院 与春运＂暖冬行动＂、＂３·５＂学雷锋
届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单位。
（系）学生会成立权益部，在班级设立 志愿服务活动、＂腊八粥香暖人心＂公
【引导青年创新创业就业】２０１８ 权益委员。推动举办＂校领导接待 益活动、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等
年，共青团甘肃省委深入落实《关于 日＂，及时跟进推动问题解决。推动各 各类志感服务活动。开展＂青春志愿
｜高校共青团积极促进大学生创业工作 级学校团组织与当地＂１２３５５＂青少年 行·温暖回家路＂春运志愿服务活
的实施意见》，组织开展甘肃共青团助 服务台对接，依托专业力量，为学生 动，其中参与引导咨询、秩序维护、
｜力脱贫攻坚新春招聘会，有１．８万人 提供法律、心理服务和权益个案帮 重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教援、交
达成就业意向；积极参与＂创青春＂ 扶，积极稳妥参与校园典型性权益维 ｜通安全劝导等志愿服务超过１００小时
大学生创业大赛，１件作品获得全国｜ 护工作。
的志愿者达到１３９人，志恩者参与人
银奖、１６件作品获得全国铜奖；积极 【青年婚恋交友服务】２０１８年， 数１７６余人次，帮扶旅客１９．０２万人
参与２０１８年＂挑战杯一彩虹人生＂职 ｜共青团甘肃省委组织开展移风易俗和 ｜次，在共青团中央＂志愿汇＂的＂春
业学校创新创效创业大赛，２件作品 ｜婚恋交友活动。紧紧围绕贫闲地区 ｜运服务＂温暖协上甘肃省志愿服务时
获得全国二等奖，１７件作品获得全国 ｜＂因婚返贫＂ 现象，积极参与高价彩礼 ｜长为４万余小时，在全国３４个省级区
三等奖；选派５个优秀项目团队参加
＂通航杯＂２０１８年青藏高原青年创新
创业邀请赛，其中４个项目分获大赛
｜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进一步

深化青年＂五小＂成果创新创效行
动、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等品牌工

出ｗｓ＊ｒ笑８

｜作，引导青年通过技能比武、岗位练

兵、技术创新等助力供给侧改革，建
功新时代。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

｜动周，向团中央推荐２个优秀项目参
｜加全国创新创业成果主题展示活动。

举办第十三届＂振兴杯＂全省青年职

业技能大赛，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联
合重点企业开展石化、煤矿及钢铁分
赛场，探索构建联合办赛为辅助的青
年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１４６ｌ群众团体

＜－Ｍ二资２１Ｙ．

｜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５日．甘肃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属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十

次代袁大会在甘肃省人民政府礼堂举行

划中排第３名；兰州市志愿服务时长 荐，政策性安置２０１５届、２０１６届志愿 员＂＂甘肃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甘
为２．６３万小时，在全国３３４个地级行 者共计４０５人。李文涛等９０人被全国肃省优秀少先队集体＂评选表彰活

政区中（２９４个地级市、３０个自治 项目办评为＂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大学生志 动。省市县４家牵头单位成立本级联

服务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
合评选委员会，经过严格评选，最终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 产生２５８名＂甘肃省优秀少先队员＂、
｜铁春运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３个公益
组织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春运＂暖冬 ｜２０１８年，共青团甘肃省委开展以＂青 １０３名＂甘肃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
行动＂优秀志愿服务团队，高立锋、 春大学习，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的 ６０个＂甘肃省优秀少先队大队＂、４６
马丽瑶荣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春运 ２０１８年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 个＂甘肃省优秀少先队中队＂拟表彰
＂暖冬行动＂优秀志愿者。开展学需锋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人选及集体。在＂全国优秀少先队
志愿服务活动，在兰高校、省青协直 ｜动。共组建８１支国家级高校重点团 员＂＂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全国
州、７个地区、３个盟）排第２名。兰

｜属服务队、兰州市青年志愿者服务

甘肃

年鉴

２０Ｍｇ

队、＂彩虹人生＂中职国家级重点实践 优秀少先队集体＂评选活动中，甘肃 ＧＡＮＳＵ

队、媒体、社会各界志愿者共１０００余 团队、３０５支省级重点团队以及校级 省９名优秀少先队员、９名优秀少先队
人参加活动。集中开展活动１２１场 ｜院级重点团队广泛开展政策理论宣讲 辅导员、１２个优秀少先队集体获全国

次，参与志愿服务人数达６．２万人次， 及形式多样的支医、支教、支农、社 表彩。全国＂动感中队＂创建活动
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达７７６．６万元。完成 会调查、国情社情观察、依法治国宣 中，全省各一—地中小学校以中队为单
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工作，服务第三届 讲、教育关爱服务、中职＂彩虹人 ｜位广泛开展＂红领巾小健将＂＂红领巾

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生＂实践服务、＂温暖水杯－留守儿童 ｜小百灵＂＂红领巾小书虫＂＂红领巾小
第二十四届兰洽会、医药博览会、兰 ｜健康关爱行动＂＂一带一路宣讲＂、老 创客＂＂红领巾小主人＂等＂五小＂活
马赛、公祭伏羲大典、第八届敦煌 ｜教授、大中专学生与留守儿童结对、 动，共３１０个少先队中队荣获全国
｜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第十四届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十九大精神 ＂动感中队＂荣誉称号。

（供稿：朱欢欢）
省运会、全国名优风味小吃大赛、民 在基层手机短视频、照片征集等活动。
族用品博览会等相关盛会的青年志愿 ｜【关爱留守儿童】２０１８年，共青
者共计７３０余人。成功举办首届青年 Ｍ团甘肃省委启动实施＂情暖衣冬＂活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积极动员部署 动，募集爱心款６００余万元，为贫困
２０１８年志愿服务德阳交流会暨第四届 地区农村中小学生采购发放温暖包２．３
【基层组织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日大赛。从甘肃 万个。深化共青团关爱留守儿童＂童 有市（州）妇联１４个，县（市、区）
｜省首届项目大赛优秀项目中推荐２５个

项目参加全国项目评审，经全国赛会

伴计划＂，实施＂爱心结对、爱心陪 妇联８６个，乡（镇）妇联１２２８个，街

伴、爱心拉手、爱心呵护、爱心守

道妇联１２４个，社区妇联１３５９个，村
护、爱心关怀＂等六项爱心服务活 妇联１６０２７个。建立乡镇（街道）＂妇
｜个，银奖１２个，人围全国优秀项日库 ｜动。加强关爱留守儿童＂七彩小屋＇ 女之家＂１２８６个，村（社区）＂妇女
２个，全国卫生行业组织的专项赛甘 ｜阵地建设，通过向省财政申请专项资 之家＂１６９９０个，其他领域＂妇女之
肃省获大赛铜奖１个
｜金和地方财政配套的方式，在＂两州 家＂１５８６个，省、市、县三级创建标
【西部计划项目】２０１８年，共青 一县＂和深度贫因县新建＂七彩小 准化＂妇女之家＂示范点５５９３个。乡
｜团甘肃省委继续保持甘肃西部计划 屋＂关爱阵地５９个，对第三批２５８所 镇（街道）妇联区域化建设和村（社
１０３０人整体实施规模，保障好广大志 ＂七彩小屋＂进行了审核立项。１７８支 区）＂会改联＂全面完成，新增乡、村
愿者基本权益。进一步凸显扶贫、支 志愿服务队、５１７８名志愿者对１６８万 妇联执委２７２２万人。全省１７３８６个村
教和基层专项导向，派遣将以＂第一 ｜名农村留守儿童和部分城市流动儿童 （社区）妇联主席以月人均３００元以上
｜组委会评审，甘肃省获大赛金奖１

书记＋西部计划志愿者＂的１＋１扶贫模 ｜开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自护教 标准落实工作报酬。
式，确保新招募志愿者参与到脱贫攻 育、爱心捐赠等服务，服务时长３９７ 【三八红旗手表彰】２０１８年，甘
坚工作中；根据全国项目办对口招募 ｜方小时。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少年儿童 肃省尹建敏、陈梅珍、杨丽蓉、王文
｜指标任务，完成４个对口服务外省３５０ 平安行动＂，配合学校开展安全教育、 萍、何继红、罗晓玲６名个人获＂全
名志愿者的审核、体检及岗位对接， ｜普及安全常识，排查身边隐患，组织 国三八红旗手＂荣誉、武威市第二中
｜并如期参加对口服务省的培训派遣及 自护训练，构建机制维护正当权益。 学政史地教研组、白银市白银区第三
上岗服务，如期发放志愿者生活及社 【［少先队评优表彰】２０１８年，共 小学教学研究室、陇南市妇幼保健院
｜保补贴，对２０１５届及２０１６届在岗服务 青团甘肃省委联合甘肃省人社厅等单 妇产科、酒泉市肃州区东关苑社区、
人员进行服务期满考核鉴定及评优推｜位开展２０１８年＂甘肃省优秀少先队 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出入境管理科
群众团体｜ １４７

亚家政服务公司发展为陇原蛛输转培 的＂最美家庭＂，依靠内生动力，自力
５个集体获得＂全国三八红集体＂荣
誉。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对９９名全省三 训就业合作家政机构，拓展贫困妇女 更生，勤劳致富的＂最美家庭＂，破除
八红旗手和５０个全省三八红旗集体进 ｜在养老服务领域的就业渠道。争取甘 封建迷信、树立文明新风的移风易俗

行表彰。

肃省扶贫办和甘肃省劳务办项目资金 ＂最美家庭＂等，让家庭文明新风和传

【建设巾幅扶贫车间及产业扶 ２１００万元，培训贫困妇女近２万名， ｜统家庭美德渗透到各个领域，活动覆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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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贫】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制定 向省内外输转７７４７名，月收入达到
印发《甘肃省妇联＂巾冁扶贫车间＂３５００元以上
建设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建设条 【＂陵原巧手＂居家就业项目】
件、申报要求、职责分工，以及车间 ２ｏ１８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实施甘肃

盖范围更广泛。在寻找活动中不设群
｜众参与门槛，不定＂最美家庭＂标

准，把＂寻找＂的主动权和＂最美＂
的决定权交给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

｜建立妇联组织程序，进一步规范＂巾 省财政厅１０００万元陇原巧手技能培训 了广大妇女和家庭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ＧＡＮＳＵ 帼扶贫车间＂建设。先后在甘谷县、 项目，培训２万名巧手和１２００名巧手 动性，突出寻找活动群众性广泛性。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兰州市组织召开全省＂巾帼扶贫车 骨干，共签订手工产品订单１７４笔， 全省共寻找县级以上＂最美家庭＂
间＂建设现场推进会和深度贫困地区 金额１７６５万元。扶持创建陇原巧手 ４４２户。５月１４日至１５日，２０１８年度
＂巾帼扶贫车间＂推进会，以会代训， 剪纸基地５个，培训女子牛肉面形象 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专题节目和第

指导基层妇联组织开展＂巾幅扶贫车 ｜大使５０名。举办第三届文博会跋原巧 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表彰大会分别在

间＂建设工作，指导陇原巧手企业及 手展示展演活动，支持巧手企业跨县 ｜人民网和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甘肃
巾幅脱贫示范基地转型建立＂巾幅扶 区承接订单培训。与贵州省妇女联合 省２５户家庭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贫车间＂。争取２０１９年＂巾幅扶贫车 会、福建省妇女联合会积极对接巧手 ２５户家庭当选全国五好家庭。５月１４
间＂专项资金０００万元，拟定《＂巾 产业发展，将两地文化融合到陇原巧 至１７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
闲扶贫车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 ｜手产品中，探索提升设计水平，拓展 记者赴武威市拍摄全国五好家庭王银
法》，已送甘肃省财政厅市审核。全省共 产品销售渠道，实现市场可持续发 吉一家治沙的故事。５月１９日晚在焦
建成＂巾响扶贫车间＂３５８个，建立 展。促成陇原巧手联盟与台湾笠鑫有 点访谈节目中播出。
妇女组织２０８个，就业妇女２３９４９人， 限公司签订２６００万元的草帽钩织 【关爱留守儿童】２０１８年，甘肃
省妇女联合会加强对１６３１个留守儿童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妇女９３０４人，人均 协议。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之家和儿童快乐家园的管理，投入资
月收人１５００元左右。在中川机场设立
｜ 巧手产品展示窗口，确定＂一市一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村妇女＂两癌＂检 金７万多元，免费订阅《少年文摘
品、助力脱贫＂的理念，集中展示１４ ｜查被纳人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 报》，指导留守儿童之家组织开展文体
个市州的特色巧手产品。
为民办实事项目。甘肃省政府妇儿工 活动，丰富留守儿童的生活。争取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依打 委、甘肃省妇女联合会、甘肃省卫健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肯德基中国小
农业女经纪人组建巾剿特色产业联 委、甘肃省财政厅等部门加强协作、 ｜候鸟专项基金＂，为全省１９０个留守儿
盟，推广＂联盟＋产业基地＋贫困妇 统筹部署，合力推动＂两癌＂检查工 童之家设立小候鸟图书角，为每个图
女＋市场营馆＂的扶贫模式，带动贫困 作顺利实施，全省农村妇女＂两癌＂ 书角配备价值１６００元的图书、有声书
妇女脱贫致富。省、市和深度贫闲 检查项目受检人数共计１０１．８７０１万人 ｜和蓝牙有声设备。在留守儿童之家设
县、乡、村成立巾辅特色产业联盟 （建档立卡贫困妇女１６００５７万人），超 目立心理咨询室，建立起４２１５人的专兼
３３７９个，涉及食用菌、高原夏菜、乡 额完成２０１８年度９８．３４万人的检查目 职心理辅导教师队伍，帮助留守儿童
排解心理压力。甘肃省妇女联合会在
村旅游、草编麻编等产业。举办全省 标任务，完成率为１０３．５９？？
深度贫困村妇联主席农特产品全球直
｜【＂最美家庭＂评选】２０１８年， 静宁县实验小学举行庆＂六一＂活
｜供电商培训，与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 ｜全省各级妇联充分发挥＂妇女之家＂ 动，为１００名留守儿童赠送了节日礼
发市场沟通对接建立陇原巾钢扶贫 作用，推进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向 物。为临夏州东乡县留守儿童发放水
馆，打造甘肃特色农产品销售网点， 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和非 杯３５００套，价值２０万元。甘肃省妇女
延伸销售平台触角，拓展甘肃农特产 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楼宇园区延 联合会在白银市平川区种田小学举行
｜品营销渠道：
伸。在党政机关中开展＂廉洁家庭＂ 甘肃省２０１８年＂恒爱行动＂启动仪
｜ 【＂陵原妹＂输转就业】２０１８ ｜寻找活动；在企业中开展爱岗敬业 式。为１００多名留守儿童和贫困儿童
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为省内家政与 ＂最美家庭＂活动：在部队中开展＂最 聊送爱心衣物，３０多名爱心妈妈踊跃
发达地区搭建裁原妹就业合作平台， 美不嫂＂、情系国防＂最美家庭＂寻找 领取恒源祥集团公司捐赠的爱心毛
｜将北京市清檬养老服务公司和阳光北｜活动；在农村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线。动员妇联干部、机关干部、巾铜
１４８｜群众团体

志愿者做＂爱心妈妈＂，开展＂四个 ＂ＨＥＬＬＯ小孩＂爱心套餐发放仪式。 挥重要作用，至２０１８年，共教助危重
｜一＂活动（一周一次电话，一月一次 ｜爱心企业北海普柏特信息技术有限公病人和接送农村华产妇９．５万人次，被

家访，一季度一次关爱活动，一年一 ｜司ＣＥＯ盛洁俪女士为甘南藏族自治州 群众亲切地称赞为造福妇女儿童的
次联谊活动）。联合西北师范大学开展 捐赠了２０００套价值４０万元的＂ｈｌｂ＂ （效命车＂＂爱心车＂和＂健康车＂。
｜＂爱在远山＂－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深度贫 小孩爱心套餐。甘肃省妇女联合会联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２０１８年

困地区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精准扶贫行 合兰州树人中学组织临夏州东乡县东 《甘肃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

动，１００名西北师大志愿者赴东乡县 源学校和塔山小学的５０名少数民族学 法》纳入甘肃省人大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立 甘肃

春台学校等５个深度贫困县区的小 生，赴兰州开展夏令营活动。中国儿 法规划，甘肃省妇女联合会联系成立
学，开展舞蹈、手工制作等课程，用 ｜童基金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 甘肃省反家庭暴力工作领导小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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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的方式进行文化精准扶贫。 ｜ＭｕｓｉｃＲａｄｉ音乐之声栏目在平凉市静 ｜立联络员工作制度，召开甘肃省反家 ｜２０１９］
｜【儿童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妇 宁县界石铺中心小学举行爱心探访活 庭暴力联席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甘 ＧＡＮＳＵ

｜女联合会争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资 ｜动，为孩子们赚送２４万元助学金和文 肃省妇女联合会联系甘肃省政法委、
助，为３４１１名贫困儿童发放春蕾助学 体活动器材、太阳精等礼物。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肃省公安

金２７４９２万元。＂翰墨传家＂首届全省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母亲健康 厅、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卫生健康

妇女儿童书法大赛优秀作品展开展仪 ｜快车＂项目自２００４年在甘肃省实施以 委、甘肃省民政厅７部门印发《甘肃
式在甘肃艺术馆隆重举行。中国儿童

来，共获群１５７辆，已覆盖全省８４个 省贯彻实＜反家庭暴力法＞实施意

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带领首都医 县（市、区）．全省各级妇联、卫生计 见》：联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实施联合

生部门及妇幼保健医疗机构秉承＂送
眼科专家及志愿者等２２人组成的精准 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
｜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和

国妇女署ＣＦ（中国性别研究与倡导

｜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全面

扶贫医疗团队，赴陇南市西和县为 ｜务＂的项日宗旨．分工协作，密切配 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合，聚焦农村妇女儿童迫切需求，广

——以甘肃省为例》，联系省人社厅、
｜查，并就患病儿童进行手术治疗的相 ｜泛开展卫生保健知识普及、咨询和义 省卫生健康委、省妇儿工委办等７部
｜１３００多名儿童进行视力及听力免费筛

关事宜进行了对接。甘肃省妇女联合 诊、药品发放、健康普查、接送华产 门出台《甘肃省促进女性公平就业工
会在平凉市静宁一中举行２０１８年香港 ｜妇住院分娩、基层医务工作者培训等 作的意见》；配合省委精神文明办、省
叶志成基金会助学金发放仪式，为５０ ｜公益服务。至２０１８年累计发放各类宜 政协对治理高价彩礼情况进行调研，
名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每人发放助学金 ｜传资料７６５１万份，开展义诊服务 提出对策建议。甘肃省妇女联合会与

２０００元，共发放助学金１０万元。甘肃 ２２９６万人次，培训各级妇幼保健专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在农村

干、计生服务人员、乡村医生２７９８万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切实维护妇女合
举行书香飘万家２０１８年＂＂相伴共读· ｜人次。特别是在教助危重病人和接送 法权益的意见》。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省妇女联合会在兰州市华侨实验学校

书香润德＂亲子阅读活动。省妇联为
华侨实验学校赠送了１０００册图书，航
海文化培训学校赠送了１０００多个书包
并成立了爱心图书漂流站。甘肃省妇

农村》产妇方面，＂母亲健康快车＂发

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工作的意见》，

｜女联合会在会宁县大沟镇中心小学举
行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为全校

５００名学生送去了书包等节日礼物。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联合兰州树人中学
在东乡县东坼学校和塔山小学举行庆
｜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手牵手共

圆少年梦＂活动。兰州树人中学为东

颗学校捐赠Ｓ００套校服，为塔山小学
捐赠２台电脑和图书２５００余册，并为
两所学校的５８７名孩子送去了＂心愿

省妇联０１８年＂恒爱行动＂项目启动仪式

｜卡＂爱心礼物。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在甘南藏族白治

州夏河县吉仓乡中心寄宿制小学举行 仅式

如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的银市平川区种四小学举什甘肃省知联２０１８年＂恒爱行动＂项目启动
群众团体｜１４９

县、４０个深度贫 七届主席团主席，石培文、华文哲、合开展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卡张恩和、赵凯、何彦生、韩兆虎、厢
耀【专门服务机构建设】２０１８年，
困乡、３７２０个深度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张
平元、史虎平、刘林等为副主席；推
肃省残疾人联合会争取中央支持６９
贫困户中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

｜调处工作。在东乡、积石山ｌ、西和、 举华文哲为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

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建设项目，国
宕昌、漳县分别举办维权工作培训 ｜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蒋录基、杨润 家发改委安排投资８８４８万元支持残疾
｜班，培训贫困地区妇联干部和人民调 ｜泉、吴小萍、曾占奎等为副理事长， 人服务体系建设。全省建成１４家市

解员５００余人。全年接待群众来信来 杨海涛、王用玲、史虎平、刘林等为
电来访３２４０件次，执行中央专项彩票 理事。来自全省各市州和有关部门、
单位的２７０名代表参加会议，１２０名列
２０ 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为１０１人提供
了法律援助，挽回受援人经济损失 席代表、特邀代表参加会议开幕式。
ＧＡＮＳＵ ４４３．５万元。在康乐县举办＂拒毒品、 【残疾人康复］】２０１８年，全省残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甘肃
年鉴

｜级、１２３家县级康复托养机构，康复

医联体会员达到７家。甘肃省康复
中心医院服务量实现＂八连增＂，医院

主体建设总体完工、后续建设全面开
｜展；甘肃省辅具中心如期建成国家西

防艾滋，平安幸福千万家＂主题宣传 疾人工作系统为全省２６８万有需求的 北区域中心，获批国内首家省级辅具

｜活动；联合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 ｜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康复服务 ｜医院：甘肃省听力中心硬件设施与软

局、兰州监狱，举办＂飘扬的黄丝带 率首次达到８２０１其中提供辅具适
一教育改造挽救，接纳关爱感恩＂社 配服务９．３万人，适配率达７５．８３％，
｜会亲情帮教活动；在省女子强制隔离 为基层培养各类康复专业技术人员
戒毒所举办＂感恩母爱、重塑心理、 １０８３名。

件建设同步提升；甘肃省农科中心建

成高标准农业科技示范和农疗基地：
甘肃省文化体育康复训练馆项目主体

完工；托养服务相关建设同步开展，
励志戒毒＂关爱活动。
【残疾人雕贫攻坚和兜底保障】 为充分发挥基地康复医疗、辅具适
（供稿：周启平）２０１８年，全省残疾人工作系统多渠道｜配、托养服务、就业培训、农科示
帮扶３万多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投 范、文艺体育六大综合服务功能奠定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在１４ 基础。
个贫困县实施＂种养加＂项目２９个， 【残疾人就业创业与技能培训】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残疾人 ｜扶持带动２０００户贫困残疾人家庭脱贫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继续实
联合会机关有编制８９名；下辖９个直 增收。全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残疾 施＂阳光家园计划＂项目，为５家寄
属事业单位，现有编制３９４名。全省 人资金达１．２６亿元，受益建档立卡贫 宿制托养机构、２３７６名智力精神和重
各市（州）、县（市、区）、乡镇（街 困残疾人１．９万人。实现残疾人低保、 度肢体残疾人提伏设备补贴和托养服
道）均建立了残联组织；村和社区全 ＂两补＂提标扩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务。扶持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３０
部建立残疾人协会，共有残疾人专职 贴对象由照护困难突出的一、二级重 家、扶贫基地８０个，累计达到３２０
｜委员１８６万名。县级以上残联均设立 度残疾人扩大到所有一、二级残疾 个。全省按比例安排就业和公益性岗
聋人、肓人、肢残人协会和精神残疾 人，享受＂两补＂的残疾人增加到 ｜位安置残疾人２６００人。开展残疾人就
人及亲友、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 ｜４０．２万人次、增幅达４３？？筹资２５０ 业专场招聘和就业援助１００场次。２００
全省有各类残疾人１８７．１万、占总 万元，连续两年为２万多贫困残疾人 多名视力残疾人得到就业扶持。发展
人口的７２涉及６５４万家庭人口。 投保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及财产综合 ｜ 残疾人电商网店１２００多家，带动７３００
其中，城镇残疾人２１．７２万、占 保险。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投入２２０ 名残疾人创业就业。落实残疾人就业
１１６１农村残疾人１６５．３８万、占 万元帮助会宁县丁家沟镇贫困残疾人 和职业培训实名制，全年举办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１００多期、农村贫困残
８．３９？？？疾等级为一、二级的重度 发展种植养殖项目。
｜【残疾预防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
｜疾人实用技术培训１２００多期，帮助
残疾人４９．８８万，占２６？？？疾等
｜级为三、四级的中度和轻度残疾人 省残疾人联合会积极开展＂残疾预防 ２８万贫闲残疾人掌握劳务技能。５家
日＂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社会对残 残疾人培训机构被确定为国家级培训
１３７．２万，占７３．３４？？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 疾预防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残疾预防 基地。全省建成盲人按摩机构３４９
表大会】７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在兰州召 工作沟通协露机制，市州全部出台残 个，培训盲人５２３人次。开展非物质
开。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第六届主席 疾预防行动计划实施意见。召开全省 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产业等特色培
｜团副主席、执行理事会理事长华文节 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工作推进会，巩 训，５００名残疾人学员在网络平台居
代表第六届主席团作题为《为创造残 固深化３个全国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家就业和自主创业。举办首期残疾人
疾人幸福美好新生活而不懈奋斗》的 试点成果。借力健康扶贫，广泛推进 雇主培训班。
｜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何伟为省残联第｜残疾预防宣传、筛查活动，多部门联

１５０ ｜群众团体

【特殊教育服务】２０１８年，甘肃

人员１人。全省除甘南州以外的１３个
疾人联合会制定《甘肃省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家庭。该项
教育条例实施办法》，通过国家彩票公｜ 委省政府师大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 市（州）都成立了侨联组织，部分
益金助学项日资助１０８０名残疾儿童，
｜【助盲就业脱贫行动】２０１８年， 县、区和省厅局委办、大专院校、科
帮助５９４名残疾人考生顺利录取。完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省财政 研院所、大型企业等共建立基层侨联
善＂一人一案＂跟踪服务，帮助２０００ 厅、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组织４７个。全省有归侨侨眷近２０万
名残疾儿童接受教育。
｜甘肃省扶贫办共同印发《甘肃省助育 人，甘肃籍华侨华人分布在海外８０多
｜【残疾人体育文化宣传事业】 就业脱贫行动实施细则》，旨在以就业 ｜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８年，全省命名６０个省级残疾人体 年龄段贫困视力残疾人为重点，通过
【甘肃省侨联六届八次全委会议 甘肃
育健身示范点，５个被命名为国家级 组织开展以推拿按摩为主要内容的职 召开］ ４月２７日，甘肃省侨联六届八 年鉴
｜示范点。甘肃省残疾人运动员在国际 业技能培训，并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 次全委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 ２０Ｉｇ
国内比赛中累计获得９金１７银２０铜的 ｜务和支持，帮助更多的视力残疾人通 习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国侨联工作的几 ＧＡＮＳＵ
好成绩，冬季雪上项目实现甘肃体育 过就业创业，实现增收脱贫。到２０２０ ｜点意见、万立骏主席在中国侨联九届
史上零的突破，获全国十届残运会冬 年，对就业年龄段适合从事推拿按摩 六次全委会议上的报告、中国侨联九
季项目首枚奖牌。甘肃省参加第九届 职业的贫困视力残疾人做到应培尽 届六次全委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获奖节目受邀参 ｜培，并扶持他们实现稳定就业。县市 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广

｜加２０１８年甘肃春节联欢晚会，成立 区在调查摸底、建立实名培训档案的 ｜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

＂亮晶晶＂育童合唱团等４个特殊艺术 ｜ 基础上，以短训的形式，对就业年龄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议》和
团。甘肃省残疾人故事、残联声音被 段的所有贫困视力残疾人，普遍进行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中央和省级媒体广泛宣传或专题采 推拿按摩基础知识培训和文盲扫盲。 马廷礼对甘肃省侨联工作的批示精

｜访，李晓梅等４名残疾人被评为＂甘 ｜省及巿州重点开展保健按摩培训，全 ｜神。甘肃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芦
肃最美人物＂并获得中国残疾人新闻 省培训２６０人以上，其中省级８０人 小燕代表甘肃省侨联六届常委会作题
人物、助残新闻人物提名奖，６名残 以上，市州１００人以上。省、市、基 为《深人学习贯韧党的十九大精神，
疾人荣登＂中国好人榜＂等，残疾人 三级合力新建一批旨人按摩店（院、 奋力推进新时代侨联工作改革发展》

张攒劲被刊在中国残联七代会专刊封 ｜所），共同打造一批管理规范、设施齐 的工作报告。会议接受樊向勤醉去甘
面。推动实施＂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 备、服务优质的盲人按摩集中就业机 肃省侨联主席、常委、委员职务的请
程＂，配合开展盲人观影、中美文化交 构，支持更多的视力残疾人就业创 求，选举丁红星为甘肃省侨联第六届
流等公益活动。常态开展残疾人文化 业。全省新建盲人按摩机构店２６０委员会主席。甘肃省侨联六届委员会
周等活动。扶持建立６４个残疾人文化个，其中盲人按摩集中就业机构１００ 常委、委员、市州侨联、省直有关单
｜位侨联负责人和甘肃省侨联机关相关
创意产业实体和１０个县市区盲人阅览 个，扶持就业创业１５００人以上。
（供稿：胡拴锁） 人员参加会议。
室。层层组织开展第２８次＂全国助残
｜【推动教育公益事业新发展】
日＂系列活动，助残覆盖面进一步扩
大，社会宜传效果明显。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２０１８年，通过甘肃省侨联牵线搭桥全
｜ 【助残康复救助项目］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投人资金６０００万

【原况】甘肃省归国华侨联：

球华侨各类公益事业为甘肃省捐资额
新增７２８万元。其中，中国华侨公益

元，直接受益残疾人４．５万人。补助听 会，是中共甘肃省委领导的由归侨、 基金会在庆阳华池县设置１个＂树人
力残疾儿童康复强化训练３６０名，低侨眷组成的全省性人民团体，是党和 班＂，捐资额达４５万元。香港惩教社
视力儿童康复训练１５００名，脑瘫、智 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 教育基金向张掖市高台县、临泽县两
｜力、孤独症残疾儿童康复训练３００ ｜桥梁和粗带，是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的 所学校资助建校款４０万元，奖学金２
名；补助肢体残疾儿童制作安装矫形 组成单位，是中华全国归网华侨联合 万元，并资助３名特殊教育学校骨干
器５００例、适配辅助器具５００例；为 会的团体会员，接受中国侨联的指 ｜ 老师到香港参加培训，资助８名英语
１１个市级康复机构配发听力设备、１３ 导。成立于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８年有 骨干教师参加教学教法培训班。浙江
个市级康复机构配发低视力设备及软 ｜编制１１人，下设办公室和经济联络处 ｜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分别在定西临
件，并进行项目培训。补助有托养需求 ２个内设机构。我有工作人员１５名， 洮县、岷县和陇南宕昌县增设３个
｜ 的２３６７１名一级智力、精神残疾人和 其中正厅级１人，副厅级１人，正处级 ＂珍珠班＂，捐资额达２万元。１２年
１９个残联管理的寄宿制残疾人托养机 ３人，副处级调研员２人，主任科员２ 来，浙江省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在甘
｜ 构。补助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１万名 人，副主任科员３人．科员２人，工勤肃共设立１８３个珍珠班，累计投入爱
群众团体｜１５１

｜心善教８２６９５万元，资助９４１０名珍珠 ｜委员，丁红星、宋政奎、段建玲等３由中国侨商联合会主办，甘肃省侨
生，捐建爱心小学３５所，爱心图书室名代表当选为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 联、张掖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侨领侨
５４个。２０１８年，全省＂珍珠生＂本科 委员，丁红星当选为中国侨联第十届 ｜意市州行——走进张掖＂活动在张掖

上线率达００？？１０月１１日，２０１８年

＂捡回珍珠计划＂陕甘宁区域育珠论坛

市举办。来自秘鲁、加拿大、新西

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侨联顾问唐闻生出席２０１８ 兰、吉尔吉斯斯坦及北京、广东等海
在白银市靖远县第一中学举行，来自（戊戌）年公祭伏鞭大典】６月２２日上 外和有关省份侨领侨商代表共１００多

午，２０１８（戊戌）年公祭中华人文始
甘肃 陕甘宁３省的近百名珍珠合作学校校
长、珍珠班班主任参与论坛

人参会。活动期间，中国侨商联合会
祖伏羲大典在天水市和台北市同时举 代表团分别考察了张掖市供港蔬菜基
｜年鉴 【＂侨爱心·光明行＂走进甘肃 行祭祀典礼。中国侨联顾问唐闻生应
２０１９ 公益项目】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甘肃省 邀出席活动，并代表主办单位敬献花 地、前进牧业、国家级种子产业服务
中心、凹凸棒研发中心、张报通航产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侨爱心·光明行＂项目启动暨＂侨爱 篮。今年共有来自美国、英国、日 业园、国家房车营地和酒泉市阿克塞
｜心工程＂捐赠仪式在兰州市爱尔眼科 ｜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马 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医院举行，中国侨联顾间、中国华侨 来西亚、西班牙等８个国家的４３名华 的现代农牧业、工业、矿产深加工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出席仪式。＂侨 人华侨代表出席活动。
｜清洁能源等项目，张掖市甘州区、临
｜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挂
｜ 泽县等还做了专场重点招商项目推
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是由中国侨
介会。
联、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爱尔眼科 牌］６月２１日和１０月２２日，＂中国华
｜医院集团、爱眼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 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挂牌仪式分别 【出访马来西亚、泰国】１２月４
的大型白内障复明公益项目。＂侨爱 在定西市陇西县李氏宗祠和敦煌莫高 日至１０日，应马米西亚西北商会和泰
心·光明行＂走进甘肃公益项目由甘 窟举行。甘肃省侨联通过发挥＂中国 国泰中西北商会的邀请，甘肃省侨联
肃省侨联、甘肃省扶贫办、甘肃省卫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品牌作用 与兰州百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行４
生健康委、甘肃省社会扶贫爱心捐助 ｜和资源优势，组织归侨侨春和海外侨 人组成＂甘肃省侨联人文交流团＂，对
基金会、爱眼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 ｜胞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海外侨胞 马来西亚、泰国进行为期８天的考察
计划在两年内为全省 ３０００名贫困人口 ｜走进甘肃、了解甘肃，弘扬陇原优秀访问。访问期间，兰州百源基因技术
以及有＂侨＂身份的白内障患者免费 文化，鼓舞侨领侨胞服务甘肃经济社 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东盟生物技术有
实施复明手术。仪式上，中国华侨公会发展。
很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
【出访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
益基金会还向甘肃省庆阳市、陇南市
【举办＂侨领侨商市州行—
免费捐赠２台价值１９２万元的司迈等离 进张掖＂活动］７月７Ｈ，在第２４届坦］１２月１４日至２０日，应巴基斯坦
子双极电切电凝微创手术系统。
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华侨华人协会和吉尔言斯斯坦中国和
【参加中国侨联＂十代会＂】８

月２９日至９月１日，第十次全国归侨
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以甘肃省
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丁红星为团长的
甘肃省侨联代表团共１３名代表出席大
会。会上，甘肃省评选推荐的中科院
近代物理研究室主任张红获得中国侨
联与国务院侨办联合表彰的中国侨界
杰出人物提名奖，马岚等８人获得中
国侨联与国务院侨办联合表彰的全国
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孔令奎等３
人获得中国侨联表彰的全国侨联系统
先进个人称号，庆阳市侨联获得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与中国侨联联合表彰
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白银
市侨联等４个组织获得中国侨联表彰
的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称号。樊向
勤被聘为中国侨联第十届委员会荣誉

１５２ ｜群众团体

ＡＢＡｅｓａｃ：
多学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仪式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中国华侨国称文化交流基地——穗西李氏宗祠揭牌仅式在就两县举行
（周康宁摄彩）

平统一促进会邀请、＂甘肃省侨联侨务 动。推进甘肃科技馆建设，全而完成学
完成学会联合体和２个学会分别开展对接

工作交流团＂一行４人赴巴基斯坦、 展馆信息化建设、室内外环境设计及 服务。
Ｉ
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开展交流访问。
设备采购安装。自甘肃科技馆向社会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推

【维护侨胞利普】２０１８年，全省
各级侨联组织按照＂七五＂普法规

公众免费开放以来，至２０１８年累计接 动新建立企业、园区院士专家工作站

待公众６０万余人次，落实科技馆免费 ３５个，柔性引进３６名院士及其团队进

划，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深入基层宜 ｜开放补助１４７６万元；支持２市、４县 ｜站工作；推动新建海智计划工作站１０

讲、印发宣传材料、设立＂侨法宣传 科技馆免费开放，推动６市（州）和５ 个，对６个工作站实施的特色示范项 甘肃
栏＂等多种方式，开展宪法学习宜传 ｜县（Ｋ）启动建设科技馆。至２０１８年 目给予立项资助；支持市州科协和省
｜和各类涉侨法律曾及宣传活动，在归 底，建成农村中学科技馆４８所，全省 级学会举办学术年会、论坛活动２６场 ｜年鉴
侨侨眷较多的社区、乡镇以及＂侨胞 ｜配套科普大签车８４辆，共计行程５万次，承办兰州国际生物医学高峰论 ２０１９］
之家＂共设立普法宣传角４８个，举办 千米，开展活动４８１９天、４０４０场次， 坛、环境与发展智库论坛等高层次学 ＧＡＮＳＵ
普法宣传活动６９次。依托甘肃省侨联 书动受益人数６４０万人次。
卡会议，形成一批高质量专家建议。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成功举办第 ｜ 【全省学术交流】至２０１８年底，
法律顾问委员会，为侨界人士在甘生

活和发展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全年 ３３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第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省级学会９６
共处理米信来访８件（次）。
１８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婺区）个，企业科协１０个，高校科协１３个。

【突出新侨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 竞赛等活动，参与青少年近２００万人 ２个学会开展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改
省侨联积极探索落实中国侨联提出的 次，并在全国竟赛活动中获奖２８项； 革，促成１０个学会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地方侨联＋高校侨联＋校友会＂工作

全省以流动科技馆巡展、科普大篷车

项目１３项，指导３２家学公开展了年检
模式，赴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 社会化运行等为载体，深入开展科普 服务，１２个学会参加甘肃省民政厅省

｜兰州理工大学等高校侨联开展新侨调 ｜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同、 级社团的评价评级工作，１３个省级学
研工作，听取高校侨联开展新侨工作 进机关、进军营、进寺院活动，覆盖 ｜会完成换届，１个直属学会实现脱
｜意见，对全省新侨人才情况调研摸 人数３００万人次。创新科普进寺院活 钩，由直属省级学会开展学术交流活

底。中国侨联第七届新侨创新创业成 动方式，成立玛曲县马青科普队探 动１９０次，累计参与２３９００人次．累计
｜果交流大会上，甘肃省侨联推荐的兰 索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有效科普 交流学术论文７２０篇。
州交通大学光电技术与智能控制教育 服务的新模式。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省

【服务科技工作者】２０１８年，甘
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录迈教授荣获＂中 ｜建成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１２家、省级 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实施＂科普人才建
国侨界贡献奖＂二等奖。
科普教育基地６０家。
设工程＂，推动科普人员知识更新和能
（供稀：周康宁）
力提升，评选推荐１０名优秀科技工作
｜ ５月初，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成
立＂科普巾国·百城千校万村行动＂ ｜者参评＂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领导小组，对６县（区）科协科普信 ｜转化奖＂等全国性奖项；恢复＂甘肃

息化试点各奖补项目经费３０万元。 青年科技奖＂，组织完成第九届评选工
【概况］２０１８年底，全省１４个市 ２０１８年建成科普Ｅ站２８９个，开通微 作，３０名杰出青年科技人才获此殊
｜（州）、８６个县（市、区）均建立科协 信公众号１０个，改版上线甘肃省科协 荣；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对
组织，乡（镇）、街道（社区）建立科 门户网和甘肃大众科普网，建成省科 １６名青年科技人才牵头实施的科技成
｜ 协组织的比例分别达８８．３？２９．８？？ 协学会服务平台、科普管理和服务平 ｜果转化、课题研究等项日给予资助。
｜组织开展新时代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和市（州）科学 台等业务信息化平台。
｜技术协会管理、指导的省级学会有９６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２０１８年， 日活动，通过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

｜个、市级学会６５１个，共有会员１８８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持续支持庆阳推 会、走访看望科技工作者、宣传优秀
万人；有企事业科协１３７个，会员７．３ ｜进＂创新驱动示范市＂建设．先后争 科技人才先进事迹等活动，营造全社

万人；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６７７６个， 取１８个全国学会与４０多家地方企业建 会关心科技工作者、尊重科技工作者
会员１２．８万人。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甘肃省利

立长期合作关系，建成院士工作站１ 的良好氛围。
个、学会专家工作站８个、产业创新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２０１８年，

学技术协会联合省上１５家单位在陇南 联盟４个，达成合作项目５０多项。积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实施科技助力精
市两当县启动全省＂三下乡＂集中示 极推进省级试点工作，组织８个省级 准扶贫工程，先后组织动员３３４３名科
范活动；配合甘肃省科技厅启动＂科 学会深入试点县区开展对接服务３ 技专家，与１．７５万户建档立卡贫闲户
｜技创新、创强国富民＂科技活动周活 ｜次：新确定３个省级试点，并组织１个 建立常态扶智脱贫链接，助力带动贫
群众团体｜１５３

｜困群众脱贫致富；充分发挥基层科普｜属兰州国际生物医学高峰论坛在兰州 １０７８７６眼，硬化集流场６３２．１万平方
惠民行动计划作用，共争取到中央和｜ 开幕。来自国内外生物医学领域的 米，解决了４８２７万人、５１．６万头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１５５万元，对１０４ ｜１００余名专家学者参加，聚焦精准医 （只）牲畜的饮水困难。２０１８年，甘

个基层科普组织给予奖补，调动他们 疗新进展和生物医药领域产学研融合 肃省慈善总会多方筹集资金 １００万

参与精准扶贫的积极性；投入１０１万 新发展开展学术交流。该论坛以＂面 ｜元，动员爱心企业——甘肃国芳工贸
元实施农技协能力提升、创新服务和 向一带一路，聚焦精准医疗、转化医 集团捐赠价值３８６万元的衣物和电

助力精准扶贫项目，支持农技协组织 学与产学研融合＂为主题，旨在借助
甘肃 转型升级发展，形成＂以会带户、组
国内外生物医学领域专家学者及市场
年鉴 团致富＂的社会化扶贫新路子。定点 ｜主体的专业视角和实践经验，搭建生

２０

器，在宕昌、通渭、山丹、麦积等县

区的贫困山区开展＂慈善情暖陇原＂
活动，解决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帮扶合水县蒿咀铺乡脱贫攻坚，投入 物医药产学研用创新发展平台，推动 保户的生活困难。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慈
ＧＡＮＳＵ ８６万元帮助实施野兔养殖、花椒种植 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助推甘肃生 善总会和兰州晨报社深度合作，加强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和科技宣传培训项目，全方位推进脱 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１ 宣传力度，扩大救助规模。甘肃省慈
｜贫攻坚帮扶工作
陇德院士和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善总会主要领导亲自登门拜访、动员
【举办科技创新大赛】４月１２日 院检验医学中心府伟灵教授，机械工 劝募，筹集到省内外爱心企业和爱心
｜至１６日，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省教育 ｜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欧阳 人士的捐款２５３万元，在完成资助３１０
厅、甘肃省体育局、甘肃省妇联、甘 劲松所长，中国检科院快速检测装备 名阳光学子的任务后（每人给予５０００

肃省科技厅、甘肃省环保厅、甘肃省 与技术研究首席专家邹明强教授和香 ｜元助学金。），剩余资金列为助学专项
发改委、共青团甘肃省委、中共临夏 港医务化验学会会长、英国医事生化 基金，结转下年继续开展这项活动。
州委、临夏州政府主办，甘肃省青少 科学学会院士彭永恒教授等１４位生物 甘肃省慈善总会联合兰州晨报社在兰
年科技活动中心、临夏州科协和中共 医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 州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及励志报告
｜永靖县委、水靖县政府承办的第３３届 各自研究领域新发展作主题报告。
会，受助学子、家长及社会各界近千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１８届
【甘肃省３位科学家获２０１８年但 人参加。２０１８年，在中华慈善总会药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 梁何利基金奖】１１月６日，２０１８年度 ｜品援助项目中，共计免费教治白血病

在临夏州永靖县举办。大赛先由各市 何梁何利基金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共
（州）以及省直单位分区进行初赛评 有５６位科学家获奖，其中甘肃省３位获
比，最后选拔组成１７支代表队参加省 ｜ 奖的科学家为：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院
级比赛，参赛学生达到３２５人，参赛 士获２０１８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患者１６００人（次）、肝癌肾癌患者８５９

人（次）、肺癌患者１３４１人（次）、结

直肠癌患者２３８人（次）、唇腭裂患者
３２３人，有效解决农村因病返贫、因
技术进步奖＂、兰州空间物理技术研究
病致贫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将甘
作品达１２４２件；参加机器人竟赛的队
伍共有１６支，参赛人数达１２００多人， 所科技委主任李得天、敦煌研究院院长 肃省肿僧医院确定为中华慈善总会援
有１１３２项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奖项， 王旭东获＂科学与技术创新笑＂。
｜助药品发放定点医院。
《供稿：李晓伟）
【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暨全省慈
３９７项获机器人竞赛奖。
【召开第九届甘肃青年科技奖专
善工作座谈会】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甘
甘肃省慈兽总会
家评审会】５月１６日，第九届甘肃青
肃省慈善总会在兰州召开四届二次理

年科技奖专家评审会在兰州召开，评
事会暨全省慈善工作座谈会。甘肃省
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维民，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慈善总会 慈善总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各市
评委会副主任高世铭、冯起、黄建 共募集资金、物资１２２亿元，其中：（州）慈善会会长，受表彰的慈善工作
平、杨克虎出席。中共甘肃省委组织 资金０．２１亿元，物资价值１．０１亿元。 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共９０多人
部、甘肃省人社厅、甘肃省科学技术 全年教助支出２７１６２８万元，受惠群众 参加。甘肃省慈善总会会长朱志良工
｜协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专家评审 １万多人次，资金救助支出占２０１８年资 作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慈善
会，至２０１８年，全省共表彩奖励青年 金收人的１２８ １８年的行政支出１５２ 总会（本级）共募集资金１５８２７４万
科技工作者２２名。
万元，占２０１８年资金总支出的５？？ 元，物资价值７６３０万元，房产１０２亿
【举办第二届兰州国际生物医学

｜【糖善项目】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慈 元。在干早缺水的贫困山区修建慈善

高峰论坛］９月９日，甘肃省科学技术善总会募集资金１４０．３万元，在干早缺 水客７０４眼，塘坝３座。向家境困难的
协会主办，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生命水的贫困山区修建慈善水窖２５１眼，城乡贫因患者捐赠药品，免费救治白
科学学会联合体、兰州大学第一医 塘坝２座，净水设备５台。全省累计投 血病、肝癌、肾癌、肺癌、结直肠痛
院、甘肃省生物工程学会承办的第二｜人资金１１６０８７２万元，修建慈善水容｜及唇腭裂患者７９３人次。分５次深入
１５４｜群众团体

市（州）及有关县（区）、企业告会】８月１９日上
【慈善募捐实现新突破］＂阳光助
和社会福利单位开展慈善工作调研。 ｜ 会、兰州晨报阳光助学金发放仪式骤 学＂活动中开展以来，省农村信用社
建立和完善两大类共１６项工作制度， ｜ 励志报告会在兰州人民剧院举行。部 联合社捐款５０万元，省烟草公司捐款
建立健全考核激励机制等措施，增强 分爱心企业代表、爱心人士，以及受 ５０万元，浙江中娟工业有限公司捐款
了做好慈善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 助学子和家长、各界群众近１０００人参 ５３万元，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捎款

加。全年共收到省内外爱心企业和爱 ３０万元，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捐
【中华慧善总会＂失能老年人照 ｜心人士的捐款２５１万元，完成资助３１０款３０万元，浙江和诚爱心基金会捐款
甘肃
护质量提升试点项目＂】２０１８年，中 名阳光学子。在励志报告会上，受助 １１．５万元，甘肃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捐
使命感

华慈善总会项目部副主任胡野萍、项 ｜阳光学子代表韩琪琪、付银霞、张凌 款５万元，兰州手足外科医院捐款５万 ｜年鉴
目专员梁宏业，中华慈善总会长期照 晨、杨爱娟、郭燕娜、张振、姚亚琴 元，社会爱心人士捐款１４．７５万元。在 ２０Ｉｓ
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方嘉珂、副秘 ７位同学作励志发言。
抓好品牌项目带动募捐的同时，经常 ＧＡＮＳＵ

【＂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 性的慈善募捐也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８
调研启动由中央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 动】２０１８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年，共有１０多家省内外爱心企业、爱
书长王林生等一行４人赴甘肃临夏州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失能老年人照法》颁布实施的第三年，９月５日是中 心人上、海内外慈善组织通过不同方式
｜护质量提升试点项目。
国第三个＂中华慈善日＂。由甘肃省民向省慈善总会捐款捐物，其中：金融系
｜ 项目组将安排由养老专家组成的 ｜政厅、甘肃省慈善总会主办，兰州市 统专项捐款１１０万元，省内外企业、商
执行小组，深人甘肃临夏州的１０所养 ｜民政局、市慈善总会承办，城关区民 会捐款６４８９４万元，境外慈普机构捐款
老机构中短期工作，针对失能、失 政局、区慈普协会和部分慈善组织、 ６７．３５万元，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捐赠价
智、甚至临终关怀老年人的生活照 ｜爱心企业和广大市民参与，在慈善日 值９９４５万元，截至去年年底，省慈善总
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照护难 当天，共同在兰州市民广场举行主题 会共募集款物１．２亿元，其中：资金
题，现场支教指导，帮助临夏州养老 ｜为＂慈普聚焦精准扶贫，携手共创美 ．２１亿元，物资价值１．０１亿元。
（供稿：房 超）
｜机构管理者提高管理能力。同时，通 好生活＂的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

过《长期照护行业（评鉴）标准》的 动。宜传活动共发放宜传彩页０００余
推动和实施，将１０家养老机构打造成 份，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质量有保证、服务有标准、人员有专 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长的专业化养老院。让养老院服务质 《公益性捐蹭税前结转扣除政策搞要》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文学艺
量有明显改善，让各项服务质量基础 《甘肃省慈善总会慈善医疗救助项目品 术家联合会有编制１３１人，在岗１０７
进一步夯实，让养老院中的每一位老 种类别、申报流程》等。在活动现 人。机关内设５个处室，即办公室、
年人都能生活得安心、静心、舒心， 场，一些爱心组织、医疗团队和文艺 人事处、组联处、机关党委和文艺指
团体为广大市民进行义诊、义演和法 导与维权处；有１３个省级文艺家协
都能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
｜【阳光助学金发放仪式暨励志指 律咨询。
会，即作协、剧协、影协、音协、美
协、曲协、舞协、民协、摄协、书
｜协、余协、视协、评论家协会。有３

人猛国围遍围租碳园ｄ
Ｉ很虽编创朗两险署
月５日＂中华监兽日＂太目
Ｎ我Ａｗ

｜个事业单位：省文学院、文艺理论研

究室和《飞天》文学月刊编辑部。
【文艺活动】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文
学艺术家联合会先后举办甘肃省第二
｜届美术金驼奖作品展、高雅艺术进校

园暨甘肃省电影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
会成立一周年走进兰州大学专场演
出、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成果展
演、记录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电视节目展评展播活动、影评征
｜文暨大众电影百花奖甘肃观众评委推
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由甘意省民政厅、甘育省绣善总会主办，兰州市民政局、生州审审感善
总会承办，在兰州市民广场举行主题为＂慈善聚焦精准从贫，８手其创美好生活＂的中华息善 选活动、时代影像——甘肃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摄影展、墨咏院原新丝路—

群众团体｜１５５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年甘肃省书法展、庆 西北风情民族管弦音乐会＂。围绕办好 名。新华网、中新网、《中国艺术报》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西风烈＂原创歌 第三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扩大对 《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每日甘肃

曲演唱会、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飞 外艺术交流，举办了第２９届中日友好 网等中央、省及市级媒体２０多家对大

｜天＂征文大赛，编辑出版《甘肃省文 自作诗书法交流展，首届中韩友好交 ｜赛进行报道。组织＂甘肃戏剧八骏＂
｜联四十年》图文册，参与筹办＂甘肃 ｜流书画展，积极参与俄罗斯画家画敦 在兰州、定西、平凉、庆阳等省内１０

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图片展＂等。 煌艺术创作，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文学艺术家联合 合作举办＂天境祁连与人文敦煌＂大
甘肃 会组织文艺志愿者和文艺小分队赴基
年鉴 ｜层进行慰间演出１３场，直接观看群众 型油画创作工程暨中俄美术论坛。＂一
带一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在敦煌举有
死０
ＧＡＮＳＵ

地进行巡演。

【甘肃省电影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电影家协会联合摄制电影《雪

｜葬》，在第四十三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

累计１０万余人。在兰州、定西、平 ＂丝绸之路文化传承与创新论坛＂。完 节获得铜笑，实现甘肃省本土电影国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凉、庆阳等１０地开展＂甘肃戏剧八 成＂西风烈·如意甘肃＂原创歌曲展
骏＂巡演活动。坚持每周六在兰州市 演，举办２０１８金钟之星＂一带一路＂
｜区有关影院开展＂爱上纪录片＂公益 ｜民族音乐会。邀请俄罗斯著名艺术家
｜放映活动，作为全国第一个有地方电 创作大型敦煌交响乐《丝绸之路·敦

际Ａ类电影节等级奖的突破。组织第

七届中国（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
＂中国影协送欢乐下基层——情系嘉峪
关公益慰问演出＂；有传承中华民俗的

视台和著名纪录片导演工作室携手打 煌》并在敦煌大剧院成功首演。结合 ２０１８大型新春诗会、三月三敦煌诗

｜造的公益性展映平台，受到观众的广 ｜地域特色，和中国作协所属的《民族 ｜会、端午诗会以及＂经典诵读进校
｜泛好评。赴临夏州积石山县、平凉市 文学》杂志社在甘南州联合举办藏文 园＂走进兰大、农大、外国语高中等

静宁县威戎镇开展＂送欢乐下基层＂ 创作和翻译研讨会，举办省舞蹈业务 系列公益活动。＂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杂技文艺志愿演出，在兰州市１６所小 ｜骨干（锅庄舞）培训班、街舞进藏区 年一一高雅艺术进校园暨甘肃省电影
学、８所高校开展魔术进课堂和魔术 等活动。编辑出版《甘肃历史文化概 ｜家协会朗诵专业委员会成立一周年走
｜巡演活动，在院南市武都区、临夏州览＞。
进兰州大学专场演出＂在兰州大学举
东乡县、武威市天祝县、凉州区等地
［甘肃省作家协会】作家弋舟 行。组织＂大众电影百花奖＂优秀影
｜共开展乡村学校少年宫艺术辅导员培 品《出警》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评征集评选暨大众评委选拔活动。以
训活动１６期，开设音乐、舞蹈、书 小说奖；甘肃省作协副主席陈玉福编 ｜征文的方式面向社会征集电影评论文
法、美术、朗诵等艺术门类培训，辅 创的《热血军旗》获第３１届飞天奖· 章，共牧到符合条件的文章６７篇。策
导学员多达３０００余人次，招募志愿者 优秀重大题材类电视剧奖，同时荣获 ｜划＂爱上纪录片＂系列公益展映活动。
１００余人，进一步加强了乡村学校素 第２９届中国电视剧金鹰奖优秀电视剧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质教育，有效推动了乡村学校少年宫 奖；甘肃省作协主席马步升获第二属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通过第三届＂西风
｜建设。积极争取中国文联优质文艺资 丝路散文奖最佳作品奖；张掖市肃南 烈·如意甘肃＂＂原创歌曲征集评选演
源，协调配合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 裕固族自治县退休教师祁翠花荣获第 唱活动、邀请俄罗斯作曲家维克多·
小分队组织全国知名文艺家开展系列 ｜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提名奖。组织 布列沙克为第三届文博会创作交响乐
慰问活动４次，分别赴陇南、临夏、 开展第七届甘肃黄河文学奖评奖，２１４ 作品《丝绸之路·教煌》并在文博会
张掖、武威、嘉峪关、敦煌等地开展 人参评，３５人获奖。在北京召开的中 ｜开幕式成功首演、举办＂庆祝改革开
文艺慰向演出，并与书法、摄影、民 国作协信息工作会议上，甘肃省作协 放４０周年＇西风烈＇原创歌曲演明
间文艺、曲艺、声乐、电影、舞蹈等 获得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２０１７年度 会＂等活动。组织完成由中国音乐家
｜ 艺术门类爱好者进行交流辅导培训， 文学信息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协会、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
｜以多种形式开展服务活动。
【甘肃省戏则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文联、甘肃省广电总台，甘南州委、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文学艺术家联合 第五届甘肃戏剧红梅奖大赛在平凉市 州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西风烈·
会举办首届丝绸之路文化论坛暨第三 腔铜区举行，全省２１个参赛院团的 如意甘肃＂原创歌曲征集终评工作，
届诗歌八骏推介会、＂金城流韵——２１ ｜７００多名演职人员，演出眉户剧《崆 最终评选出３０首歌唱甘肃的优秀歌
世纪新丝绸之路＂全国中国画作品 荆山下》、京剧《盘龙岭》、秦腔《许 曲。由西北五省（区）宣传部、文
展、海上丝绸之路·全国五省市书法 ｜铁堂》等８台大戏、５３个折子戏，分 联、音协主办＂第四届中国西北音乐
｜ 邀请展、丝路之光２０１８·甘肃首届雕 １６个场次进行了决赛。大赛共评出红 节歌曲评奖暨玉树音乐采风活动＂在
塑作品邀请展、陇东诗群研讨会，与 梅奖剧目奖６台，表演奖１７名，组织青海省玉树州举办，甘肃省音乐家协
上海音协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第３５届 ｜贡献奖１个，优秀组织奖６个，奉献奖 会报送的１０首作品分别荣获一、二
｜３三等奖。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锦绣中华
２名，人选剧目２台，人选演员１３
１５６ ｜群众团体

肃省音乐家协会等六省（市、敦煌莫高窟、鸣沙１

｜＂荷花奖＂当代舞、现代舞评奖等。

｜自治区）音协，上海民族乐团，上海 参加＂丝路文化的传与承＂国际 ＂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少数民
市文联艺术促进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 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市美术馆举办族舞蹈课堂＂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开展

的一项文化惠民工程，甘肃省舞蹈家
｜绣中华一西北风情＂民族管弦乐音乐 共２８１件作品参加展出。举行＂第六 协会是该项日在甘肃省的实施单位，
会》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甘肃省音乐 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通渭巡展。 自２０１３年从酒泉地区开展此项活动以
家协会与上海民族乐团联合打造了民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省文联主 来，先后在酒泉、陇南、庆阳、定
族管弦乐作品《二胡、人声与乐队＜天 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甘肃省 ｜西、天水、甘南、武威、张液、嘉峪
休祁连＞》在音乐会中首演。组织＂全 美术家协会、兰州市委宣传部、甘肃 关、教煌等地建立＂少数民族舞蹈课
国少数民族山歌邀请赛甘肃选拔赛＂， 金城画院承办的＂金城流韵——２１世 堂＂示范点，约１５０多所乡村学校、５
｜的第３５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锦 ＂甘肃省第二届大学生美术作品展＂，

甘肃

年鉴

２０Ｍｇ

纪新丝绸之路＂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在 万多名乡村学生接受了舞蹈美育教 ＧＡＮＳＵ
山）举办的全国比赛。甘肃省第十届 兰州甘肃金城画院开幕，入展作品 育。＂新农村少儿舞蹈美育工程＂河西

｜最终选拔６名选手参加在湖南（南

青少年提琴展演活动在甘肃艺术馆举 １８４辅，其中甘肃有２２件作品入展， 成果汇报展演分别在武威市天祝县天
行。甘肃省音乐家协会共选拔报送５ １１件作品获人会资格。举办＂纪念改 堂镇天堂学校、张掖市肃南县明花乡
名选手参加＂中国音乐小金钟——吟 ｜革开放４０周年甘肃省第二届美术金驼 ｜ 明花小学、嘉峪关市安远沟民族小
飞杯第二届全国电了健盘展演＂，其中 奖作品展＂。在兰州举行＂中原画风· 学、敦煌市肃州镇板桥小学举行，共
３名选手进入１０月的全国展演。第三 ｜河南省美术作品展＂西北四省巡展。 有７所小学约２６００名学生参加演出。
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 ｜ 甘肃省文联、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在兰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甘肃省
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甘肃省委宣州举办＂２０１８ 甘肃省美术写生作品 舞蹈家协会、敦煌市文联承办，敦煌
｜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共同主办，

市舞蹈家协会等单位协办的中国舞蹈

【甘肃省曲艺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家协会２０１８＂文艺骨干和文艺管理干
团承办的《２０１８金钟之星＂一带一 甘肃省曲艺家协会组织演出的秦安小 部＂培训活动在甘肃敦煌举办。通过
路＂民族音乐会》在敦煌大剧院上 曲《梦圆中华》人围中国第九届曲艺 专题讲座、专业实践、实地采风、现
甘肃甘肃省音乐家协会、兰州演艺集

演。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共甘肃省 节，后人围第十届中国曲艺牡丹奖。 场教学、工作坊相结合的形式，为来
委宣传部、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甘肃省文联 自甘肃全省１３个专业院团、高等院校
会、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 主办，甘肃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及敦煌当地的共７０名舞蹈骨干进行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承办的＂庆祝改革 甘肃省曲协、陇南市文联、武都区 培训。
开放４０周年＇西风烈＇原创歌曲演唱委、区政府、武都区文联承办的＂我 【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２０１８
会＂在兰州音乐厅举行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志 年，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推
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演出活动在陇南市 荐姜中、杨云峰、王玉春、付忠民、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先后举办各类美术 ｜武都区洛塘镇举办。第三届甘肃曲艺 史势、马路、潘芸苓、周玉梅、白海
展览和活动约３０项，举办国际性美术 牡丹奖评奖举办，共征集节目奖参评 燕、郭玉芬、张雪峰１１名艺术家参加
｜活动３项，举办全国性展览和活动４ 作品２０个，表演奖参评演员４６人，文 ＂第三届中国（潍坊）艺术博览会＂

｜项，举办各类省级展览１０项，举办学 学奖参评作品２３个，新人奖参评演员 ＂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
术报告会、研修班２场，组织下基层 １０人，经过初评、复评、终评，最终 ｜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初评活动。推荐
采风写生６次，组织省级交流３次，组 评出节目奖４个，表演奖１０个，文学 ｜报送两部民间文学作品和１部民间美
术作品参评甘肃省第九届敦煌文艺奖
织画家或作品配合甘肃省文联开展文 农５个，新人奖１个。

艺三下乡等文艺志愿服务活动５次，
【甘肃省舞郢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的评选。推荐肃北县民族民间文化协
组织画家或作品与俄罗斯、乌克兰、 兰州文理学院艺术中专部表演的舞蹈 会的巴图孟克和克那木格赴内蒙古古
摩尔多瓦、韩国等艺术界开展交流活《格来尼玛》获第五届＂荷花少年＂全国 ｜ 通辽市扎鲁特旗举办的＂全国胡仁乌
动２（批）次，组织召开各类会议７ ｜校园舞蹈展演屋光少年（专业中专 ｜力格尔大会＂。组织优秀会员参加了由
｜次。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合作，完 组）荣誉称号，南市武都团区委武 ｜中国民协、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文
成＂天境祁连与人文敦煌大型油画创 ｜ 都区第二中学表演的舞蹈《望高山》 联等单位主办的２０１８中国民间工艺品
作工程＂，共创作７幅大型油画，分别获星光少年（普通中学组）荣誉称 暨首届中国民间工艺传承创新观摩大
是天境祁连山、夏季的祁连牧场、祁 号。舞蹈《云端》《天网》等１１个优 会，共有来自国内２６个省市区及７个
连秋高、丹霞余晖、天下第一雄关、 ｜秀舞蹈作品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舞蹈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００多位艺术家、民间
群众团体｜１５７

｜艺人和客商参会参展。李海明、姜

中、王玉春被评为百名中国民间工艺

｜承办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日中友 艺术家协会荣获最佳组织奖。甘肃省

｜好自作诗书交流会主办的＂第２９届中 电视艺术家协会推荐的３部作品在

｜大师。组织优秀会员作品参加２０１８年 日自作诗书交流展＂。承办由中国文 ２０１８·亚洲旅游影视艺术周中获奖，
９月的敦煌文博会展出，其中独具甘 联、中国书协主办的＂中国精神·中 其中甘肃光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

肃丝绸之路民间文化的珐琅画、洮 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 ｜和兰州广播电视台分别制作的纪录片
硬、剪纸、泥塑、刻葫芦等深受好评。 品主题创作暨全国基层巡展＂（庆阳 《河州四韵》《鲁土司荷门》获优秀旅
中国文联、中国民协、山西省文 展、兰州展、陇南展）。举办甘肃省第 游纪录片奖。华亭县广播电视台制作

｜联、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 五届＂张芝笑＂书法大展，共从３１８０
年鉴 文联民间文艺艺术中心、山西省祁县
多件书法作品和７８篇论文中分别评选

死 人民政府、山西甘肃省民协承办的第

的四集人文纪录片《走进华亭》获旅
游类好纪录片奖。

出人展作品２３作（其中一等奖３件， 第十二届中国金魔电视艺术节在
ＧＡＮＳＵ ｜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 二等奖６件，三等奖１１件）、入选论文 湖南长沙举行，甘肃省视协组织申报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间艺术表演（鼓舞鼓乐）初评活动在 ２０篇（其中获奖论文奖５篇）。
的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甘肃
【甘肃省杂技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省委组织部及北京天岳盛丰传媒有限
山西祁县隆重举行。甘肃省民协推荐

｜选送的《裕固族牛角鼓》以其独特的 甘肃省杂技家协会有省级会员１７４责任公司等联合制作的电视剧《初
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演出成功，赢得 人，国家级会员３９人。有杂技团１ 心》荣获第２９届中国电视金震奖优秀
规场观众和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家，杂技演员３０多人，学员１８人。另 电视翰奖。中国视协、中央新影集
【甘肃省摄影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有体制外魔术从业人员１０人。
｜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
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吴健的作品《西风 甘肃省杂技家协会组织优秀艺术 ｜化厅、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和临沧
东渐·佛影重现（组照）》荣状第十 家来到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亚洲微
二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艺术摄影 ——积石山．开展＂新时代新使命新 电影艺术节系列活动中，由甘肃省视
｜类＂。吴健荣获第十二届中国摄影＂金 ｜征程＂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愿演出活 ｜协报送的参评作品《小夫妻》荣获本
像奖＂。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 动。赴静宁县威戎镇杨湾村开展＂＂到 ｜属亚洲微电影艺术节大国工匠单元微
文联主办，甘肃省摄协、甘肃图库网 人民中去＂一—送欢乐下基层文艺志 电影奖。中国视协＂记录新时代一纪
｜承办的＂时代影像——甘肃改革开放 愿演出活动。甘肃省杂协主办、甘肃 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电视节目展评展播
４０周年摄影展＂在兰州举办，共收到 高校魔术联盟承办的＂甘肃省高校魔 ｜活动＂在嘉峪关市举办，甘肃省视协
５８０名作者的作品３５７３幅（组），共评 术巡演＂活动在兰州８所高校举办， ｜推荐作品有４都作品获奖、分别为由
出１５名作者的１５６幅（组）作品入 组织成立甘肃省高校魔术联盟。
兰州电视台制作的《爱不能等待》短
【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２０１８
视频（非记录类）获最佳作品奖，甘
选，另有特邀作品４０余幅（组）。甘
年，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爱
｜肃省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段怕村的水
肃省文联、甘肃省摄协主办，甘肃省
摄协承办的第五届甘肃摄影＂奔马 上纪录片＂系列展映之纪录片《河州 车梦》短视频（记录类）获优秀作品
奖＂暨第二十届甘肃摄影艺术展在兰 四韵》推广展映活动在兰州百安概念 奖，张掖市电视台制作的《大山深处
州举办，近２０００名作者的６０００余幅 影城举办。组织甘肃省代表队参加第 光明守护者》纪录片（短篇）和甘肃
（组）参评作品，共评出第五届＂奔马 十届海峡两岸电视主持新人大赛。甘 省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罗代奎的雕塑
奖＂获奖作品１５幅（组），第二十届 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推荐的选手陈英 ｜人生》短视频（记录类）获好作品奖。
摄影艺术展入选作品１００组）。 格在全国１５０００多名选手竞争中进入 ｜ 甘肃省视协推荐作品参加第九届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２０１８年 １４强，获得大赛钢奖，指导老师李丽 ｜教煌文艺奖评选，有４部作品获奖。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先后组织７次＂送 ｜获得优秀指导奖，陈思雯、高释淇两 ｜分别是甘肃大敦煌影视有限公司报送
万福、进万家＂公益活动，主办＂礼 位选手获得优秀选手奖。推荐的５部 的电视纪录片《敦煌画派》；西北师范
｜赞十九大·书写新时代＂——十九大 作品在中视协举办的＂首属全国优秀 ｜大学电视纪录片作品《原上的小学》；
报告语录作品展等１２次各级各类书法 公益电视节日表彰活动暨全国公益电 甘肃光影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
｜展览，举办＂甘肃省简牍书法创作骨 ｜视节目创作者业务培训＂活动中获 ｜的电视纪录片《编都口》；通过甘肃省

干研修班＂等８类书法培训。２０１８ 奖，其中《我的梦想有你们的陪伴》 视协上报的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
｜年，甘肃省书法家协会有中书协会员 获优秀作品奖，《绿色母牛银行》《关 省委组织部、北京天岳盛丰影视传媒
｜４５０名、有省书协会员４００余名，市注留守儿童点亮心的微笑》《讲良心当 ｜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制作的电视剧

县级书协会员、书法爱好者、收藏者 一个好老师》《大气污染防治电视公益 《初心》荣获第九届教煌文艺奖荣誉
广告》分别获好作品奖。甘肃省电视 奖。在第十一届中国旅游电视周优秀
近百万。

１５８｜群众团体

旅游电视节目推选活动中，甘肃省视 ２０１８年全国社科联联席会议，来自全
协报送作品有４部获奖，甘肃省视协 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社科联的

【学术平台和阵地建设］２０１８

年，《社科纵横》全年刊发３５５篇文

｜代表共１５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以 ｜章、２００多万字，副高级职称及博士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以上作者文章达到７０基金课题项
旅气象伴你》获旅游电视专题好作品 ｜主义思想，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日占比近４０？？继续办好《社会科学
｜奖；由兰州动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 会科学＂为主题开展研讨，并举办 ｜参阅》，整理编印１０期１０个专题约２０
作的《如意甘肃醉美乡村游》获旅游 ＂社科联普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万字。联合办好甘肃日报＂理论陇军 甘肃
电视专题好作品奖；由甘肃省广播电 ｜会主义思想方法路径研究＂和＂思想 ｜之声＂专栏，组织专家学者撰写发表
影电视总台（集团）甘肃卫视制作的 解放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两个专题 文章５？？。加强网上理论宣传、全年 年鉴
荣获最佳组织奖。获奖作品分别是由
甘肃酒泉广播电视台制作的《飞天之

《第十九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 论坛。

｜ 理论陇军在线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共发 ２０１９］

｜开幕式》获旅游特别节日优秀作品。 【全省第十五次社科优秀成果评 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的 ＧＡＮＳＵ
由甘肃酒泉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中国 奖］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组 十九大精神、党支部建设标准化等理
瓜州宣传片》获形象宣传片好作品。 织开展甘肃省第十五次社科优秀成果评 论热点词条和重点理论文章摘要４４０
｜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２０１８ 奖活动，新修订《评奖办法》，制定 篇，转发中央和省委重大部署安排
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 《评奖实施细则》，特别是适当调整各等 １０８条，报道社科界学习宣传和研究
联主办的＂杨光祖《批评的思想之 ｜次获奖成果的比重和结构，扩大一、二 动态６０次。开展课题立项和成果鉴定
｜光》研讨会＂于１１月２３日在兰州举

等奖的获奖比例。首次设立监督检查 工作，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开

行。甘肃省十多位文学评论家、作 ｜组，对评奖过程进行监督，确保公平公 展高等院校外语教师发展研究项目立
家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围绕杨 正。本次评奖于２０１８年７月初正式启 项，对上一年度的１２个项目评审结
｜光祖评论集《批评的思想之光》对 ｜动，成立初评机构５１个，共受理中报成 ｜项。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展
杨光祖近年来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 ｜果１９５３项，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公 外语教学研究专项课题资助，共有３４
个项目批准立项。全年组织鉴定应用
人的研讨，对其敢于说真话、敢于 示，评出获笑成果２９８项。
＂剜烂苹果＂的鲜明批评立场给予肯 ［社科普及］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 型研究成果６５项，其中５７项经评审进
定，对其在思想上的追求给予积极 会科学联合会共收到中报宣讲项目 入社科评奖学科复评。
（供稿：省社科联）
｜评价。兰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甘肃 １３１个，研究项目１１２个。经组织评
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的＂当代小说 审，对６３个宜讲项目和９４个研究项目
家弋舟新作研讨会＂在兰州大学举 予以立项。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印发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行。兰州大学文学院主办、甘肃省 《２０１８年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宣传普及
【羲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黄埔军
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的＂新世纪西 ｜活动方案》。立项完成＂精神扶贫＂教
部作家论坛之五：刘亮程作品研讨 材编写项目６３项，经组织专家集中评 校同学会通过编发《甘肃黄埔》杂

会＂在兰州大学举办。甘肃省文艺 审，２０项＂精神扶贫＂教材、２１项社 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报时
｜评论家协会组织完成＂第三届甘肃 会科学普及教材山甘肃省社会科学联 政分析形势，向省内外相关单位反映
文艺评论奖＂评奖工作。
合会筹措经费委托甘肃省公共资源交 报道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刊
（供稿：刘彦宏 马宽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易平台统一招标出版，即将完成出 ｜载黄埔同学及其亲属后代和有关人士

｜版；２２项社会科学普及教材由甘肃省 ｜撰写的历史回忆、亲身经历、政论时
社会科学联合会资助作者自主出版。 评和诗词文章，普及养生益寿知识，

与省图书馆联合办好＂周末名家讲 ｜为黄埔群体提供精神食粮。甘肃省黄

【省社科联第四次代表大会】８ ｜坛＂，全年举办５０场次，听众近 埔军校同学会在春节前夕和校庆前夕
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召甘肃省社科联第四次 １０００人。
看望慰问会领导、在兰理事以及部分

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通过《甘肃

【社会组织管理】２０１８年，甘肃生活困难会员，为他们送上慰问金。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三届委员会工 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指导甘肃省轩辅文 发放２０１７年下半年、２０１８年上半年全
作报告》，修改并通过《甘肃省社会科 化研究会、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等６ 省生活困难黄埔会员补助款。甘肃省
学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甘肃省社 ｜个学会完成换届工作。全年组织开展 黄埔军校同学会分别祝贺赵守杰名誉
科联第四届委员会。
２次督查和调研，加强日常指导，督会长和鲁耀荣会员百岁生日，人户慰

【承办全国社科联联席会议】９促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促进社会组问城关区、永登县、七里河区生活困

织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
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在敦煌成功承办药

｜难黄埔会员，为去世参加抗战会员汇
群众团体｜ １５９

司法科学与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 百＂法治宜讲活动组委会的指导意
｜寄慰问金．
｜【密切内外联络交流】２０１８年， 心共同主办召开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 见，确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曾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分别拜会黄埔展望研讨会，就刑诉法与监察法之间 主义法治思想、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军校同学会、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 如何衔接、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与惩罚 ｜和主要内容两个宣讲主题，１０个建议
会，咨询了解机构改革相关情况，开 犯罪平衡、宪法与刑法、监察法之间的 选题。２０１８年全省共组织＂双百＂法
｜展工作交流，形成调研报告上报中共 ｜权力配置等同题展开ｉ讨论。１０月中旬，甘 治宣讲报告会１２２场，其中省级１场，
甘肃省委统战部。姚惠珍副秘书长赴 肃省法学会组织召开全省政法机关服务经 市（州）级专场共举办１６场次，县
｜贵州省参加＂各省、区、市黄埔军校 济发展优化营裔环地法学法律界专家学者 （区）级专场共举办１０５场次，经统计

甘肃
年鉴 同学会秘书长座谈会＂和＂薪火相

０

座谈会。１２月中旬，甘肃省法学会和省文 ｜到场听众人数累计３８８５６人。

传、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黄 化产业法学研究会组织省内部分民营企业 ｜【基层行活动］９月１１号，由甘
ＧＡＮＳＵ 埔论坛活动。组织工作人员应邀赴珠 家召Ｆ文化产业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座 肃省法学会、甘肃省司法厅、共青团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海拜会珠澳清华紫荆同学会，参加珠 谈会，主要研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法学 甘肃省委主办的＂２０１８年甘肃省青年
｜澳清华紫荆同学会第二届年会
会如何充分发挥事能作用，为民营企业排 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在天水
２０１８年先后接待新西兰惠灵顿中 忧解难，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全年 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启动。志愿者分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曾鲍文；接待 甘肃省法学会向省内法学法律工作者征集 ｜赴刘堡镇董家村、李山村、梨园村、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论文６７２篇，参与中Ｇ法治论坛、中啡法 小湾村、郑沟村等扶贫点，深入中小
｜长任道伟、原会长焦鸿、副会长许林 学家论坛和第十三届＂西部法治论坛
及副秘书长梁天钢；接待旅美黄埔同 等，有３２篇论文从奖
学党连俊。为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海 【课题评审】全年收到课题２２
外联谊会推荐海外理事，其中马志忠 件，评审委员会按照《甘肃省法学会
当选为第四届甘肃省海外联谊会副会 课题管理办法》评审确定７项课题入

学校和群众中做普法间卷调查，发放

普法资料，宣讲法律常识，现场表演

法制情景辟等多种宣传活动。酒泉市组
｜织广大青年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

工作者同步开展一堂法制讲座、一场音

长，姚惠珍当选为副秘书长，伍颂 选。３月２２日经评审委员会终评，陇东 法宣传、一个模拟法庭、一次法律服
达、任道伟、许林、朱重踏、吴家明 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副教授曹建章主 务、一场法治文化活动等＂普法五个
等５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供稿：姚惠珍）
甘肃省法学会

持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陇东地区的 一＂活动。兰州市组织志愿者和广大市

实践研究》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副 民观看法治文艺演出、参与普法知识有
｜书记、副院长、二级高级法官张萍主 奖同答、启动签名墙签字、悬挂设置宜
持的《行政案件异地管辖问题研究》 传标语展板、发放图书资料和法律咨询

获得优秀成果奖，其他５项成果为 ｜解答，并在丝路明珠网、视听甘肃
ＡＰＰ、今日头条、甘肃网络电视台微

【概况】甘肃省法学会成立于合格。

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２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根据

【＂双百＂活动】甘肃省２０１８年｜博、新华社现场云同步直播。

中央政法委５号文件要求，划归省委 ＂双百＂法治宜讲活动按照全国＂双
政法委代管。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省委批准

《供稿：刘志峰）

成立省法学会党组。２０１３年１１月，省
法学会换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罗笑虎任省法学会七届理

事会会长，马湘贤任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学会设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
１名，兼职副会长１４名，常务理事５０
名，理事１５３名。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甘

肃省法学会发展个人会员２７５０２名，
团体会员单位６３４个，省、市两级专
｜业研究会２６个。全省１４个市州、中国
铁路兰州局集团、甘肃矿区，８６个县
区均成立法学会。

【学术研讨交流】２０１８年９月
初，甘肃省法学会与甘肃政法学院、
１６０群众团体

２０１８年，青年普种法忐混者深入农户选行晋法问基碍

雏＞工

甘肃

年鉴

４ｓ誉四

２０Ｐ
ＧＡＮＳＵ

班联动机制，组织省军区轻便指挥所 ｜挥中心，组织重点领域国防动员潜力
全要素通联演练。扎实抓好新大纲学 调查核对，建立４类２３项民用运力数
【思想改治工作】甘肃省军区 习，广泛开展＂学研训考评＂活动， 据库和５类１２２项专项数据库，指导

甘肃省军区

（以下简称＂省军区＂）全年精心抓 ｜狠抓首长机关训练、民兵基地化训练 嘉峪关、酒泉、张掖、武威军分区为
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突出学 ｜和参谋集训比武，全员组织年度训练 １２支过境部队搞好服务保障。
【征兵工作】２０１８年，省军区坚
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考核，指导酒泉、甘南开展民兵集中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跟进学习习主 轮训试点，完成年度１．３万民兵训练 ｜决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征兵命

席最新讲话，完成４个专题党委中心 ｜任务。组织参加战区＂西部一２０１８＂ 令，着力规范征兵秩序，充分挖掘征
｜组理论学习，组织２期４３１名师团职 ｜ 战役演习，完成＂金城—２０１８＂军地 集潜力，突出大学生征集工作，大
｜力营造参军光荣氛围，全面开展新
干部理论培训，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军 联合演练。
【应急处突】２０１８年，省军区绍 兵役前教育训练，全程实施征兵
委主席负责制，认真开展专题教育，

扎实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合木省实际，积极做好藏区维稳、防 ＂五率＂（军委国动部提出的：报名

重任＂主题教育，广泛开展＂＂和平积 汛救灾等各项应急处突准备，先后动 率、上站率、合格率、择优率、退
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和＂强军风 用民兵１２万余人次配合公安、武警 兵率）量化考评，认真落实兵役优
采＂系列文化活动，常态开展党史军 ｜在重点地区、主要目标警戒巡逻，组 待政策，圆满完成年度新兵征集和
史、形势政策、职能使命和＂四反＂ 织民兵２９万余人次参加甘南舟曲 士官招收任务，
【学生军训】２０１８年，省军区坚
｜教育，加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县、陇南文县、定西岷县、临夏东乡

培育，加大新闻宣传和奥论引导力 ｜县等山洪泥石流应急抢险，发挥重要 持把学生军训作为储备军事后备力量
的一个有效途径，作为一项经常性基
度，及时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广 ｜作用。
【国防动员】２０１８年省军区着目 础性工作，联合省教育厅、战区陆
｜大官兵＂四个意识＂更加坚定、＂
有效履行支援保障作战任务，组织国 军、火箭军６４基地相关人员，依法指
个维护＂更加白觉，
｜【战备调练】２０１８年，省军区深 防动员体系创新发展调研和国防动员 导完成４６所高校１４．３５万人和９８所高
入学习贯彻习主席新年度训令，严格 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期评估，开展 中３．５万人的学生军训任务。

落实党委议战议训，修订３类６４种方 军用基础设施建设、军用特种装备抢 【基层建设】２０１８年，省军区深
案计划，与７个军地单位建立应急值 修模块化动员试点，新建国防动员指人贯彻军委国防动员部＂三个一线＂
军事｜１６１

拉动演练。演练以支援保障边境自卫 ｜ 年征兵的命令》，省军区副政委张应
不强、依法抓建质量不高、工作开展 ｜作战和应急处突为课题，完成战备等 银宣读《２０１７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织基础，紧盯专武干部务军兴武意识

级转换、紧急出动、快速机动、指挥 和先进个人表彰通报》。会议强调，
所开设、组织指挥５项内容，指挥保 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期轮训、全员覆盖的总体思路，采取 交护线、边境封控、维稳平暴、抗洪 ｜社会主义思想和强军思想为指导，着
自主授课与外聘专家、理论学习与研 抢险、抗震救火５类行动，现场查纠 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聚焦
讨交流相结合的方法，突出政策法 应急反应不迅速、指挥通联不顺畅 ｜备战打仗，坚持依法征兵，突出征集 甘肃
规、动员业务、整组训练、兵员征 ｜情况处置不合理、器材准备不充分、 重点，狠抓廉洁征兵，坚决完成国务
能力较弱等问题，按照省军区示范引
路、培养骨干，军分区（警备区）分

院、中央军委下达的年度征兵任务。 年鉴
集、遂行应战应急任务等重点内容学 后装保草不到位等８类２５个间题。
习，使专武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明显得 【组织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夏令营 【组织师团职交流干部＂非转 ２Ｏ
｜到提升。各军分区（需备区）动员处 活动】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２４日，省军区 ｜专＂集中培训】２０１８年８月６—１１ ＧＡＮＳＵ
长带队参加，共计１０１人参训。
｜联合省教育厅，组织省内３１所学校 日，省军区组织２６名师团职交流干
【召开全省大学生征兵工作电视 １９０名师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 ｜部、进行国防动员岗位任职能力＂非
电话会议］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省征兵 ＂筑梦航天＂第二届省学生军事训练 转专＂培训。培训紧贴省军区职能使
办公室、省教育厅组织召开全省大学 夏令背活动，主要安排参观见学、军 命，突出岗位必需、素质急需，以省
生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军区副 事技能训练、军营文化活动、国防知 军区战备训练、动员业务、民兵整
政委张应银和省高校工委书记、省教 识宜讲、体会交流５个方面内容，激 组、兵员征集、民主集中制、党管武

｜育厅副厅长史百战出席会议并讲话。 发学生关心国防、热爱国防、献身国 装、＂三个一线＂建设为主要内容，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张般 防的热情。活动被国防报、解放军报 采取专题授课、观看录像、经验介

客户端、中新社、教育报等新闻媒体 绍、参观见学、分组讨论、体会交流
现场采访报道，被中国网、风凰网、 和考试考核等方式着力强化坚决听

军分区３个单位作经验介绍。会议强
调，各级要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主席给南开大学新
入伍大学生回信精神，强化大学生征

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中国日 从指挥、服从改革大局的政治自觉，

范制度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强化服

【召开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 识、基本方法，尽快实现观念转变、
议】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省政府、省军 角色转换、能力转型，为胜任新岗

｜报、头条军事、百度、新浪等３０多家 ｜帮助交流干部熟悉解军分区、人武部
兵工作政治责任，深入宣传教育，规 新闻媒体转载。
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基本常

务保障，认真做好大学生报名登记、
预征对象确定、体检政审等各项工 ｜ 区召开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位、开创新局面打下坚实的思想、业

作，为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省军区司令员王文清，省政府副省长 ｜务和能力基础。
输送更多高素质兵员。
【稳要处置坠落弹体残骸】２０１８
余建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军区政委蒲

【完成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 ｜永能宣布《省政府、省军区关于２０１８ ｜年８月１５日，省军区得到酒泉军分区
坛＂代表团赴甘参观访问保障任务】

７月３—５日，省军区在军委国际军事
合作办公室指导下，会同国防大学国

｜际防务学院，组织协调非洲４５个建交
国、非盟组织代表一行７４人（含６名

总长、５名副总长级别军官），赴兰州
参观访间，听取省政府情况介绍并座
淡交流，参观省博物馆、兰州市水车
｜博览园等历史文化项目，圆满完成首

｜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代表团赴计
参观访间障任务。

【组织应急指挥所战备拉动演

练】２０１８年７月，针对进人入汛期降雨

频繁引发洪涝、泥石流和山休滑坡等
灾害可能性增大等实际，省军区组织
应急轻便指挥所带各军分区进行战备

２０１８年８月８日，洒泉军分区组织征具业务骨干集中培训

军事｜１６３

兰州市安宁区万新南路１号省综合防
关于肃北县城以东７０千米处发现长约问，营造拥军支前浓厚氛围。
７米、型号为ＤＦ—１６ＺＣ４２１７０１８的弹 【召开省军区第十次党的代表大 灾减灾大楼正式挂牌成立，为省政府

署
甘肃
年鉴

体残骸的情况后．逐级指示肃北县人 会】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７日，省军区召 组成部门。新组建的省退役军人事务
武部迅速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取得联 ｜开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听取和 厅召开干部大会宜布新的领导班子，
系，动用民兵应急连侦察班６名基干 审查省军区第九届党委工作报告和省 副省长李斌出席并讲话，牛彦之任甘
民兵，与４名公安人员组成２个警戒 军区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国共 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
组，对残酸进行全时看管、安全警戒 ｜产党甘肃省军区第十届委员会和纪律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和奥情管控，并对接酒泉卫星发射中 检查委员会。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 《印发（关于省级涉改部门和单位机
心落区测量实验部敦煌测量站人员前 第一书记林铎出席会议并讲话。
构人员转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团 往现场。经核实后，对残睒进行及时

【组织全省新任职专武干部业务 （甘办发〔２０１８］６３号）要求，核定
ＧＡＮＳＵ 交接和回收处理。
培训】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９—１５日，省军区 人员编制７２名。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从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组织省军区新体制运行研讨３
依托综合训练队组织全省１５０名新任 省委农办、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和
流活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１２日，省 职基层专武干部进行军事业务培训。 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
军区组织全体现役干部、省市县联系 培训紧贴职能任务、聚焦主责主业， 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
｜部队工作领导和三级国动委各专业办 以熟悉基本理论、熟知政策法规、掌 播电视局等７个厅局转隶人员６６名，
公室领导，采取视频会议形式，以 握业务技能为重点，采取专题辅导 其中：处长１０人．调研员５人，副处
｜＂践行强军思想，聚焦体系完善，全 研讨交流、考核评估、总结讲评的方 ｜长８人，副调研员６人；女干部１７
面推进省军区部队建设转型发展＂为 法步骤，统思想、学理论、练技能、 人；中共党员６３人；研究生学历２０
｜主题，围绕新体制运行开展研讨交流 强业务，提升新任职专武干部的能力 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４０人．大专６

活动，西部战区参谋长助理袁晓映、 ｜素质。
人；５５岁以上６人，４５岁５４岁２２
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伟等领导参加。
｜【迎接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交叉档 人，３６岁￣４４岁２３人，３５岁以下１５
【组织参谋集训暨比武竞赛】 ｜查】９月２５日一２８日，西藏自治区边 人。截至１２月１１日，转隶人员全部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１１月１日，省军区集 ｜防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宋平带日 到位，与退役军人事务部完全对应组

中利用１０天时间，组织全区５１名战 喀则、山南、林芝市边防委员会办公 成１０个临时工作组全面开展工作。省
｜备建设处处长、机关干部进行参谋集 室、昌都军分区和西藏自治区发改委 ｜退役军人事务厅整合原省民政厅的退
训暨比武竟赛。集训竞赛按照抓秩序 ｜有关人员一行７人，到酒泉边防一线 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省人力资源和
端学风、抓研讨重研风、抓作风正训 ｜对甘肃省＂十三五＂期间边防基础设 社会保障厅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以及
军队有关职责。
风、抓纪律严考风、抓公正纠评风， 施建设情况进行交义检查。
【调研工作】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２４
突出精讲多练、有练必评、训考一
【事业单位划转】将原由甘肃省
致、考比同步，全程贯穿＂真难严 日，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盛斌率工作 民政厅管理的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
实＂精神，主要完成军事理论、动员 组到甘肃检查调研征兵工作，先后对 ｜休养所、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
（行动）文书拟制、动员（行动）要 张掖、酒泉、嘉峪关市和高台县、肃 休养所、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三
图标绘、识图用图、轻武器射击、体 州区征兵工作进行现地检查调研。省 休养所、甘肃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
能６项内容的学习、训练和考核比 军区司令员王文清、政委蒲永能陪 ｜服务站、甘肃省荣誉军人休养院、甘
武，达到了夯实基础、强化技能、拓 同。３月１４—１５日，西部战区参谋长 肃省军休和复退人员管理服务中心等
展能力、提高素质的日的。
助理张帆带工作组，到甘南州所属的 ６个事业单位和原由甘肃省人力资源
｜ 【全力保障训练部队快速过境】 夏河、合作、碌曲等重点地区检查调 和社会保障厅管理的甘肃省转业军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陆军第７６集团军 研维稳形势和应急处突准备。１２月１２ 服务中心整建制划转交由甘肃省退役
防空第７６旅参加跨区基地化训练部队 日，陆军第７６集团军副军长曹均章带 军人事务厅管理。７家单位均为县处
｜过境兰州途中遭遇雨雪天气，因道路 机关人员赴甘南州调研。
级建制，其中：甘肃省转业军官服务
封闭导致部队开进受肌。省军区联合 （供稿人：常福元 赵兴武 王 莹） 中心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
｜地方党委、政府及交通、公安等职能

部门实施交通管制，全力做好过境部

｜队宿营及油料等保障，全力保障训练
部队快速过境，协调地方民政、卫

退役军人事务

【组建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通过发函咨询、网上查找、收集整理

等单位对过境部队进行慰１０月３０日，甘肃省退役军人事

１６４Ｉ军事

［开展政策法规清理】省退役军
人事务厅主动与退役军人事务部和省
民政、人社、财政等部门联系衔接，
等多种途径。集中精力对新中国成立

以来，涉及军转干部和退役士兵安 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实施方

置、优待抚恤、军休待遇、褒扬纪念 ｜案》，以甘肃省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

培训承训机构考核评估机制，市

（州）退役军人主管部门对培训机构

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名义及时印发了 不定期进行考核，每月报送教育培训
｜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和分析研判，为下
｜一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做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退役军人和其 进展情况，退役士兵毕业证书、职业

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的通知》，
好基础性工作，为更好地做好退役军 汇编《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 人工作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采集工作业务培训班学习资料》。积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退役 ｜极争取财政支持，筹指资金为乡镇

资格证书＂双证＂获取率达到８５％
以上。

｜ 【韩江洲一行来甘调研双绸工 甘肃
作】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３－１６日，全国双拥
军人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排查工作。全 （街道）、社区配备设备，组成４个督 ｜ 办副主任、军委致治工作部群众工作 年鉴
面摸排２０１３年以来符合政府安置和自 ｜查组对重点市县进行专项督查，现场 局副局长韩江洲一行四人来甘肃省酒 ２ＯＥ
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复员干部、军队 解决问题，提高信息采集效率。主动 泉、张掖、兰州等地就＂发挥双拥工 ＧＡＮＳＵ
离休干部中的党员，对８５名＂空挂＂ 与省公安厅人口数据库进行信息交叉 作优势帮助部队解决实际问题＂进行
党员和３５３名＂失联＂党员，通过考 ｜比对，查漏补缺，使采集到的信息更 调研。１６日上午在兰州宁卧庄宾馆召
｜察现实表现，明确组织关系，全部纳 加精准。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共采集 开座谈会，就本地区帮助部队解决实
人党组织管理。在省市县三级退役军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４２万余 际问题开展情况、军地双方在推动问
题解决中遇到的矛盾问题和意见建议
人安置办公室设立退役军人党员组织 ｜条。
关系转接窗口，提供＂一站式＂服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以及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和典型事迹
｜务。利用元旦、春节、＂八一＂等节 ２０１８年，全省按计划完成２０１７年秋、 进行座谈。兰州市、白银市及部分所
日，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共走访慰问冬季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 属县区双拥办主任参加会议。

【优抚对象待退】督促各地及时
＂三红＂＂三属＂＂两参＂、家庭困难退 ｜作，共下拔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其中，
役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和军属近４ 中央补助２００多万元、省级配套００ 将抚恤和生活补助提前足额按月发放

万人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６２３６万 多万元）。深人宣传自主就业退役士 ｜到优抚对象手中，确保重点优抚对象
元。开展＂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宜传 兵免费教育培训相关政策，大力开展 生活水平达到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
活动。

【退役军人安置】在军转干部安

＂送政策进军营＂活动，共制作发放 平。加强优抚资金监督管理，实行专

《致退役士兵的一封信》《退役士兵教

户管理、专账核算、封闭运行和社会

置方面，与组织、人社、编制等部门 ｜育培训指南》《退役士兵自主就业解 化发放，定期不定期进行资金督查和
｜加强协作，突出党政机关接收安置主 答》等宣传册（单）５万余份，制作 信息核查，保证资金使用管理严格规

渠道作用，全面完成了中央下达的 相关宣传栏１０００余版、宣传横幅１２００ 范、安全高效。２０１８年度共下拨优抚
４４５名安置任务，安排了３１名随调家 余骗。各地退役军人主管部门与承训 资金７７９４２．１万元。按照＂普惠＂加
属的工作；对２０５名省直机关军转干 ｜机构签订培调协议，落实＂谁培调、 ＂优待＂原则，将优抚对象的住房、
｜部进行岗前培训，对３０名军转干部在 谁推荐就业＂，继续探索＂订单式＂ ｜医疗、养老等优待优惠纳人社会保障
高校进行专项培训，帮助实现角色转 ＂定向式＂＂定岗式＂培训，推进培训 和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实现了优扰制
｜换。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有自主择业军转 精细化、个性化。建立退役士兵教育 度与城乡低保、医疗、养老、住房等
干部近６０００人，复员干部近千人。在
退役士兵安置方面，对安置进度滞后
的市州开展专项督查，为符合政府安
排工作条件的１０６２名退役士兵全部落
｜实工作岗位，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省
｜人社厅、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动，及时

办理人职手续，较好地落实退役士兵
岗位待遇。

【信息采集】９月，举办全省信
息采集工作业务培训班，报请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成立甘肃省退役军
｜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甘肃省开展退役军人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甘肃省退股军人事务厅挂牌

军事 ｜１６５

舅

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
改革方案》，将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 员会工作规则》《甘肃省委军民融合
【伤残抚恤管理】组织评残体检 ｜员会办公室的职责，省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甘肃
［２８６人，其中评残５９人、换证１８６委员会的国防科技工业有关职黄，省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２０１８年工作
｜人、补评残２１人、调整残疾等级２０ ｜交通运输厅的交通战备职责等整合， 要点》《甘肃省经济建设与国防密切
人，为３６名残疾军人安装、更新假肢 重新组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 ｜相关的建设项目贯彻国防要求管理办
等辅助器具。重点规范原８０２３部队及 公室，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 ｜法实施细则》，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
其他＂参试＂人员的体检评残工作， 办事机构，作为省委工作机关，对外 作。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军民融合

甘肃 ｜下发《关于规范原８０２３部认及其他参
年鉴 加核试验部队退役人员致残致病医学
死

加挂省国防科技工业局牌子。根据 ｜基础建设共建共享，重点推进基础设
《甘肃省省直涉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 施军民一体，抓好重大示范项目建
｜鉴定和评残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 机构编制调整方案》，将原省工业和 设，打造一批龙头工程、精品工程，
ＧＡＮＳＵ 于切实组织实施好原８０２３部队退役人 信息化委员会管理的省核应急指挥中 以点带面，发挥好引导带动作用。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员体检评残工作的通知》。
心整建制划转到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 加快军民融合产业做大做强，强化核
｜【退役军人权益维护】印发《关 员会办公室管理，保留省国防工业工 产业优势，支持航天航空、特种化
于退役军人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督查通 会。根据省委办公厅印发＂三定方 工、军工电子三大支柱产业发展，加
知》，牵头协调组成４个工作组，于１２ 案＂，设立８个内设机构，分别为综合 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继续推动军民
｜月１８－２２日，分别对问题和矛盾比较 处、战略规划处、协调处（核产业 融合公共服务平台、军民融合产学研

集中的兰州、白银、武威、天水、定 处）、政策法规处、国防工业发展 协同创新平台、军民融合产业集聚平

西、平凉、庆阳７个市１４个县（区） 处、国防工业监管处、交通战备处 台等三大平台建设，实现军民两用技
退役军人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 （（省交通战备办公室）、机关党委。所 术研发和资源多层次共享，确保军民
查。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 ｜属２个单位，分别为参公单位省核应 融合深度发展的最大效益。要抓好军
１２０户，召开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 急指挥中心和事业单位省国防工 ｜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推动重大科技
１４场。
协同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与
会。

【退役军人信访工作】 完成甘肃

【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实施】２０１８ 资源整合，促进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
｜省退役军人信访大厅建设，制定来访 ｜年，甘肃军地各部门大力推进《关于 化。要做好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工
办理工作规范、来信办理工作规范、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 作，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

＂网络信访＂办理工作规范、信访办 见》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 ｜研制到产品使用与保障等各环节，健
理流程、信访工作办法、退役军人信 展＂十三五＂规划》实施，全面贯彻 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需求对接机

｜访维稳工作部门联动机制、退役军人
信访工作指导意见等８项制度。编发
《退役军人信访每日情况呈报》１８
期、《退役军人信访要情呈报》３期。
【光荣牌悬挂工作】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２１日，印发《片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为烈属、军属和退役
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
知》，督促各市州依据通知精神严密

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拟订 制，探索资源共享机制，建立专家咨
《中共甘肃省委贯彻落实＜军民融合发 询机制，加快推动形成军民融合深度
展战略纲要＞实施意见》；组织开展 发展新格局。
《甘肃省＂十三五＂军民融合发展规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全年军民
划》中期评估，认真谋划一批重大工 融合产业９２个重点项目开工５２个，
｜程和重大项目。省政府印发《甘肃省 累计完成投资６７．７５亿元。积极推动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设立甘肃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子基

提出投资６４８．７７亿元实施９２个军民融 金，基金总规模为１００亿元，首期规
合产业重点项目，到２０２０年、将军民 模１５亿元，重点支持《甘肃省军民融

组织实施此项工作，并将悬挂光荣障 融合产业打造成甘肃新的支柱产业
工作列入全国和省级双拥模范城 规模超过１０００亿元。
【甘肃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县）创建考评内容。
（供稿：朱中龙） ｜第一次全体会议】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１日，

合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和重

｜大项目、示范工程建设。充分发挥省
｜ 级军民融合专项资金作用，全年累计
｜下拨军民融合专项资金５００万元。创
甘肃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兰州 ｜新示范区建设加速推进，指导兰州、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省 天水、白银三市编制《军民融合创新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林锋在会 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鼓励各地探
【概况】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８日，中共 议上做了强调。会议听取甘肃省军民 索开展各具特色的创新实践示范。研
甘肃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融合发展推进情况和２０１８年工作思 ｜究制定《甘肃省酒泉市创建国家军民
组建。根据中央批复的《甘肃省机构路，审议《甘肃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 融合创新示范区总体方案》，按程序

军民融合发展

１６６│军事

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积极推动兰 ｜和信息化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 １．７亿元；对优抚对象实行医疗费优
州航天军民融合产业园、张掖通航军 见》，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军民共建共 惠减免，下拨医疗补助资金７２０６万

民融合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兰州航天 用。制定《甘肃省人民防空融合发展 元。军地合力抓好军队全面停止有偿

军民结合产业园建设所依托项目已取 实施意见》。编制人民防空专项建设 服务任务落实。

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复。协调中 规划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统筹

｜ 【新兴领域军民融合】落实省委

国航天九院在张液通用航空产业园开 ｜推进人防与城市建设同步建设、同步 省政府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关于深化
展合作，继续推进张掖通航产业园列 发展。
军民融合发展合作的会谈成果，研究
｜入国家５０个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深
【军地人才双向交流】充分发扫 制定《甘肃省人民政府与酒泉卫星发

甘肃
化与中核集团战略合作，建设完整核 兰州大学、兰州理工大学、航天５１０ 射中心深化合作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 ｜年鉴

循环产业链，召开中核产业园建设协 ｜所、兰州化物所等军工承研单位优 实施方案》，发挥航天科技对全省战 ｜２０１９］
调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中核甘肃核 ｜ 势，培养军地通用专业人才和高素质 ｜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规划建设 ＧＡＮＳＵ
技术产业园各项计划进展顺利。
复合型人才。支持兰州资源环境职业 商业航天产业园、航天主题旅游、驻
【科技协同创新］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 技术学院牵头建设甘肃省军事人才培 军基地化营区等项目，带动实现高质
日，国家知识产权不民融合试点获国 养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增强甘肃 量发展。着力打造航天主题青少年科

家知识产权局和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省高等院校为军队定向培养士官的能
｜批准，成为９个试点省份之一，编制 ｜力。依托兰州理工大学组建了甘肃省
出台《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试点工作方 军民融合发展研究院，有效整合全省
案》，为甘肃省打造丝绸之路信息港 军民融合智力资源，发挥国家级国防

普品牌，推动中国青少年航天科普系
列活动＂太空Ｃ计划＂和火星模拟生

存基础项日落地金昌。支持空间信息

产业做大做强，重点支持高分甘肃中

和丝绸之路知识产权港建设奠定坚实 特色学科优势，搭建人才培养、技术 心围绕省委省政府重大任务部署，在
｜基础。完成工信部、国家国防科工局 成果双向转化和公共服务平台。支持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全省全域无垃

组织的《军用技术转民用推广日录》 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高校 圾、土地确权、林业保护等方面发挥
《民参军技术与产品推荐目录》２０１８ 与军委装备发展都、中国原子能科学 积极作用，推动高分数据产业化。
｜年度信息征集推荐工作。印发《甘肃 研究院、火箭军工程大学等建立合作 ｜ 【军地联合应急指挥体系】印发

省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和管理 关系，培养储备一批国防科技事业的 《甘肃省处置突发事件军地联合应急
办法》，共认定１８家甘肃省军民融合 专业人才。
指挥暂行办法》，率先在全国建立起
协同创新中心。兰州三磊电子有限公
【军队后勤保障】大力推进军生 军地联合应急指挥体系，规范全省处
司、甘肃郝氏碳纤维材料有限公司等 后勤统筹保障，会同省军区收集全省 置突发事件的军地联合应急指挥模式
一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进入武器装备 ｜军事后勤军民融合需求３００余项，研 和程序。与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共同协
科研生产领域。
究提出《甘肃省＂十三五＂期间推进 商探索军地供需对接平台建设，重点
【基础设施贯彻国防要求】配合 ｜军事后勤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实施方 依托１０个企事业单位，新建１０个经
国家发改委做好沿边公路涉及部队边 案》，明确全省推动军事后勤军民融 济动员中心。依托甘肃省电子政务
防巡逻路的规划工作，初步采纳甘肃 合发展的＂九大体系＂和１８项重大示 网，建成涵盖省及市州两级经济动员
省规划布局的２５７千米边防路网方 ｜范工程任务。主动与西宁联勤保障中 机构的国民经济动员业务信息化
案。积极协调推进天水、平凉、临 心对接、积极推介甘肃省一批优质大 平台。
滨、张搬军民两用机场的迁建、改建 中型企业进入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和 【全民国防教育】全省各地在交

｜和扩建工程。加强军地测绘成果社会 ｜联勤部队＂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供 通要道设立国防教育标语、标牌２００

应商库＂。制定下发《甘肃省军用饮
｜＂天地图·甘肃＂和各级地理信息公 食供应站服务规范》。以粮油食品国
化应用合作，在基础地理信息资源

共服务平台数据等方面实现成果共 防动员中心建设为重点．整合全省２６

｜多块，刊登专题文章１６２４篇，印发宣
传资料７６万多份，播放爱国主义教育
片和国防教育专题片１２７部，组织知

享。初步建成甘肃省卫星定位连续运 个军粮供应站、４８个军粮代低供点的粮 识竞赛、专题讲座７８６０多场次，
行基准站网（ＣＳＣＯＲＳ），为军地测绘
部门高精度位置导航定位服务提供重
要支掉。推动驻甘军事单位通过专线
光缆直接接人省气象局局域网，共享
气象部门提供的基础气象信息和加工
服务产品。印发《关于促进网络安全

｜油仓储、筹措、加工、配送等优势资

（供稿：胡群柱）

源，形成以国防动员中心为骨干、军
粮供应站点为依托的保障网络体系。 人民防空
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优抚安置工
【人防信息化建设】２０１８年，省
作的实施意见》，为１２９万名优抚对

象及时足额发放优待抚恤补助资金
金人防办坚持把人防信息化建设作为核
军事｜１６７

｜人民群众的防空防灾知识和自救互救

技能，营造全社会关心人防、关注人
防、支持人防的＂大人防＂格局。各
城市结合实际加快建设嵌人式人防宣
传阵地和微宜宣室。

【人防法治体系建设】２０１８年，
省人防办加大人防法治体系建设力
度，深入实施＂放管服＂改革，全面
｜推行＂四办＂改革，推进＂最多跑一
次＂事项办理标准化，梳理权力清单

甘肃
年鉴

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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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清单，规范行政许可事项１２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项，行政处罚５项，行政权力１３项，

２０１８年，全省机动指挥所跨区城熔合训练

取消申请材料８项，减少企业办事流

｜程４处、业务经办流程５处，取消市

心要素，和４个城市建设战备数据平
了市带县人防机关室内防空袭演练， 州行政审批和行政征教各１项，办理

台，３个城市和３个县人防办建成卫星 ９个重点城市组织在校学生、社区群 时限缩短５天，基本实现了群众和企
移动站和地面站，开通卫星通信网。 众开展疏散演练。全省机动指挥所开 业到人防系统办事＂只进一扇门＂、
展２次跨区域综合训自
数据传输网，与２个城市开通了短波 【人防工程建设］２０１８年，省人
｜省人防办与５个城市开通了视频音频

防办突出抓好省市两级自建工程项目
和综合基地项目建设，全省完成自建
工程１７个５万平方米，新开工建设自
建工程３９个１２万平方米，审批结建
工程２００万平方米。依据《甘肃省省
域人防体系规划》，６１个市县编制完
５０台。
【组织指挥体系建设】２０１８年， 成人防专项规划。全省新增平战结合
省人防办重点抓好人防地面应急指挥 工程４０万平方米，工程总利用面积

通信网。４个城市开通了与所属县区
的视频音别数据传输网。全省完成光
｜纤传输网升级改造任务，建成２个信
息互动电子沙盘，３２套新型防空防灾
警报报知系统，增设各类警报器

中心和第二代机动指挥信息平台建 ３８０多万平方米。
设，２个城市和１个区开展基本指挥所

建设，２３个县区开展人防地面应急指

｜挥中心建设。９个城市和５个县区开展

中小型机动指挥信息平台建设。全省

年，省人防办召开全省人防机关＂准
军事化＂建设现场会，提出了着力打
造一流班子建设、一流队伍形象、一
流业务素质、一流服务能力、一流工
作业绩的新时代人防机关建设目标。

各级人防部门结合人防机关＂准军事

化＂建设的总要求，扎实开展＂作风

建设年＂、创建文明单位等活动，持
｜之以恒纠正＂四风＂，坚持不解改进

【人防宣传教育】２０１８年，全省 作风，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建成５个人防宜传教育体验馆，５７６个 发展，确保了人防队伍忠诚干净、干
社区人防工作站，组建１３６支志愿者 ｜ 事创业、作风优良。２０１８年，省人防
队伍。省人防办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 办被评选为省直机关文明单位。
育＂五进＂活动，拍摄《新时代甘肃
《供稿：刘志远）

制定６个重要经济日标防护方案，建
成５个人口疏敢基地。参加西部战区 人防》专题宣传片，不断推动人民防

｜＂西部—２０１８＂演习，１０个城市开展 空向全民普及、全域覆盖，着力提高

１６８│军事

＂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人防＂准军事化＂建设】２０１８

滤公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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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综合治理

圆满完成全国＂两会＂、第三届丝绸 【扫黑除愿专项斗争】２０１８年，
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等重大 省委、省政府出台专门意见，省委常

【平安甘肃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 节会维稳安保任务。召开坚持发展 委会、省政府常务会多次研究部署专
政法机关部署开展集中整治赌博、校 ＂枫桥经验＂、深化平安甘肃建设工作 项斗争，召开专项斗争推进会议，省
园欺凌、非法传销、民间非法借贷等 推进会，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和 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亲自部署推
治安乱象，严厉打击传统盗抢骗和电 具有甘肃特点的基层治理经验，推动 动。制定各项制度机制２０余项，其中

信网络诈骗、网络贩枪等突出犯罪活
动，止付电信诈骗资金近４亿元，是
２０１７年的３倍多。命案现案破案率达
到９８．７创历史最高水平。对治安
问题突出的３个县进行挂牌督办，严

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依法及
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健全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各类调解组织达

五级书记带头抓、有奖举报、＂无黑
恶势力问题＂承诺、重大案件挂牌督
办等１０余项做法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

到２万余个，全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充

｛２０余万件。集中开展化解涉军、涉

｜分肯定。市、县两级均成立由党委主

｜格落实综治领导责任制。建成省级共 ｜众、涉法涉诉上访等特殊利益群体矛 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动员

享平台和综治分平台，重点公共区域 盾纠纷，全力减存量、控增量、防变 各方力量参与专项斗争。全省共打掉

｜和重点行业领域视频覆盖率达到

量的影响社会稳定矛盾问题摸排调研
化解专项行动。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评估各类重大事项５５３２件，
其中暂缓实施１３件，不子实施３件、
努力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一批矛盾纠

黑社会性质组织１２个，恶势力犯罪集

团５７个，恶势力犯罪团伙１４８个，
１００市县乡村四级综治中心规范化
＂村霸＂８１个，抓获黑恶势力成员
建设达标率分别达到５０？？７０？？
９０？３０推进＂雪亮工程＂建
２４１０人，扣抨非法资产３１５３万元：查
处涉黑涉恶腐败问题线索６９４件，给
设。着力破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
肇祸、青少年违法犯罪、刑释人员和 纷。全省各级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单位 予党政纪处分９７人，组织处理人，
社区矫正人员管理帮教等难题，扎实 深人开展执法监督，评查案件３７万余 移送司法机关１５人；整顿软弱涣散村
开展＂一标三实＂（警用标准地址和 件，严肃迫究２３４名办案人员相关责 党组织２０３２个、社区党组织１２０个，
｜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基 任。开展执法检查，通报违纪违法情 调整撤换村＂两委＂班子成员５３１
础信息采集维护工作攻坚战。开展道 ｜ 况和典型案例。组织防范冤假错案和 人，查处涉黑涉恶村党支部书记８名。

路交通安全管理系列整治专项行动， 超期羁押专项活动。依法依规做好案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１００３？？ 件督办、协调工作。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８

年，积极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依法打
法治｜１６９

击农村违法犯罪活动，严肃惩治贪污 ｜围，积极推进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着 致执法主体资格１６个，审核行政执法

挪用扶贫资金等＂微腐败＂，保护贫 力破解＂案多人少＂等难题。建成诉 人员信息５３６２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
困群众合法权益，全年全省农村地区 讼服务中心 １０５个、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中 ｜ 信息１１９个，组织３３２７名执法人员完

刑事发案同比下降１４？两抢一 心７６个。省公安厅下放审批事项６７ 成网上执法资格考试。

｜盗＂案件同比下降２６８？交通事故 项，除户政、出入境、车管业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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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２０１８年，省法制办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１５．５？？检察机关 其他业务警种全部入驻行政审批服务 坚持复议为民，注重运用调解、和解

｜开展侵害贫困农民工权益犯罪专项立 中心，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全面深化 等方式，依法办理涉及民生的土地征
案监督活动，帮助４８８２名农民工道 监狱、律师、社区矫正、司法鉴定等 收、房屋拆迁、信息公开等领域的行
｜同欠薪７５１８万元。推动实现全省涉 改革，律师事务所设立、司法鉴定核 政复议案件，一大批行政复议得到有

林和涉环境资源类案件集中管辖，设 准登记等１４项业务在政务大厅＂一站 ｜效化解。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共收到向省
ＧＡＮＳＵ 立环境资源保护巡回审判法庭，组织 式＂办理，建成县、乡、村三级公共 ｜ 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１５６件，受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法律服务实体平台１１９３７个。
理１５２件，办结１４５ 件，办结率
（供稿：史奉天） ｜９５４？？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
活动，积极开展环保公益诉讼工作
｜依法打击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有效提
行政复议案件１９６３件，办理一审行政
升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水平。全年审 法治政府建设
应诉案件２３３８件，其中，以省政府为
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３３件，为被申请
结环境资源类案件４８８２件，依法批
捕破坏生态环境犯罪７８人，起诉２８７
【依法行政］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政 人的裁决案件１７件。
【《临夏市＂以地为主、兼顾房
人。召开政法机关服务民营企业座谈 府法制办（以下简称省法制办）落实
会，制定并提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司法部法治政府建设督查调研要求， 屋＂征地拆迁补偿项目》获得第五届
办公厅印发《甘肃省政法机关服务经 ｜组织４个督查组对１４个市州、４３个省 ＂中国法治政府奖＂】１０月 ２８日，
｜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 ｜直部门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督查，全面 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法治政
省级政法各单位分别出台相关政策， 完成法治政府建设目标考核任务。推 ｜府奖＂终评评审暨颁奖典礼上，由
并组织进行专项督察落实。审结产权 进法律顾问制度，制定《甘肃省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和临夏
保护案件８６０件，师查近三年涉产权 外聘法律顾问规则》《甘肃省人民政 市人民政府申报的＂临夏市＇以地
｜涉企案件８６９８件，为民营企业健康 府外聘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发 为主，兼顾房屋＇征地拆迁补偿模

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全年执结案 ｜挥＂智囊团、咨询部＂作用，对省政 式＂项目荣膺＂中国法治政府奖＂。

件２７．９万件，到位资金３５４亿元，全 府重大行政决策、重要行政行为慎重 ｜这也是甘肃省继２０１６年之后第二次
面完成了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四个 妥善提出法律意见建议，全年征询法 获得此项殊荣，能在这一全国性的
９０？？一个８０的目标任务
律专家咨询委员会意见９０余次。以保 法治政府建设评选活动中获奖，进一
｜【政法改革］２０１８年甘肃司法责 障＂放管服＂改革为重点，从合法 步凸显甘肃省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坚定
｜任制改革基本到位。调整省法官检察 性、适当性、可行性和法律后果等方 决心和积极态度，展示甘肃省法治工

｜官遴选委员会，组织开展全省第三批 面严格法律把关和咨询论证，高效审 作的良好成效。
法官检察官遴选工作。建立院领导办 慎办理法律事务２９４件，提出法律意
（供稿：李致远）
理案件通报制度，引导入额领导干部 见４１２条，从源头上保证政府决策和
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案件。开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有效。
公安
展全省法院、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招 【行政立法】２０１８年，省法制办
录工作，人额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员的 完成地方性法规立法项目２６件，提请
【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
比例达到１∶１。配套人财物省级统管 ｜省人大审议制定地方性法规２件，修 ２０１８年，甘肃公安机关深入践行以人
措施，制定领导人员任免、资产上划 订１６件，废止８件。完成政府规章制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做好党中

等相关文件，协调落实医疗保险、公 定项目６件，制定省政府规章３件， 央、国务院和公安部、省委省政府
积金缴纳等具体工作，确保改革举措 ＊订２件，废止１件。
｜＂放管服＂改革举措的承接落地，公
落实到位。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行致执法】２０１８年，省法制办 开发布《甘肃省公安机关群众和企业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出台办理重大刑 深人推进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到政府办事事项服务指南》，下放行
事案件收集审查判断证据、法律援助 度，推动建立全省统一执法公示网络 ｜政审批事项６７项，７０项服务事项入驻
值班律师工作等意见。扩大兰铁两级 信息平台。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证件使 甘肃政务服务网＂政务超市＂，省级
法院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范 ｜用和管理，审核确认省直相关部门行 公安机关１００？？市级公安机关４％

１７０ ｜法治

的办事事项实现＂一网办＂＂一窗 作攻坚战实施方案》《关于将公安机 犯罪专项行动，破获案件１４４起。出
办＂。推出便民利民新举措４９项，推 ｜关＂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工作纳 台《甘肃省公安机关服务经济发展优
｜ 广容缺受理、告知承诺、预约办理等 入全省综治工作考核的通知》和《关 化营商环境十条措施十个严禁》，推

审批服务措施，推行错时、延时服务 于规范警用标准地址采集维护工作的 出＂护航警官＂、涉企案件专案专
和＂５＋Ｘ＂工作日模式，对群众在非 指导意见》，统筹群防群治力量，深 办、慎用强制指施等一批具体指施，
工作时间办理紧急事项和特殊情况开 入开展社区警务和＂一标三实＂基础 ２０１８年共破获经济犯罪案件１８１３起，

通＂绿色通道＂协调推出户籍制度改 信息采集维护工作，做实做强社区警 挽回经济损失３７．７亿元。

（供稿：陈 晖）

革配套措施，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简 ｜务，下沉社区民警６９０８人，采集基础

化落户手续，全省新增城镇人口２３．１ 信息４４００余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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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信息化建设】２０１８年实施 交通管理
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３６．３？？
【维护政治稳定】２０１８年，甘肃 科技强警兴警战略，全力打造甘肃公

省公安机关始终把防范抵御政治安全 安智慧警务，按照＂集约化建设、融

｜【概况】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反恐防暴制墙铁壁，确保全省未发生 ｜４２家省级单位１９项政务数据和社会
暴恐案事件。持续深化邪教违法犯罪 服务数据的交互共享，整合汇聚公安
专项打击行动，依法打击处理一批邪 内部数据信息１０４５类、１５１５．４亿条，
教人员；及时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数据日均增量超过１亿条，日均访同５

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和公安交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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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置于首位，深入开展打击网络政 合式发展、扁平化服务＂的思路和 局是全省公安交通管理的职能部门，
治谣言和有害信息专项行动；稳步推 ｜＂三纵三横＂总体技术框架，优化大 主要负责全省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监督
｜进藏区反分维稳各项措施的落实；严 ｜数据服务中心，完善警务云计算平 管理和交警系统经费、装备、基础设
厉打击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筑牢 台，建设一站式综合应用桌面，完成 施建设，指导监督全省道路交通执
伍管理工作，同时归口管理道路交通

安全研究所。内设政工纪检处、综合
｜处、事故处理与技术指导处、车辆和

１．８万余起，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４８２ 万多次并不断攀升。建成移动警务平 驾驶人管理处（加挂车辆管理所牌

起、同比下降２３．１？？
台为全省公安民警配备移动警务终 子）、法制宜传处、财务装备处、秩
［打击违法犯罪］２０１８年，甘肃 ｜端，实现信息随手采、线索随时查， 序一处（国省道秩序处）、秩序二处
公安机关推动公安工作重心由＂多破 ｜形成＂全省民警一个圈、上下各级一 （城市道路秩序处）、秩序三处（农村
道路秩序处）９个机构，下设高速公
案、多查处、多打击＂向＂少发案、 群＂的大应用格局
少伤痛、少损失＂转变，全年破获刑
【公共安全管理】持续组织开用 路秩序与应急指挥处（加挂甘肃省公

事案件２８５９４起，其中侦破现行命案 ＂三反一查＂、严厉打击酒驾醉驾＂七 安厅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牌子）、陇东
２３６起、积案３９起，现行命案破案率 个一律＂、冬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大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督导处、河西道路
｜达９８７创历史新高。纵深推进扫 战１００天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机动 交通安全管理督导处３个机构，均为
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涉黑组织１２ 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司乘人员向车 处级建制。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甘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５７个、恶势力团 外批酒物品等交通陋习，查处各类交 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核定行政编制
｜伙１４８个，铲除＂村霸＂６０个，抓获 通违法行为１１５１．２万起，排查督促治 ６４名，实有６２人；３个下设机构核定
黑恶势力成员２４１０人。开展禁毒＂两 ｜理隐患路段５处，全省交通事故死亡 事业编制３４名，实有３３人。２０１８
打两控＂专项行动和临夏州外流贩毒 人数同比下降１０？？完成２４次重大警 年，全省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破获毒品案件 卫任务、第三届文博会、兰马赛、兰 ｜ ２５０人，下降９．９７？？大以上事故起
１８９６起，缴获毒品海洛因３５３．２公 洽会、首届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等１２８ 数２５起，同比减少４起，
【车辆和驾驶人管理】截至２０１８
斤、合成毒品２７公斤。严厉打击电信 场次万人以上大型活动安保任务。
网络诈骗，侦破电信诈骗案件３４１２
【护航经济发展】出台《甘肃省 年１２月底，全省五类重点车辆检验率
起，拦截各类诈骗电话１１８万余次， 公安机关聚焦平安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９９．３？？报废率９９５？、Ｂ类重点
紧急止付资金３８亿元、同比增加 的指导意见》，大力推进专项打击整 驾驶人审验率９６．５？？换证率为
１２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治、矛盾排查化解、平安乡村建设、 ｜９９２？？共淘汰老旧机动车４．３万辆
｜和满意度。

公安对口帮扶等６个方面２０条措施，

【公安基层基础工作】２０１８年， 农村地区刑事发案同比下降１４％，

沟汰黄标车５２９１辆。
【道路安全整治】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

｜甘肃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概 ｜出台《甘肃省公安机关服务环境保护 月３１日，全省共查处行人交通违法行
桥经验＂，会同相关部门下发《甘肃 工作实施意见》组织开展为期６个月 为１７４万起．同比上升３８３．６７查
省＂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维护工 的打击食品药晶农资环境和烟草领域 处违停和违反禁令标志交通违法行为

法治ｌ１７１

署

１５５．４万起，同比下降３７４７？？在全省
【交通安全装备保障】提请省交 查验箱２６个，整合＂一窗式＂业务办
部署开展了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专项 通委员会投资２６００余万元，安排治理 理窗口３７３处；办理车驾管业务群众
治理工作，共查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５０条交通事故多发路段安全隐患。在 ｜免填写相关表格２００余万份，公安交
｜线交通违法行为２７４万起，同比上升 ＂大战１００天专项行动＂中启动应急保 管部门免费拓印车辆识别码近２３万
７８７．２４同比增幅全国第一。省委 障机制，及时申报财政厅补助专项资 张，为办事群众节省相关拓印费用近
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在省公安厅《关 金２８２万元，快速、高效完成下发各 ｜４６０万元。１４３家检测机构全部实现小

市州支队、大队的１２３８套防寒服，４０ 型客车＂先发标，后审核＂工作，业
顶帐篷，４０个火炉，１２０套床被褥等 务办理时间由以前的１个小时缩短至

甘肃 于开展机动车不礼让庭马线严查严管
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年鉴 ＂这件事表明：只要我们真正秉持以

应急保障物资的转运和配发工作。

死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真抓真

｜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指 车辆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业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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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干、严抓严管，我们是能够克服一些

顽症问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公安系统转变作风是落细落小

立等可取；６３家金融机构开通了免检

导兰州于７月下旬率先全面完成申请 １３５家警邮服务代办机构，其中３５家

｜材料四个减免、简单业务一证即办、 警邮服务代办机构开通专网办理业
｜普通业务一窗通办、个性服务自助快 务；全省共有３８１．６万人在互联网交

的。下一步要在建立长效机制、形成 办等便民改革措施。积极协调省财政 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完成注册，日均

长效习惯上下功夫；除中心城市外， 厅完善电子支付工作，在兰州电子支 网上业务办理量达到１万笔，网上办
｜其他地区也要逐步推开；宣传部门可 付平台试点成功后，全省推出微信、 牌办证比例超过３０？２１２３手机
加强正面教育、正面激励宣传力 ｜网银、公安厅便民服务平台、交管 ＡＰＰ客户端下载量达到４１６．３万人，

度。＂在全省部署开展＂三反一查＂ ＂１２１２３＂手机ＡＰＰ等多种缴费渠道，

｜占全省驾驶人总数的６７．８日均业

（反超速、反疲劳、反酒驾、查隐 实现网上办理交通违法罚款、驾驶人
患），集中整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 考试费缴纳等多项业务。全省公安交
为百日行动等系列专项行动，共查处 管部门先后投入４３００余万元用于设备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１５５．５万余起，其 采购和窗口场地改造，其中采购电子
中超员６０４８起、涉牌涉证２２４万余 支付设备３８１ 台，自助服务设备３８８

务办理量近５０００笔。建立快处快赔服

务中心９４个，标准化＂六位一体＂

（集事故处理、人民调解、巡回法
庭、损失评估、保险理赔、法律咨询

六大功能为一体）事故处理中心２
起、毒驾９５起、超速２５２．８万起、酒 台，改造机动车查验场地１０７处，配 个，覆盖全省１４个市州、８３个县区、
驾１．７１万起、醉驾７９９６起。
发查验终端１３５部，查验包１８９个， １０５６个乡镇、１１４条国省道，全省通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四项挠数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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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快处中心处理各类道路交通事故 勤交警配备了２４００部ＰＤＡ移动警务 ｜检察官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健全统一

２７６５３ 起，占全部简易事故的 终端，对全省１９６１处交通信号灯配时
２３．１５？？出台外地车辆轻微违法＂只 进行优化，创造性设置＂二次通行等
纠正，不罚款＂政策，全年交通违法 待区＂、逆向可变车道和单向通行道
行为查处量同比下降２０４？？为解决 路，形成微循环。
考试积压，方便群众就近考试，省交
｜通管理局指导１１个市州优化布建社会 检察

化考试场５８个，９个市州县级考试场
超过５０？？贯彻落实公安部新考试标

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
查、综合考评机制，做到放权不放
｜任、用权受监督。落实检察人员分类
管理制度。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
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

个部门负责＂，制定省检察院机关改 甘肃

｜革方案和市、县级检察院改革指导意
｜见，推进内设机构系统性、整体性 年鉴
准，复验在用考场４２个，验收新建考 平安需求为导向，坚决打击渗透破 重塑性改革，优化职能配置，提升监 ２０
｜场２０个，全省在用考试场增加至７６ 坏、暴力恐怖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督质效。统筹推进其他各项改革。坚 ＧＡＮＳＵ
｜个。出台１２项管理措施。督导各地三 依法严惩咨抢骗、黄赌毒等危害群众 ｜持以审判为中心，健全完善以证据为
科考试全部按期接入考试监管系统。 安全犯罪，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 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探索认罪
全面落实驾驶人互联网自主预约，考 款、电信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共 认罚从宽、捕诉一体、轻微刑事案件
试名额１００？？排，预约人数达到 批捕各类刑事犯罪１２１５７人，起诉 快速办理等机制。加快＂智慧检务＂
３５２５万人次。
【＂一百天＂专项行动】省公安

【刑事检察］２０１８年以人民群众

２６９２３人。坚决贯彻中央、省委反腐 建设。
【专业素质能力建设】２０１８年，
败决策部署，建立完曾与监察机关衔

｜厅交管局派出７个小组从１１月１０日展 ｜接配合机制，开展＂防错防漏、不枉 省检察院制定全省检察教育培训计划
开全省冬季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大战 不纵＂主题年活动，加强未成年人司 和业务研修管理办法，完善分层施
１００天专项行动的蹲点督导工作。通 法保护，落实犯罪记录封存等特殊保 教、检校合作培训机制。依托＂检答
｜网＂（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全国检察
过除隐患、管秩序、广宜传、强应急 ｜护制度。

四项重点工作措施，实现全省冬季道

【民事检察］２０１８年，全省检察 人员提供法律政策应用、检察业务咨

｜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的工作目 ｜院坚持有诉必理、有错必纠，受理不询答疑服务，加强检察机关政治建设

标。各工作小组对每天的督导工作进 服法院民事生效裁判９２３件，对认为 ｜和业务能力建设的信息共享平台。其
展情况进行小结，将重要战果、典型 确有错误的，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 主要功能是对检察人员在办案、学习
案例、重要情况——
议９３件；对审查后认为裁判正确的， 和研究中遇到的法律适用和政策把握
｜ 【省公安厅交管局指挥中心投入 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４６２件。
等方面问题进行咨询和解答。重点是
使用】２０１８年７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行政检察】２０１８年，省检察移 对基层检察人员在办案工作中遇到的
省公安厅交管局指挥中心设置指挥调 完善案件受理审查机制，加强行政审 法律、司法解释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理
度岗、投诉咨询受理岗、交通状况监 ｜判活动监督，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开 ｜解和适用向题解疑释惑。除了在线咨
｜测岗、缉查布控岗、情报信息研判

展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专项活动，积极 询答疑外检答网还有海量的数据库资

岗、设备运行保障岗等六个岗位，同 ｜探索对履职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
时为公路收费、路政、新问媒体等单 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监
位设置工作席位，与公路收费部门互 督，建立检察建议调查核实、统一出
派人员，实现路警联动、警媒联动。 口、跟踪落实等制度、共同推动依法

源供查询。）＂中检网＂（是指＂中国
检察教育培训网络学院＂。为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要求，

最高检于２０１０年建设专业网络培训学

院，其主要功能是拓宽检察干警学习
挥、数据研判分析、信息发布服务、 【公益诉讼检察】２０１８年，省检 培训渠道和平台，推进检察教育培训
｜ 视频会议保障＂五大＂主要功能于一 察院牢牢把握公益核心，联合有关行 转型发展，进一步提升检察教育培训
｜体的指挥系统，总结出查组＂两客一 ｜ 政执法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突出 的精准化、系统化和科学化水平。）
｜建成集警情信息采集、应急事件指 行政。

｜ 危＂重点车辆夜间违禁通行、故意逃 ｜ 监各重点，扎实开展＂保障千家万户 等平台，推行＂互联网＋教育培训＂

挡号牌违法行为两个技战法，实现对 舌尖上的安全＂专项活动，让天更 模式，开展全业务、点对点培训。建

立完善业务研判、案件评查、案例指
重点车辆和严重违法的精准打击和精 ｜蓝、水更清、食品更安全。
确制导。着力解决公安信息化应用 【检察改革］全面推行检察官办 导等机制。
＂最后一千米＂的问题，为执勤执法 案责任制；健全人额院领导办案情况 【基层基础建设】２０１８年，省检

｜提供科技支撑，为全省交警配备５５００

定期通报制度，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 察院完善定点包抓、对口指导、结对

余部新一代移动警务终端，为一线执 ｜审委会制度，充分发挥检察委员会、 ｜帮扶等制度，开展＂十化＂评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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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看＂，提升基层检察院建设水平。

则。审结知识产权案件７６２件，审理 案件４６５９３件，发出人身保护令１０４
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起诉
加大对甘南、临夏等民族地区检察工
｜份。向全国人大提出的＂登记离婚增
的１３０余件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系
作帮扶力度。加强人财物省级统管后
设１个月离婚缓冲期＂的议案被民法
检务保障，＂省级院统筹、市级院主 列案件。发布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及司 ｜典草案吸纳。审结行政案件６０７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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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院落实＂的检务保障工作格 法保护现状白皮书。参与丝绸之路国 依法审慎处理涉及重大项目的行政案
局全面形成。
际知识产权港建设，设立兰州知识产 件，审结陈ｘ等８４人诉西固区政有房
｜ 【甘肃省人民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权法庭，黔区域管辖全省部分知识产 ｜屋征收系列案。落实行政诉讼法关于

４０周年成就展】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开 权案件。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意
展。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胡 见，发布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审结所
２列０ 焯，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玉为展览 有权确认、股权转让、执行异议之诉
ＧＡＮＳＵ
｜等典型产权案件９５５件。依法审理将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揭幕。此次展览以＂＂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 经济纠纷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田富炳
｜主题，通过检察历史沿革、党的建 和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请求国家赂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规定，让
老百姓＂告官又见官＂，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又出声＂，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率达到６１同比提高

６．１６个百分点。发布行政审判典型案

｜例、白皮书，开展司法建议，深化司

设、检察改革、走进新时代等１１个展 偿案，支持赔偿请求；对将民事责任 法与行政良性互动，行政机关对省法
区，回顾人民检察制度走过的８７年不 认定为刑事责任的殷义廷诈骗、将合 院司法建议的采纳和回复率达到
平凡的历程，特别是恢复重建以来， 法收人认定为违法所得的候健民贪污 １００？？努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
甘肃检察事业取得的成就。同日下午 等案件的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出台 跨区划法院＂，兰州铁路运输法院跨

还举办全省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年 服务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１８条措 行政区划集中管辖行政案件的主要做
法，被新华社《内参选编》等刊发。
｜书画摄影展、＂辉煌４０年·奋进新征 流。审结商事纠纷案件１６０３２１件。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严惩严重
发挥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审结再审
程＂纪念甘肃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

年文艺汇演。此外，省人民检察院还 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犯罪，审结故 ｜案件５９件，改判１４６件，发回重审
｜组织恢复重建４０周年主题征文活动， 意杀人、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 １２５件。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２２９件，决

合集出版书籍《回顾芳华四十载开创
陇检新篇章》。

（供稿：陶星）

法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共受

理案件５０４９０６件，审（执）结４５５４５
件，同比分别上升１７．９？？１７．９４％，
创历年新高，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为
｜９９．０６？？省法院受理案件６３０２件，
｜审（执）结５９９０件，同比分别上升

１２．９４？？１４．４２？？

３５７１件，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犯抢劫、 定赔偿７９２万元。与省司法厅共同
故意杀人罪的高承勇执行刑罚。依法 出台律师参与化解信访案件的制度，
｜惩治涉众型经济犯罪，审结非法吸收 推动律师向符合条件的信访当事人提

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罪案件９１ 供无偿法律服务。
件。对集资参与人数多达１８００余人、 【司法公开］２０１８年，全省法院

涉案金额达２２亿元的弘泰集团非法 上网公开裁判文书２１．８９万份，互联
集资诈骗主案的被告人张ｘ１、张ｘ２， 网直播案件庭审４８７万场次，省法院
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依法惩治毒品犯 庭审直播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中排名
罪，审结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 第１０位。建成诉讼服务中心１０５个，
品等犯罪案件１９２５件。出台办理减 ＂温馨服务＂＂一站办理＂成为当事人
刑、假释案件实施意见，建成减刑假 对诉讼服务的新体验。为闲难当事人
｜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办理减刑、假释 发放救助金２６３０万元，缓、减、免诉
案件６７３５件。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 讼费２０３２９１万元，让司法温暖著惠
格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 困难群众。

【司法服务经济发展】推动全社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ｌ２０１８
会支持以破产方式清理＂僵尸企 判原则，对被指控犯罪的刘ｘｘ、张ｏ
年，全省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用
业＂，与省政府联合召开推进会，与 等５５名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司法为民】依法维护人民群众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省国资委等１９个单位建立＂府院联

｜动＂杌制，甘肃成为全国在省级层面 就业、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 的决战号令，执结２０１６年以来执行实
建立此项机制的第一家。受理企业破 民生权益，审结迫索劳动报酬、拆迁 施案件３２８８６３件，到位金额９０４亿余
｜产案件８０件，甘肃建新实业集团等大 安置补偿、医疗损害责任、社会保险 ｜元。经中国社科院牵头的第三方初
型企业通过破产重整，使企业恢复生 等民生纠纷案件７４００件。审结涉农纠 评，实际执结率、终木程序合格率、
产、职工重新就业。助推全省知识产 ｜纷案件１１８９件。全部按期办结涉军停 信访案件办结率、整体执结率等核心
｜ 权战略深人实施，制定全省加强知识 ｜偿案件。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落 指标均达到最高人民法院预设要求。
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２０条实施细 实联席会议制度，审结婚姻家庭纠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２０１８年坚

１７４ｌ法治

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 查７１６件次，移送公安机关临控１７３６２ ｜点，省法院刑事案件律师辨护实现全
无霸治乱的原则，加大对黑恶犯罪的 人，判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３７９人。 覆盖。
｜打击力度，审理涉黑涉恶案件８５件， 【推进社会诫信建设】在主流媒
【智慧法院建设］２０１８年，省法
｜判处罪犯２３人，依法审结马ｘ等２９ 体开辟执行专栏、专题访谈、网络直 院制定云平台和智慧法院建设方案，

人、王双等１５人、孙ｘ等３４人涉黑 播、在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 启动云平台、司法大数据、网络安全

｜ 及常ｘｘ＂村霸＂、马某某恶势力等有 滚动播放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在＂鼎 防护体系等２０个重点建设项目，推动
｜重大影响的案件。加大黑恶线索排查 立信＂曝光平台、诚信红黑榜上发布 ｜智慧法院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建成
｜力度，筛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１９万余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９９２８１例。推进惩 电子档案、信访接待窗口＂一案一

件，排查涉黑涉恶线索１４７个。省法 戒机制落实，采取１１类３７项惩戒精 录＂、刑事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
院作为６个高院之一，在全国法院专 施，对失信被执行人担任公职、从事 等系统，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在案件
项斗争推进会上介绍经验。

｜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２０１８年，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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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ｓ

｜特定行业、享受政府补贴及出行、购 庭审、立案信访、审判管理、司法公 ＧＡＮＳＵ

房、投资、招投标等作出限制，其中 开、诉讼服务及涉案财物管理、执行

全省法院按照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限制购买机票１８８６万人次、乘坐高 财产拍卖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网上立
忍的要求，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 铁２７．１万人次。
案、网上缴费、远程接访、远程开
｜
【司法体制改革】２０１８年完善落
罪案件３９５件，判处罪犯３４５人。依
庭、远程执行成为法院工作的新
法审理马光明、栾克军、雷志强等有 实员额法官管理、专业法官会议、司 方式。
【助力脱贫攻坚］省法院为结对
重大影响的１３名原省管干部职务犯罪 法责任制等关键制度，鼓励法官多办

案、快办案、办好案。全省员额法官 ｜ 帮扶的临夏县８个贫困村８３２户贫困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２０１８年， 总数达到３０７８人，法官人均结案１４２ 户制定＂一户一策＂脱贫计划，筹措
全省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件７３７９件、 ｜件，同比增长８１张掖市甘州区法 扶贫资金２７０万元，开展党建、教
审结７１５７件，其中审结污染环境等刑 院法官人均结案３４０件，成为全省人 育、就业、法治和技能＂五大扶贫行
案件

事案件２４０件，污染责任纠纷等民事
案件６３２７件，涉环保等行政案件５４６
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件４４件。设立环
境资源保护巡回审判法庭，在安南坝

｜均结案最多的法院。全省法院院庭长 动＂，为１３１名贫困学生发放＂天平助
办理案件１６２１９０件，占３５６充分 学金＂，免费培训贫困群众３５０人；精
｜发挥＂头雁作用＂。完成省以下法院 心编排法制故事，将＂模拟法庭＂搬

财物统管改革，甘肃法院＂３＋８＋５ ｜进村社，组织＂送法进村＂２６场次。

等５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巡回审 改革模式（＂３＋８＋５＂改革模式：是 发挥审判职能，审结涉农惠农领域的
判点，进一步完善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甘肃法院在省以下法院财物统管改革 ＂微腐败＂案件６７件，编印、发放精
的＂甘肃模式＂。在全国法院第二次 中推出的一种改革模式。＂３＂是指经 准扶贫贷款宣传册上万份，集中办理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 费保障、资产管理、非税收人３项主 ｜一批精准扶贫贷款案件。临夏法院因
法院向全国法院推介＂甘肃模式＂， 体改革全面完成；＂８＂是指政府采 ｜地制宜，开展控辍保学和婚姻突出向
先后有１４个外省法院前来学习考察。 购、工资统发、交通补贴、项目管 题整治行动。
【部署开展＂百日会战＂】２０１８ 理、＂三险＂缴纳、公积金缴纳、国 【法院司法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
年，省法院作为全国首家高院在全省 家赔偿费用承担、司法教助金负担８ 全省法院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法院整体部署开展基本解决执行难 项配套改革基本完成；＂５＂是指建设 要求，以＂五个过硬＂（政治过硬、
＂百日会战＂。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资金缺口、信息化建设、维修改造、 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
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基层法庭运转、全省法院业务费５项 风过硬）为目标，大力加强队伍建
健专门听取汇报，分别作出重要批 重点工作顺利完成。）被推广到全国 ｜设，全省法院有５９个集体、１３３名个
｜示。省委政法委牵头召开动员部署大 ｜法院。扩大＂三项规程＂试点范围，

｜人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奖励，省法院

会。各市（州）、县（区）层层召开 把试点工作扩展到全省中级人民法院 ｜班子连续第１０年被省委考核为优秀。
｜执行联席会议和会战哲师大会，全面 和市州有所在地基层法院。出台加强 深人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动员、全力攻坚。全省法院抽调三分 律师辨护及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落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学习大
｜之一以上的干警，取消周末双休和休 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研讨大培训，举办宪法轮训，举行宪
假，采取＂凌晨行动＂＂深夜闹堵＂ 制度，强化控辩对抗，保障被告人获 法宜普活动，组织实施基层党组织组
＂周末布控＂＂地毯式排查＂等全天候得辩护，实现庭审实质化。全省中级 ｜织力提升工程，扎实开展＂一支部一
执行措施，累计开展集中执行３３０７场 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律师辩护覆盖 品牌＂（＂一支部一品牌＂：省法院始
次，拘留４９３９人，拘传８６０９人，搜 ｜率提高到９０同比提高１４个百分 ｜终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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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工作思路，围绕＂服务中心、建

【首创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 富特色的展陈内容给予高度评价。以

设队伍＂核心任务，着力打造＂一个 ｜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２０１８年９ 民族法制文化为主题的陈列馆的建成

支部一个特色，一个支部一个品牌＂ 月６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民族 ｜和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我国
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在省法院机关及 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省法院承办的 民族法制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
直属法院组织开展了＂一支部一品 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文化研究专 式的意义。
｜牌＂创建活动，为提升队伍素质、提 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国家法官学院舟

甘肃 ｜升审判质效、提升司法公信力提供了
年鉴 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
｜障。）创建、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突
出队伍专业化建设，培训干警３３７５人

ＧＡＮＳＵ 次。举办培训班２８期，培训人员２５９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人次。４６名同志被评为全国、全省审

判业务专家。深入实施双语人才＂千

｜ 【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

曲民族法官培训基地（甘肃省法官学 ｜例】１１月３０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

院）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以下简称＂甘肃高院＂）召开全
院长周强，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
委会主任林铎出席成立大会并发表讲 布会，甘肃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话。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 张萍向社会公开发布全省法院涉及知
主任马世忠主持会议。大会宣布由甘 识产权、环境保护、土地登记、房屋
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梁明远担任 ｜征收、治安处罚、公益诉讼共６个行

｜人计划＂，连续４年举办全省政法系统 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文化研究专
藏汉双语培训班，累计培训双语政法 业委员会主任。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
干警８０９人，评选民汉双语法官３７ 法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在甘肃首创
｜名，新编藏汉双语培训教材２５部。出 成立，对加强民族法制文化与司法实
台规范法官业外行为、加强司法权力 践研究，推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
运行监督、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 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繁荣

政管理领域的十大典型案例。近年
来，全省各级法院积极应对行政审判
｜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受理

｜和审理各类行政案件，及时化解
｜＂官＂民矛盾，在保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服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推动
态＂等５项制度。对３个中级人民法 发展稳定将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 法治甘肃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院１０个基层法院开展司法巡查，各促 障。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民委主 １．王义贵诉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整改问题１７项。全省法院查处违纪违 办、省法院承办的第二届民族法制文 ｜执法局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法人员９？？．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化与司法实践研讨会一同举行。最高 行政赔偿案。２．任根元、任小东诉甘
３４人，追究刑事责任２人。依法接受 人民法院、国家民委有关部门负责 ｜肃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３．嘉峪关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审结抗诉案件 人，甘肃省委、省人大有关负责人， 市人民检察院诉嘉峪关市农林局不履
１６３件，支持抗诉７５件。建成全国法院 内蒙古古、吉林、广西、四川、贵 行湿地保护管理职责案。４．都本强诉
首家融媒体中心，全省法院召开新闻 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 甘肃省知识产权局专利行政决定案。
发布会８５场次，举办公众开放日１５２ 疆、宁夏等省区法院和民委的有关负 ｜５．魏丽萍诉兰州市城关区房屋征收管
场次。
责人和专家学者代表、法官代表参加 理办公室行政协议案。６．柴贞善等五
【首期中亚圆家法官研修班 了以上活动。
人诉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２—２２日，省法院举办首
【首座中国法院民族法制文化陈 征收案。７．宋明贵诉兰州市城关区人
期中亚国家法官研修班，来自哈萨克 列馆建成】中巾国法院民族法制文化陈 民政府拆迁行政强制案。８．张登基诉
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５国的２９名法 ｜列馆是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立的专题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
｜官，在舟曲中国一中亚西亚国家法官 陈列馆，由甘肃高院承建并负责日常 ｜及赔偿案。９．天水市宁远置业有限责
交流培训基地（甘肃省法院学院）学 管理，陈列馆建设项目共计１３００平方 任公司诉漳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登记
习研修。研修班统筹考虑中亚国家国 ｜米（包含临时展厅和对外交流独立专 案。１０．马延圣诉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
情和司法实际，精心设置了内容丰富 题展厅），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正式启动， 局洽安行政处罚案。
（供稿：张文强）
的专题讲座、实地考察、文化交流、 陈列馆的筹建工作历时十个月，２０１８
旁听案件、座谈交流等多种研讨交流 年９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
｜形式，既有中国国情、中国新一届领 记、院长周强．甘肃省委书记、省人 司法行政
导集体治国理政相关内容，也有涉及 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共同为中国法院

贸易争端多元解决、国际司法合作等 ｜民族法制文化陈列馆揭牌，并出席开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司法厅

课程。同时，向各国学员全面介绍中 馆活动。 部分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以下简称＂省司法厅＂）贯彻落实
国刑事审判制度、行政审判制度、法 院和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领导、专家 ｜党中央和省委决定，扎实推动职能整
｜院组织制度和特点以及中国正在全面 学者和法官等近２００余人共同参观展 ｜合、人员转隶、办公用房调整和档案
推进的司法改革情况。
览，并对对陈列馆的筹建速度以及极 移交、印章管理、资产移交等各项工
１７６│法治

作。１１月１日，省委宜布重新组建省 结＂五个一体化和＂联席会议、法律 员配置到位，并积极探索实行实体化
司法厅领导班子，当日实现党委班子 ｜服务、延伸帮教、联合回访、特困帮 运作，初步建立＂四期＂阶段流转机
｜成员集中办公。按照＂一个统筹、四大 扶、融合疏导、常态训液、互派挂 制，＂五大中心＂工作细则等制度，

职能＂工作布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省，

职、衔接配合、共享信息＂十大机 戒毒场所连续１０年实现＂六无＂目
制，探索一条符合甘肃实际的刑罚执 标。建成并投入运行甘肃司法行政戒

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全省法治建设考核， 行一体化新路径。扎实推动监狱戒毒 毒康复中心，联合社会企业建立技能

认真做好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及办公室 警察与社区矫正机构互派挂职，８６个 ｜培训基地，提供就业岗位，免费提供 甘肃
筹组工作。省司法厅扎实推进行政立 县区司法局近百名次干部到就近监所 食宿医疗，收治８０多名戒毒康复人
｜法、行政执法、刑罚执行、公共法律服 ｜挂职，１２０名监狱戒青机关警察，常 员，打造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中 年鉴
务四项职能，形成法治甘肃、法治政 驻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延伸监管，完善 转站＂，有效解决就业安置和管理教 ２０１９
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格局。
工作流程１２８项，通报情况信息１８００ 育等社会难题。
ＧＡＮＳＵ
【监狱工作】２０１８年，省司法厅 ｜条次，规范法律文书６０件次，解决重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２０１８
深人贯彻落实司法部部署精神，按照 点收监难问题２６例，协助宣告６７００ 年，省司法厅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坚守安全底线、践行改造宗旨＂的 多人次，调查评估５９００人次，提供心 建设，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
工作思路，坚持＂以政治改造为统 理咨询１８万人次，训诚诫６８０人次，强 台、网络平台和热线平台融合建设，
｜领，统筹推进监督改造、教育改造、 制收监６８人次．实现监狱和社区矫正 ８６个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和嘉峪关
｜文化改造、劳动改造＂的五大改造新 相互＂无缝衔接＂、确保刑罚执行效 市、甘肃矿区、兰州新区的公共法律
格局。省司法厅与省教育厅联合下发 果最大化。
服务中心建成运行，县级公共法律服
｜文件，将罪犯文化教育纳人国民教育 【强制隔离戒事】２０１８年，省司 务实体平台建设实现全覆盖。建成

规划，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深化 法厅落实全国统一司法行政戒毒工作 １３８４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
｜＂建设标准化、执法规范化、管理精

基木模式，持续深化中医按摩品牌成

细化＂三化建设成果，紧盯重点环 果，中医按摩戒毒康复技术研究列入
节、关键部位、重要时段，深入开展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加快推进戒毒场
＂大督查、大整治、大评估＂和＂安 所规范化建设，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
全隐患清零＂等专项行动，监管场所 ｜戒治＂四区＂（生理脱毒区、教育适
连续８年实现罪犯无脱逃，

｜【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２０１８

｜作站和１４２２个村（居）公共法律服

务室，其中公共法律服务室全年提供
咨询法律问题５８６９２次，办理人民调
解案件５３０１０件，咨询法律援助１５５４９

次。＂１２３４８甘肃法网＂正式上线运
｜应区、康复巩固区、回归指导区） 行，１８名专业法律服务人员２４小时在

＂五中心＂（戒毒医疗中心、教育矫治 ｜线服务，全面开通＂１２３４８＂热线平

年，省司法厅认真践行宽严相济刑事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康复训练中 台并实现省级统筹，设置１０个律师值
政策，立足省情实际，推进刑罚执行 心、诊断评估中心）基本建成，区域 班座席，累计解答网络、热线法律咨
一体化，打造＂调查评估、交付接 外观标识标牌规范清晰，各类功能室 询４万多人次。
收、日常配合、收监执行、刑罚终 及设施设备配备齐全，中心专兼职人 ｜ 【法律服务】办理农民工讨薪案

｜件６８４７件，受援人数９４２人，涉及
｜欠薪９８７４万元；与甘肃省法院、甘肃
省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在刑事诉讼
｜中加强律师辩护工作的意见》，实现３

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律师辩护全覆
｜盖；制定《关于严格准入严格监管提

高司法鉴定质量和公信力的实施意
见》，建成司法鉴定管理和业务双系

统，健全司法鉴定机构和人员淘法退
出机制、组建１６家高资质高水平司法

｜鉴定机构，注销１９家鉴定机构、２００
｜多名鉴定人，分别给予２家鉴定机构

和２名鉴定人停业３个月的处罚，强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司法厅系统新任处级干部集体完法安警

｜化司法鉴定规范化管理，提高司法鉴
｜定公信力；组织开展全省律师案件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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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评查和个人、小型律师事务所专项 １８条具体措施，部署开展民营企业 动公证改革，甘肃省首家合作制公证

｜ 检查工作。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１．５ ｜＂法治体检＂专项活动，１０３０名律师 处正式运营。
｜【基础保障实现历史性突破】
万件、司法鉴定２．８万件，律师办理 ｜ 参与组建律师服务团９５个，走访民营
案件６．２万件、公证机构办案１１．５ 企业１９３５家，召开座谈会１６３场次，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牢牢把握中央支持西
｜万件。
排查企业法律风险２９５项，出具相关 部的政策机遇，主动加强汇报协调沟

甘肃
年鉴

【法治宜传教育】２０１８年，甘肃 法律意见书９８１份，审查修订完善合 通力度，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省组织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和全国首个 ｜同２２５份。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 司法行政装备和办案经费１．２９亿元、
＂宪法宣传周＂活动，省委主要领导 开＂监管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 历史性突破亿元大关，比２０１７年净增

｜同志在《甘肃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 度，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平等保护 ６５００万元、增长率１０１？？积极争取

死 章，全省１４个市州１１００多名律师同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主动开展＂促进 省级司法行政专项经费６４４０多万元，
ＧＡＮＳＵ 步举行集中宪法宣誓，举办地厅级领 民营经济发展＂领域规范性文件清 有效缓解基层经费保障困难。与省财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导干部法治讲座培训，组织宪法巡回
宜讲团开展巡回宜讲，强化＂关健少
数＂的示范带头作用。全省举办宣传
活动５００余场次，发放宣传资料百万
册，展出宪法宣传展板１６００余块，开

理，清理规范性文件５２３件，提出取 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
消证明事项建议８９７项，取消９８７项。 司法行改机关财务管理办法＞），走在
【司法行政领域改革】２０１８年

全国前列，全国多个省区市学习借

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放 鉴。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审批建设进

｜管服＂改革推进职能转变的实施意 度，庆阳监狱完成奠基开工，高戒备

｜展法律咨询４６００多场次，受教育群众 见》和《甘肃省２０１８年推行＂一窗办 监狱、未成年管教所主体基本完工，
达３００多万人次。全方位推动普法责 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实施方 省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改扩建项目完
任制落实，创设普法责任清单、重大 案》，建立＂抓块、联条、包项＂工 成４０？？
【首次完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
决策会前学法、重大政策解读公告、 作机制，健全＂双倒通＂＂双考核＂
建立省级普法联席会议等具有甘肃特 工作制度，将司法鉴定４项管理权限 ｜格考试］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全面落实司
色的落实模式，开展第三方评估普法 下放到市州，取消办理律师执业核准 ｜法部＂六个１００的要求，成立以
｜成效和满意度工作，推动普法责任落 ５项证明事项，律师、司法鉴定等１０ 省政府分管副省长为主任的省国家统
实见效。积极探索＂互联网＋＂新媒 项业务实现政务大厅＂一站式＂办 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建
体普法宜传新格局，院南司法政务微 理，兰州国信公证处率先推行４６项公 立完善＂政府领导、司法牵头、各部
｜ 博进入＂四个１０＂全国政法新媒 证＂最多跑一次＂。深化律师制度改 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协作机制，高层
体，６部普法微视频作品揽获全国 革，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公安机关 次推动实施甘肃省首次国家统一法律
｜奖项。
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和《关 职业资格考试。全省考试合格率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２０１８年， 于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律师辨护工作的 ６９２？？同比增长５．６？？坚持＂从严
省司法厅贯彻落实全省政法机关＂优 意见》，有效维护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治考、规范管理、热情服务＂，严灌
化营商环境＂３０条措施为主线，省司 机制。推动律师资源合理流动，对取 细致做好客观题首次全面计算机化考
法厅从６个方面对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Ｃ证人员申 试，各考区网上视频巡考实现全覆
作用、服务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作 请职业区域适当进行调整，引导推动 盖，顺利实现考务工作零失误、零差
出安排。围绕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省 律师服务资源向甘肃省基层和边远地 ｜错、零投诉的目标。省国家司法考试
司法厅召开服务民营企业座谈会，制 区下沉，有效提升甘肃省律师资源分 中心、兰州市司法局等５个单位和１６
定《关于进一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服 布均等化水平。全力推动实现＂一村 名个人受到司法部表扬。
务民营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 （居）一法律顾问＂全覆盖。持续推
（供稿：李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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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综述

万只、下降１．６？？只：全省肉蛋奶总 ＂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合作社、合作

产量１５４．６万吨，增长１４？？？省水 社带农户建基地＂生产组织体系，扶
｜【概况］２０１８年，农业增加值同 产品总产量１．４１万吨，下降８４５？？ ｜持贫困村新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８６２

比增长５．０农业投资同比增长
２０．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

个，实现贫困村至少２个农民专业合
【农业机械化持续推进】２０１８ 作社全覆盖，贫困村农民专业合作社

年，全省农机总动力达到２０６９万千 累计达到３．５万个。在贫困地区新培
瓦，同比增长２５？？全省主要农作物 育引进德青源、海升集团、中盛及中
播种面积３９６７．８８万亩，粮食产量 ｜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５５９增 天羊业、康美牛业等龙头企业２９１
１１５１．４３万吨，比上年增产４．１？？其 长２０１个百分点。机耕、机播、机收 家，指导贫困县走上跟着市场走的产
｜中，夏粮产量３２１．０万吨，增产７．３？？ 面积分别达到５０８２．１ 万亩、２８０５．９万 业化扶贫之路。整合资金１９．１１亿
亩、２１２１４万亩，较２０１７年同比分别 元，为每户贫困户安排人均５０００元、
秋粮产量８３０．５万吨，增产２．９％
户均２万元、每户不超过３万元的到
【特色产业】２０１８年，特色优势 增长１．８？？２５？？３６？？
｜产业种植面积扩至３１５５万亩，其中， 【绿色农业】２０１８年，化肥、农 户到人产业发展资金，全年落实到户
｜中药材面积３５１２７万亩、产量１０１．７２ ｜药使用量实现负增长，其中化肥用量 产业扶持资金８９８８亿元，使７３万贫
万吨？？？铃薯种植面积 ８５６０．５万 比上年减少９４万吨，降低３？？？药 ｜困户受益。经多方筹措１００亿元担保
亩、产量１０１１．５万吨，分别居全国第 ｜使用量比上年减少１２鸣，降低 ｜资金，实施１００亿元特色产业发展贷
比增长９．０？？
【粮食生产】２０１８年，全省粮食

３位和第２位；苹果种植面积３５１．５４万 １．３？？全省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 款工程，已贷出３００亿元。在有需求

亩、产量２９１．５３万吨：蔬菜种植面积 术５３１０万亩，主要农作物病虫专业化 的贫困村建成果蔬保鲜库７０１座，购
｜５２８９万亩、产量１２９２６万吨；玉米制 统防统治覆盖率、绿色防控率分别达 置厢式冷藏车１５８辆，设立５００亿元
｜农产品收购贷款，解决农产品收购资
种面积１２１万亩、产量４．５３亿公斤， 到３６？？２６？？
【产业扶贫脱贫】２０１８年，全 ｜金短缺的问题。成立甘肃省农业产业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１位。
【畜禽养殖产销】２０１８年，全省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增 扶贫产销协会，组织２００多家农产品
牛出栏２０１９万头、增长１８？？？出 长１０．５依靠产业脱贫的农户达 经销企业抱团出省，对接京津护、粤
栏１４６２８万只、增长３４？？？猪出栏 １５．５４万户、脱贫人口达６４８９万人， 港澳、东西部扶贫协作区和成渝终端
６９１．６万头、增长１．３；禽存栏４１８３８ ｜占到全省总脱贫人口的８０构建 大市场。联合农业农村部举办西北贫
｜农林水利｜ １７９

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暨甘肃特 经营美丽乡村到打造全域旅游大景区 年，共落实中央资金４０２６亿元、省
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签约１４３项、 的循序摊进，实现旅游综合收人过１０ 级资金４５００万元，补贴购置农机７．１

１１０．４２亿元，全年全省培训农业技术 ｜亿元，形成＂美丽乡村＂建设的＂康 万台，受益农户３．７６万户。
【农机合作杜试点示范创建】开
人员６００多人，培训深度贫困村干部 县具模式＂。
１４９万人，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特色
【农村综合改革】巩固和完善７ 展＂一乡一农机合作社＂建设试点、

产业示范培训６４２３人、一户一个＂科 ｜村基本经营制度，在先行试点的基础 ｜ 农机合作社装备提升、农机合作社示
甘肃 技明白人＂培训１２．８万人，培训新型 上、推动农村＂三变＂改革由点及面 范社创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规范
全面在全省推开，探索出＂三变＋种 化建设与功能拓展示范创建等工作，
年鉴 职业农民３．５７万人．
｜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２０１８年 植养殖＂、＂三变＋乡村旅游＂等多种 扶持建设农机合作社３９０个。２０１８
２０９ ｜在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上，开发特色
成功模式及上地股、资金股、劳务 年，农机合作社总数达到２４５个，较
ＧＡＮＳＵ 农产品，面积达３１５５万亩。全省玉米 股、技术股等多种股权形式，引导村 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２．７？？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制种的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１位， ｜集体和农户的１９４．３８万亩耕地、５３．１２
中药材产量居全国前列，马铃客面积 万亩林地入股参与＂三变＂改革，受 ２０１８年，全省安排部省级专项资金
｜和产量居第３和第２位，苹果面积和 益农户９３．１３万户，获得入股分红６．２１３２０万元，以玉米、马铃薯、中药
产量居第２和第５位。发展戈壁农业 ｜亿元。全省村级集体经济增长１．８４亿 材、果业、牧草、蔬菜为主要作物开
展全程机械化技术示范，建立省级主
８８万亩，预计年产值达２９６亿元左 元，村均约１．８９万元。
【＂大栩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点１８
｜右。推广＂六大区域＂生态循环模
｜式，创建以粮改饲为突破口的种养循 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２０１８年，全省 个，完成示范面积７．７３万亩。农业农
环农业示范县，辐射带动全省粮改饲 共清理排查＂大棚房＂违法违规问题 ｜村部认定崆阐区、凉州区、甘州区、
面积２０３万亩，推动牛羊为主的草食 ３１１６个，占用耕地１３６６４亩，其中基 民乐县为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畜牧发展。推进种养循环和发弃物资 ｜本农田７９５亩，整改到位违法违规问 国家级示范县。
源化利用，全省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 题３１１个，恢复耕地８８７．２亩。立案查 【农机深松整地和农机报菠更新
设施装备配套率和废旧农膜回收利用 处违法违规问题５５人、涉及当事人５４ 试点］２０１８年，下达农机深松整地任

率均达到８０？？上，农药使用量比上
年减少１１２吨、降低１３推进＂三
品一标＂农产品认证，新获证地理枋
志农产品２４个、有机农产品３５个、
绿色食品２８１个，全省认证农产品累

人。组织开展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制
定印发《甘肃省非洲猪值疫情应急预
案》，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实行技术人
员分片包抓防疫工作制度，县乡畜牧
兽医技术人员落实＂一对一＂包抓养
计达２１２８个
：殖场（户）制度，对跨省调入畜禽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２０１８ 行洛地监管和隔离观察制度。加强监

务４５０万亩，安排中央农业生产发展
资金９００万元，在１４个市州５８个县
市区和山丹马场组织实施深松补贴，

围城镇、围村组、脏乱差的问题。采

｜亩。推广玉米收状、马铃薯种收、全

｜完成作业面积５８４１３万亩，占农业部

下达任务的１２９８？？农机报废更新补
贴工作实施范围扩展至全省所有县市
区，共报废机具６９６台，落实报废补
｜年，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测排查力度，强化生猪调运监管，设 贴资金５２１６万元，更新补贴资金
｜动，总结甘南州经验，在全省开展全 加强部门联防联控，果断处置多起外 ２５７６８万元，受益农户５３１户。
域无垃圾专项治理三年行动，推进垃 省调人突发事件，预防非洲猪瘟疫情
｜【农机推广和农田机被化作业】
２０１８年，机耕面积４５２１．５万亩、机播
圾整治，建立健全农村垃圾收集转运 传人。
（供稿：王勤 ｜面积２７０８９万亩、机收面积２０８３．１万
处置和回收利用体系，基本解决垃圾

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在３８ ｜农业机械化推广
｜个条件较好的县市区全面推进、在２９
｜个片区贫困县重点推进、在２０个深度

贫因县分阶段分批次试点推进＂则所
｜革命＂，２０１８年建成农村户则３９万

膜双垄沟播、精少量播种、枯秤还田
离田、残膜回牧等机械化技术，引导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农机总动 农业机械开展跨区作业。
【农机鉴定和质量监管】２０１８
｜力达到２１０２８万千瓦，比上年增长
４．１？？拖拉机达到８２４万台，增长 年，完成１５０个产品的推广鉴定、９个

户、占比７９累计建成６０９８万 ０．６？？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被化 部级鉴定任务。开展农机质量调查，

户、占比１２３８？？学习推广浙江＂千 率达到５８１增长４２个百分点。

万工程＂经验，全省建成＂美丽乡

｜ 受理拖拉机投诉案件１４起，调解处理
【农机购置补贴］２０１８年，推行 １３起，挽回农民经济损失３１．４万元。
供稿：赵之爱）
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县级结算、

村＂示范村６９７个，累计建成２８４４
个。康县实现从建设美丽乡村、管理
直补到卡＂农机购置补贴方式。２０１８
１８０｜农林水利

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 重点实验室）、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
｜合，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作为省政 信息中心（省林业外资项目管理办公
府直属机构，由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领 ｜室）等２５个事业单位整建制划转到省

农业开垦开发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 导和管理，加挂省绿化委员会办公 林业和草原局管理。甘肃兴隆山同家

收人５１．２５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室、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
１３．１４？？其中：农牧业实现收入 理局牌子。不再保留省林业厅。
３５．８５亿元，增长３．１？？？业企业实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省委机构缩
现收人８．６亿元，增长８．７２？？？地产 ｜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甘肃省
建筑业实现收人３３亿元，增长 ｜省直涉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
１１．８６？？？贸及服务业实现收入３．５ 调整方案》的通知》（甘编办发
亿元，增长２９１．５？？？现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８］８号）规定：将省林业和草原
１６．８亿元，增长４２０１？？截至２０１８年 ｜局（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大熊猫祁
底，集团资产总额１８８．５２亿元，较 连山国家公同甘肃省管理局）所属事
２０１７年末增加１０２３亿元，增长 业单位机构编制调整如下：将原省林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旅游管理中心仍
山甘肃兴隆降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管理。将原省农牧厅管理的省草原 甘肃
｜技术推广总站整建制划转到省林业和
草原局管理。将原省环境保护厅管理 ｜年鉴

的甘肃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２０ｇ
理局、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 ｜ＧＡＮＳＵ
保护区管理局等２个事业单位整建制

划转到省林业和草原局管理
将原省林业厅管理的省林业厅生
业厅管理的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省 态林业基金管理办公室、省林业厅三

５．７４？？

【现代农业】垦区总播种面积 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等２个事业单位调 北防护林建设局（省防沙治沙办公
１１０万亩，产销农产品１２０万吨，主导 整为省林业和草原局管理。由以上２ 室）、省林业厅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产业面积８０万亩ｒ，马铃薯、果蔬突破 个单位分别管理的事业单位隶属关系 （省集体林权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等３
１５万亩，饲草料突破２５万亩。龙头企 维持不变。将原省林业厅管理的省天 个事业单位分别更名为省林业和草原
业亚盛好食邦产销辣椒、食葵等农产 ｜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局生态林业基金管理办公室、省三北
品６万吨，实现营业收入３．７亿元，增 室、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办公室、省 防护林建设局（省防沙治沙办公
｜长４８？？薯业集团落实马铃薯面积６４ 野生动植物管理局（省湿地保护管理 蜜）、省林业和草原局机关后勤服务

目万亩，种薯、商品薯、加工产业链基
本形成。田园牧歌种植面积１６６７万
亩，生产各类饲草１２１７万吨，增长
４０？？天牧乳业全年生产生鲜乳４２９

中心）、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中心（省集体林权产权交易管理中
区管理局、甘肃连花山国家级自然保 心），隶属省林业和草原局管理。

护区管理局、甘肃海则岔国家级自

【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改革】甘
｜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杂海湿地管理 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万吨，增长２９４牛存栏达到９７８５ 办公室）、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 ｜２０１８年１月３日，省政府第１７６次常务

头。建成高标准农田４万亩，百亩以 护区管理局、甘肃民勤连古城国家级
上大条田面积达到５５万亩；引进推广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教煌西湖国
甜菜甜叶菊、葡萄、番茄等作物耕种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小陇山
收大型农机具，大宗农作物玉米、马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盐池

会议，同意将祁连山保护区的２２个保
｜护站整体上划省林业厅，由祁连山保
｜护区管理局统一管理，所属人员全部

纳入省级财政预算，撤销保护站加挂

铃薯、食葵、甜菜、饲草、香辛料等 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安 的林业基层场、站牌子。２０１８年６月
实现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新建高效节 ｜南坝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６日，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关于

局、甘肃祁连山同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上划张掖市所属祁丰等１１个自然保护
（供稿：董宝林） 理局、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站（林场）和１１个森林（林区）派出

水面积２万亩，整体达到６０．５万亩。

管理局、甘肃太统－崆铜山国家级自 所机构编制的通知》（甘机编发

林业资源管理

【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务员
｜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机构改革方

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黄河首曲国家 ［２０１８〕］６号）、《关于上划武威市所属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甘肃洮河国家 上房寺等９个自然保护站（林场）和７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省长江防护林 个森林（林区）派出所机构编制的通
体系建设办公室、省生态环境监测监 知》（甘机编发［２０１８］５号）、《关于

案》的通知》（厅字〔２０１８〕１２０号） 督管理局《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省 ｜上划永昌县东大河自然保护站（林
规定：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将省林 林业科学研究院、省林业科技推广总 ｜场）机构编制的通知》（甘机编发
业厅的职责，以及省农牧厅的草原监 ｜站（省林业工作站管理局）、省林业 ［２０１８〕４号），将张掖、武威、金昌
｜督管理职责，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 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省林木种苗管 市和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所
和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牧厅 ｜理局、省治沙研究所（省民勤治沙综 属２２个保护站（林场）及１８个森林

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合试验站、省荒漠化与风沙灾害防治 （林区）派出所整体移交省林业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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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２０１８年１月３日．省政府第１７６次 ｜举措，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和立地条 议》，争取市、县政策性贷款１５００
｜常务会议同意调整民勤连古城国家级 件，培育特色林果产业品牌。全省已 万元；争取国家３个草原防火项目
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将保护区管理 培育形成平谅金果、静宁苹果、天水 ９０００万元列入投资计划，争取省财政
局保护站与区乡林业工作站分设，民 花牛苹果、秦安蜜桃、庆阳苹果、武 ｜新增无人机购置经费２０００万元、省级
勤县保留区乡林业工作站机构，保护 ｜都大红袍花椒、成县核桃、和政啤特 自然保护区建设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协调
｜站人员编制上划省林业厅，其余人员 果等一批特色优势品牌，其中平凉金 省财政将草原专项资金纳入林草局

编制由民勤县使用。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 果、花牛翠果、静宁苹果获得＂中国 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管理。会同省财政
日，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甘肃省 隐名商标＂称号，＂庆阳苹果＂获得 厅、省扶贫办制定出台《甘肃省建档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入选中 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细则
０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调整甘肃
民勤连古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５０强、中国百强 ｜（试行）》、会同省财政厅下发《甘肃
ＧＡＮＳＵ 机构编制的批复》（甘机编办复字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省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实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国土绿化】全省各级政府依托
施细则》《甘肃省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２０１８］５７号），将民勤连古城管理局
三角城等７个保护站与民勤县县属林 新一轮退耕还林、２０１８年，天然林保 ｜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甘肃
年鉴

业单位分设，县属林业单位由民勤县
管理。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十三届省政
府第４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保护区由助
甘南州玛曲县管理整体上划省林业厅
管理。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１日，甘肃省机构
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成立甘
肃黄河首曲国家级白然保护区管理局
的批复》（甘机编办复字〔［２０１８〕５９
号），同意成立甘肃黄河首曲国家级

护、三北五期等国家重点林业生态工 《关于加强省级财政林业自然保护区

程项目，加强组织领导、靠实责任目 补助资金和项目管理的通知》；修订
标、强化督促检查，抢抓春秋造林有 印发《甘肃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利时机，提高重要区域、重点地段造 行政事业单位收入管理的通知》《甘
林绿化质量，全省国上绿化进程稳步 ｜肃省林业厅项目和资金管理会商制
推进。２０１８年，完成营造林总面积 度》；下发《甘肃省林业厅关于加强
３９２７６５公顷，其中人工造林２９６０２１公 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甘肃省林业
顷（其中灌木林３６８７１公顷），飞播 厅关于加强生态护林员项目管理工作
造林６６７公顷，封山育林８５４１０公顷 的通知》《甘肃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处级建制；成立 （无林地和筑林地封育７６２１１公顷、有 加强清理政府性债务的通知》：落实
甘肃省森林公安局黄河首曲分局，融 林地和灌木林地封育９１９９公顷），退 局党组关于＂五个精准到户、一个精
处级建制。
化林修复１０６７公顷。完成森林抚育 准倾斜＂的要求，整合落实７５个贫闲
【林果产业】２０１８年，推进林果 １４７４４２公顷。林业重点工程完成营造 县（含１７个捕花县）林业扶贫资金
｜产业提升，按照示范项目带动、新型 林１６４９３公顷，其中：人工造林 ５００５８．３５万元，占全年林业建设资金

经营主体带动、特色品牌引领等发展 １３０８９２公顷（滥木林１８３１４公顷），封
｜思路，促进全省林果产业提升。为规 山育林３３６０１公顷（无林地和疏林地
范管理省级财政林果产业发展项目， 封育３１０６８公顷、有林地和灌木林地
严格项目审核和检查验收，制定印发 封育２５３３公顷）。森林抚育７９８３
《甘肃省省级财政林业产业项目管理 公顷。
【林业资金落实］２０１８年，争取
办法》（甘林发［２０１８〕１２号），明确
省级财政林果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范 并落实林业资金７０５７０３．９６万元，其
围、补助对象、申报程序、方案批 中：中央资金６４１５６９８８万元，省级

复、检查验收等内容，通过项目扶 资金６４１３４．０８万元；协调省财政解决

｜持，在各地建设一批发展规模大、经

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国有林场改革人员缺口

济效益好、带动作用明显的示范基 ｜资金１０６００万元：开展祁连山、民勤

地，引领带动全省林果产业快速发 连古城、黄河首曲三个保护区上划人
｜展。指导各地林业部门因地制宜发展 员经费保障和资产移交工作；协调省
特色优势林果产业，逐步优化林果产 财政解决林产公司上访人员遗留问题
业布局，形成陇东优质苹果，陇南核 和太统蛇蝇保护局２０１８年人员经费缺
｜桃、花椒、油做榄，河西和沿黄灌区 口同题：协调省财政解决北京世园会
红枣、葡萄、枸杞等特色鲜明的优质 和第三届文博会高端论坛工作经费。
林果产业布局。将品牌培育作为提升 与省农发行、甘肃银行签署《关于加

的７０８６？？支持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
坚战，对２３个深度贫困县倾斜安排资
｜金２２８５７６．３１万元，争取国家生态护

林员增量资金１０５００万元，资金总量

达到了３１５００万元。
【退耕还林工程】组织８个市州
２６个县区完成２０１７年２８０００公顷退耕
还林工程计划任务，２０１８年，将
９７７３３公顷任务分解下达到１３个市州
５６个县区，开展作业设计和地块落
实。组织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两个年度新
一轮退耕还林监理工作开展，共检查
４０个县（区）、２９０个乡（镇）、９９６０

个小班，检查面积４４３３公顷。配合
国家林草局华东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开展２０１８年退耕还林同家核查验收工

作，共抽查甘肃省２０１４年度新一轮退
｜耕地还林面积４４３３公顷、前一轮退耕

｜林果产业发展层次和经营效益的重要 强合作全面支持林业发展的框架协 还林面积１３３公顷。专门组织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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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２０１６年新一轮退耕地还林、２０１４ ｜报告显示：全省天保工程区森林生态 机制全而创新，林场办社会职能全面
年荒山造林、２０１２年封山育林和２０１７ 效益总价值达到２６１９６９００万元，森林 分离，遗留问题得到妥善化解，社会
年反馈整改面积进行省级复查，共抽 资源面积稳步扩大，活立木蓄积量不 保障实现全覆当

查共抽查１１个市州的１７个县区，面 断增长，森林资源生态功能持续

【公园建设与森林生态旅游】

２０１８年，将省级森林公园设立、撤
积１５７３３公顷。推荐申请将祁连山、 发挥。
｜小陇山、白龙江、兴隆山４个生态定 【防沙治沙】按照全省林业工作 销、合并、经营范围及隶属关系改变
｜位站纳入全国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监测 会议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全省防沙治 和总体规划批复纳入省级行政许可，

甘肃

网络。编印《甘肃省退耕还林工程效 ｜沙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沙区８市 全年依法办理许可事项１４项。截至
益监测》图册，以详实的数据和丰富 （州）２３个沙区县完成人工造林５２７ ２０１８年底，全省森林公园９１处（其中 年鉴
的图片展示全省退耕还林效益监测工 公顷、封山育林２０８３公顷，国家级 国家级２２处、省级６９处），拥有游步 ２０ｓ
｜作及工程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建立 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造林４００公顷。 ｜道２３４９．８６千米、车船２７５（艘）、床 ＧＡＮＳＵ
并推广使用《甘肃省退耕还林工程 阿克塞、高台、肃北３县沙化土地封 位４７５ｓ张、餐位１．０８万个，取工２６３６
ＭＣ系统》，建成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 ｜禁保护区中央财政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完 ｜人、导游１４８人，社会从业人员４３７０
人。完成全省２２处国家森林公园经营
省、市、县三级数据库、实现甘肃省 成封禁面积３８７００公顷，
【森林防火］２０１８年，全省共发管理情况调查核查，推荐上报小陇山
新一轮退耕还林地块精准到位、面积

生森林火灾１０起（一般火灾５起，较 国家森林公园金龙山景区、渭河源国
精准＂、有效提高工程生产与管理 大火灾５起），过火面积共３９．１公顷， 家森林公园２个森林旅游精准扶贫示
水平
受害森林面积２６６公顷，经及时扑 范项目，推荐上报小陇山国家森林公
｜精准确定、退耕者精准到人的＂三个

【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２０１８ 教，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重大 园桃花沟景区创建＂全国森林养生基
年，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４９３７１公顷， ｜人员伤亡，较好的保障全省森林资源 地＂试点，大峪沟国家森林公园创建
其中：人工造林１７３６９公顷（灌木林 和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省 ＂全国森林体验基地＂试点，推荐甘
肃秦州森林体验基地作为＂全国中小
１３４６公顷），封山育林３２００２公顷（无 生态安全。
｜林地和疏林地封育２９６６９公顷、有林 【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２０１８年 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并已开展相
地和灌木林地封育２３公顷），投资 ２月，完成太统——控峒山保护局太 关工作。甘肃莲花山、子午岭２个国
１６０００万元。
统林场、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石门林 家森林公园＂十三五国家森林公员保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２０１８ ｜场、省治沙研究所民勤治沙试验林场 ｜护利用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组
年，落实天保工程投资１４６９８６万元， ３个省属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审核 织全省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景区圆满
其中：中央投资１３４０６８万元，省级投 批复。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省政府批复 完成在广州举办的２０１８中国森林旅游

资１２９１８万元。下达公益林建设任务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和小陇山林业实验 ｜节展会工作，取得良好的宣传推介效
７８６７公顷，其中人工造林５８６７公顷、 局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２０１８年１１ 果。２０１８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６５５．８９
｜封山育林２０００公顷；下达国有中幼龄 月完成全省１２个市州、５个省属单位 万人次，森林公园总收人１３０００万
｜林抚育任务８９４６７公顷。在２０１７年配 国有林场改革主体任务，年底前组织 元，年度内未发生森林旅游安全责任
合财政厅完成《甘肃省林业改革发展 开展省级评估验收并如期向国家上报 事故。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基础上，２０１８ 验收中请。为保障改革后的国有林场 ｜ 【林业扶贫】结合林业生态扶贫
｜年完成《甘肃省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 ｜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省林草局制定印 实际，确立生态护林员、退耕还林、

金管理实施细则》。从省、市、县三 发全省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监管、森林 林果产业、生态效益补偿、帮扶力量
｜级政府到林业局、林场、管护站、管 资源保护管理考核、森林资源资产有 精准到户和项目资金精准倾斜的＂五
｜护人员全部签订责任书，层层落实责 偿使用和林场场长森林资源管理离任 个精准到户、一个精准倾斜＂林业生

任。通过省级复查工作、间头看督促 审计等四个办法，完成国有林场清产 态扶贫总体思路。制定《省委省政府
整改和约谈工作的开展，筑牢责任体 核资和备案工作，建立健全国有林场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
系，全省天保工程管理持续向科学 ｜森林资源档案，督促各级政府把国有 意见》省林草局落实方案和《２０１８年
化、规范化迈进。＂甘肃省天然林保 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纳人地方经济社会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聘用为生态护林员
护省级复查和信息报表平台＂投入使 ｜发展规划及专项规划，协同省交通部 工作方案》。会同生态扶贫专责组５个
用，完成＂人员机构与社保系统＂更 门落实下达２０１９年国有林场林区道路 ｜成员单位共同制定印发《甘肃省深度
新，工程信息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建设里程１２６．３３千米。通过改革，全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生态扶贫实施方
效；２０１８年省级复查报告和生态监测 ｜省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初步理顺，经营 案》，明确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农林水利｜１８３

坚的１５个生态扶贫项日。经争取， ｜局下发全省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国家新增甘肃省生态护林员 日）的６７４６个疑似图斑进行县级自 年，按照《大熊猫国家公网体制试点
项目资金１０５００万元，投资总计达到 查，经过４个多月的外业调查、内业 方案》精神，由国家林草局牵头，建

署

３１５００万元、选聘生态护林员 ４０８９４
人，其中倾斜安排３５个深度贫困县区
２３１００万元、选聘生态护林员２８９００万
人，特别是＂两州一县＂贫困地区实
｜现了全覆盖。争取国家安排甘肃省退

甘肃
年鉴 耕还林任务９７３３公顷，倾斜安排深

核实及数据汇总，已全部结束。选派 立四川、陕西、甘肃体制试点＂四方
业务精湛的工作人员入驻政务大厅工 会商＂机制，研究解决体制试点工作
作，缩短审批时限。严格执行林地用 中的重大事宜。２０１８年，成立大熊猫

途管制和林地定额管理制度，支持中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白水江片区顾向专
兰客专、渭武高速、天平高速等国家 ｜家咨询组，编制《大熊猫国家公园白

和省列重大项目建设。在全省范围内 ｜水江片区范围和功能区总体勘界方
度贫困县区任务５７６７公顷。争取省 开展临时使用和林业内部使用林地的 案》《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总
ＧＡＮＳＵ 级财政林果产业发展项目资金６０００万 ｜检查，２０１８年，共办理２８９宗建设项 体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共争取落实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元，倾斜安排深度贫困县区０００万 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其中上报 ｜中央财政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资金
元。组织召开秦安县省直帮扶单位协 国家审核２９宗，省厅审核审批２６０ １．３亿元。
调推进会暨省市县三级组长单位联席 宗，批准使用林地２８８６．８８公顷，收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２０１８
会２次，牵头省直９个单位做好帮扶 缴森林植被恢复费４．７９亿元。贯彻执 年，由国家林草局牵头，建立甘肃、
秦安县脱贫攻坚工作。
行国家和省森林采伐管理相关规定， 青海体制试点＂三方会商＂机制。成
【资源管理］２０１８年，完成全省 ｜严格执行年森林采伐限额管理。２０１８ 立甘肃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协调领导
林地变更调查外业核查和内业统计汇 年，全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共核发林 小组，统筹协调两省国家公园建设试
总，将＂林地一张图＂数据更新至 木采伐许可证６９３份，批准采伐林木 点的重大问题。成立祁连山国家公园
２０１７年底，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交 蓄积量１４７０１万立方米。全省及各 体制试点甘肃省片区顾问专家咨询
｜了调查成果。提请省政府印发《甘肃 地各采伐限额编制单位共采伐生产木 组。截至２０１８年底，１４４宗矿业权已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林草＂一 材８１０２８万立方米。向原环保厅提供 全部分类退出，并已完成环境恢复治
地两证＂问题整改落实方案》（甘政办 红线划定基础资料，并多次下发通知 理；４２座水电站已全部完成分类处
发［２０１８］３６号），并按《整改落实 要求市县（区）林业部门配合开展工 置，９座在建水电站退出７座、保留２
方案》要求，由原省林业厅、原农牧 作。《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 座，３３座已建成水电站关停退出３
｜厅、原国土资源厅组成了整改工作协 案》已通过国家审定。配合省统计 座、规范运营３０座；２５个旅游设施完
调推进领导小组，指导并督促武威、 局，完成祁连山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白 成整改２１个，剩余４个位于实验区的
金昌、张掖三市五县，依据林草相关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林业部分编制工 ｜项目经评估保留，已补办相关手续，

ｐ０

｜技术标准和技术规程，结合祁连山国 ｜作。对武威、张掖、金昌、酒泉、陇 ｜并按照要求规范运营。张掖核心区
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情况，开展摸底 ｜南五市１６个县（区）提交报送的数据 １４９户４８４名农牧民已于２０１７年底全

调查，建立林草重叠区域数据库，合 ｜进行核实，按时完成数据汇总、负债 部搬迁，武威核心区生态移民工作正
｜理确定草原和林地范围，最终将保护 表编制和数据结果审定上报
在有序展开。２０１８年中央预算安排
区内林草重叠面积３７９２０公顷中
【林业改革】２０１８年，全面深化 １．６亿元。
１９８３０７公顷认定为草地，１７９５６０公顷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组织指导各地放 ｜ 【林业科技］２０１８年，落实各类
认定为林地，５３公顷认定为其他用 活集体林经营权，激发集体林业发展 科研推广项目４２项，资金３３４１万
｜地。认真分析问题成因，精心制定退 活力，当年累计办理林权抵押贷款 元。其中：国家计划项日２７项，省级
出办法，严格依法进行重新确权须 ８７５００万元，新增９６０００万元；林业 计划项目１５项；完成１９项执行到期
证。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合作社增加到３１个，认定登记家庭 省级林业科技计划项目的验收工作；
林草＂一地两证＂问题已全面完成整 林场１１８４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评定 配合国家林业局完成了１项公益性行
｜改。卫片执法工作共查清十八大以来 的全省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增加 业科研专项验收工作，配合省科技厅
全省范围内违法使用林地图庭Ｓ５０７４ 到９家。推进＂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 完成３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工
个，其中刑事立案８５９起，行政立案 马上办＂改革、２０１８年，行政许可在 作，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执行到期１６个
１６９３起。２０１８年，５月启动全省森林 线申报率提高到９６．７９受理申请材 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资金项目
督查工作，召开会议，成立森林督查 料共６４件，政务大厅林业窗口工作人｜现场查定和会议验收工作；取得各类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全省 员均在第一时间交由有关处（室）进 科技成果３５项，制订地方标准１２
《林草行审核办理。
森林督查工作的通知》。对国家林草行
项，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２０项、实
１８４ ｌ农林 水利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２０１８年， 亚类、４３个组、８８个草原型。全省草
篇，出版专著３部；评审出２０１８年度 甘肃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以落实 原保护工作牢固树立＂生产生态有机
甘肃省林业科技进步奖２９项，其中：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 结合，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落实
用新型专利１４项，发表科技论文２２０

｜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为主线， 草原补奖政策，稳步实施以退牧还
草、退耕还草、已垦草原治理、草原
｜项参评２０１８年度甘肃省科技进步奖项 ｜管、强化责任＂防治方针，贯物落实 虫害防治等为重点的草原保护建设Ｔ工
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１２项，三等奖１３

项；向省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推荐１０ 坚持＂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

全国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会议精 ｜程，落实基本草原保护、草原禁牧、 甘肃
等奖；１项项目获第九届梁希奖三等 神，提升全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能力 草畜平衡制度，大力发展草产业和精

｜目，４项项目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

奖；推荐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和防治水平。全省已建成省、市、县
申报的国家林业和草原科技创新联盟 （区）三级森防机构１１２个、林业有害
｜＂草原生态保护科技创新联盟＂获得 生物防治工作标准站５０个、国家级中
批复，＂甘肃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北心测报点３５个、省级中心测报点４２
区＂成功获批为第四批全国林业科普 个、普及型网外引种试种苗阗基地２
基地；全省林业系统有７个全国林业 个。全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
科普基地：开展＂六个一行动＂和科 ３９３７７３公顷、成灾面积１２２４０公顷，
｜ 技特派员活动，举办技术培训班３５００ ｜完成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面积２８０８３３公
场次，培训技术人员３０００人次，农

顷、无公害防治面积２４８Ｓ７３公顷次，

｜民４５００人次：技术人员深人田间地 成灾率控制在１６４？？下，无公害防
头、果园和林区，提供技术指导和咨 ｜治率达到８８６１？？测报准确率达到

｜秤饲料开发，加快转变草原畜牧业发

｜展方式，构建草原技术推广、监理监

年鉴

２０Ｅ

测、灾害预警防控三大体系，推动草 ＧＡＮＳＵ
原工作不断向好向前发展。２０１８年，
全省落实草原禁牧６６６７公顷、草

畜平衡９４００公顷，完成草原承
１６０６６６７公顷；建成草原围栏
８３３公顷，补播改良退化草原
｜２１９６６７公顷：建成草原防火物资储
备库８座、防火指挥中心３个、草原
防火站２５个、边境草原防火隔离带７１

询服务，解答群众生产中遇到的难 ８．４１？？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１００？？ 千米，共有草原扑火应急队伍５２９
点。根据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小 ［义务植树】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 支，各类基层防火领导小组３０４个．
组办公室《关于在驻村帮扶工作队中 ｜绿委在＂３．１２＂植树节、＂３２１＂国际 草原防火管理人员达到３０６１名：建成

｜增加农业科技人员的通知》要求选派 森林日和春造等重点时段，围绕＂开 草原鼠虫害测报站１７个，完成草原治

６名科技人员参与省林业和草原局、 ｜展国土绿化行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虫灭鼠８５１３多公顷；成立＂甘肃省
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农科院开展的联合 共生＂主题，开展宣传咨询活动，深 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甘肃省
选派省级科技人员驻村服务产业帮扶 入宣传绿化、环保、生态保护等方面 草产业协会＂＂甘肃省草业标准化技
活动，有力促进核桃、花椒、苹果、 的知识，提升社会各界的生态文明理 术委员会＂，开辟草产品运输绿色通

油橄榄、葡萄等特色经济林果产业提 念和造林绿化意识。２０１８年，全省有

｜道，全省人工种草稳定在１６００００公

｜质增效，提升产业发展能力，培育壮 义务植树话龄公民１５７５万人，实际参 顷，居全国第二，首蓿达到７３３公
｜大产业优势和规模，发挥特色产业在 加植树的人数为１３７１．３万人（次）， 顷，居全国第一；秸杆饲料化利用量
助推林业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尽责率８７完成植树８５４４万株，人 达到１４０００００吨，利用率达到
｜＂中国西部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土 均植树６．２株，新建义务植树基地 ６２．２？？
｜地管理＂甘肃省ＣＥＦ／ＯＰＩ２三期项目 ５７７个。

【退牧还草】２０１８年，继续在玛

顺利通过中央项目办验收。项目实施

（供稿：陈填

期间，崆铜区、武都区、敦煌市和靖

曲等县实施退牧还草工程，完成草原
围栏２５３３３公顷、退化草原改良

１３３公顷、人工饲草地１６９３３公
顷、舍饲棚圈１０００户、黑土滩治理
射带动项目区２０００公顷小流域综合治
３３公顷、毒害草治理３公顷。全
理，改善农村生态环境面貌，建设美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草 省累计建成草原围栏８００公顷，
丽乡村：武都区官化村种植花椒经济 原１７８６６７公顷，２０个牧业县有草原 补播改良退化草原２１９６６６７公顷，治
林项目１３３公顷，带动种植花椒经济 １２８６７公顷，占全省的７２？？甘肃 ｜理黑土滩１６６７公顷、毒害草１２６６７
｜林６６７公顷；敦煌市营造覆膜红枣经 草原面积位居全国第六位，主要分布 公顷。草原生态环境加快修复，草原
济林４０公顷；靖远县充分发挥＂互联 ｜于甘南高原、祁连山一阿尔金山山地 ｜生态退化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监测
网＋＂在红枣生产和销售领域的作 及北部沙漠沿线一带，是黄河、长江 显示，工程区内的平均植被盖度为
用，加速红枣销售方式转型，增加农 两大水系及众多内陆河的重要水源补 ４３比非工程区提高５８百分点：
远县４个例新点共举办主题培训５场
次。皖峒区完成荒山造林２３公顷，辐

｜草原资源管理

民经济收入。

给区。全省草原划分为１４个类、２５个 ｜高度、鲜草产量分别为１９８厘米、

｜农林水利｜１８Ｓ

２６７８千克公顷，比非工程区分别提 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积极 ｜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高９．１？？１８？？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 投身草产业，开展牧草种植、草产品 的工作方针，通过强化安排部署、靠
加快转变，草原围栏、人工饲草地、 生产加工。甘肃省大量草产品销往内 实防控责任、完善制度措施，确保全

含饲棚圈等基础设施不断强化，草原 蒙古古、新疆等省外市场，呈现出购 省年内未发生重特大以上草原火灾。
畜牧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 销两旺的态势，２０１８年优质牧草的价 下发《甘肃省农牧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
｜展。全社会保护建设草原的氛围不断

格稳定在２３００元吨。

【草原生态奖补】２０１８年，完成
甘肃 优化，工程区农牧民普通认识到保护
草原禁牧６６６７公顷、草畜平衡
｜草原资源的重要意义，保护草原主动
年鉴 性、责任感显著增强，促进禁牧、休
９４０００公顷，１１０２５０万元补奖资金

团 牧、轮牧和围栏建后管护制度的ｓ 已全部兑现到户。争取落实年度政策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实，推动草原执法和监测工作。
【退耕还草］２０１８年，完成退料

还草１００公顷，累计退耕还草面积
达到３３４６６７公顷，完成投资４４２００万
元。推动全省饲草供给能力有效提
升，退耕农户收入增加，农业生产结
构和种养结构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

｜春节及春季草原火灾防控工作的通

知》《甘肃省农牧厅关于做好２０１８年
｜秋冬季草原火灾预防和管控工作的通

知》，开展草原防火防灾减灾检查督

查工作，起到明显效果。依法开展草

绩效考核奖励资金２６３８９万元，支持 原火灾隐忠联查。与气象、林业等部
重点草原县区培育后续产业，发展草 门联合，从责任落实、火源管理、火

｜牧业。开展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草原生 ｜灾扑救、重点区域、应急演练、预案
态保护与修复。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 制订、防火办内业建设等７个方面开
草畜平衡制度全面落实，全省天然草 展草原防火防灾减火检查活动，对各
原综合植被盖度从２０１０年的４８．７？？ ｜地草原防火工作措施和隐患排查工作
高到２０１８年的５２．５天然草原牲畜 进行１２次督查、取得效果良好。参加
环境逐步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社会 超载率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６？？降到２０１８ 省上组织的防灾减灾宣传日现场宣传

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安定区通过实 年的１２．５？？

施退耕还草工程，种植以紫花首着为

活动，举办两次全省草原防火执法培

｜【草原生物灾害防治】２０１８年， 训班，举行＂大美草原守护行动和草

主的多年生牧草，出台了＂封山禁 全省草原生物灾害防治工作贯彻＂绿 原防火应急演练＂大型宜传活动等。
牧、发展舍饲养殖＂的配套政策，推 色植保＂的理念，推广生物药剂、天 在甘南极高火险区实施建设６个草原
｜进生态保护与草畜产业协调发展、绿 ｜敌控制鼠害等绿色防控技术，开展生 火情监控站，共布设１７个监控点。推
色发展，全区天然草原得到有效保 物防治综合配套技术研究与应用，提 进酒泉重点草原火险区草原防火基础
护，植被平均覆盖度达到８０？？上， ｜升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水平，探索 ｜设施建设项目。在永登县和岷县成功
水土流失治理率达到６７９？？退耕诏 专业化防治队伍运行模式，开展草原 举办两次３００多人参加的省级草原防
草区草地面积持续增加，草地涵养水 突发性鼠虫害防控，有效控制草原生 火实战演练。
【草原执法监督】２０１８年，开展
｜源、蓄水保土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促 物灾害蔓延。依托全国动植物保护能
进生态环境改善，取得成效明显。依 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完成省级草原 甘肃省大美草原守护行动＂祁连山草
｜托退耕还草工程建设，退耕区草产业 有害生物监测预警中心建设和甘南 原生态保护行＂新闻记者采访活动，
发展迅速，饲草供给能力有效提升， ｜州、张掖市草原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中 ｜对祁连山地区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
｜ 首蓿、燕麦等优质牧草连片种植面积 心建设，累计建成草原鼠虫害测报站 作进行深入采访报道，播发稿件７０余
迅速增加。张掖市连片首精商品草规 １７个。２０１８年，全省草原鼠害危害面 篇（次），并制作专题片在甘肃电视
模化生产基地达１０８００公顷，全市规 积３２３４６６７公顷，严重危害面积 ｜台播出。在肃南县举办２０１８年全省草
｜模化程度达到４１．２？？礼县在崖城 １５５２０００公顷；草原虫害危害面积 原法律法规宣传月活动，营造全社会
镇、马河乡等地建立了千亩以上的新 １０４８０公顷，严重危害面积４３７３ 保护草原生态的良好氛围。在兰州
一轮退耕还草示范基地５个。通过发 公顷。全省共完成草原鼠虫害防治 市、甘南州举办两期全省草原执法培
展人工种草有效弥补天然草原枯草期 ８５１３３公顷，其中草原鼠害防治 训班，培训执法人员４００余人次，提
｜牧草产量低、营养物质不足等间题， ５５１３３公顷，虫害防治０００公顷。 ｜升草原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能
为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制度，实 通过草原鼠虫害防治，共计挽回牧草 ｜力。下发２０１８年度草原行政许可事项
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升 损失 ３８００万公斤，直接经济效益 双随机检查工作实施方案，对２２家草
级提供物质保证，减轻天然草原放牧 １１５００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 原征占用企业和４４家草种生产经营企
压力。退耕还草工程的实施，扩大优 济和社会效益。
业进行随机拙查。强化草原行政许可
［草原防火】２０１８年，贯彻《草
｜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为解决祁连山
质牧草的种植面积，提升加工生产能
｜力。在市场对首精等优质牧草需求日 原防火条例》《甘肃省草原防火办 草原生态环境因越界放牧引起的植被
｜益增大的强劲拉动下，一些有实力的 法》等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工作相关 破坏间题，在民乐县开展祁连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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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传统共牧区草原联合执法督导

｜活动，有效遏制共牧区的偷牧行为。

于合作市、舟曲县、迭部县、卓尼 造林地３４５８公顷，苗圈地７６３８公

｜ 县、临源县和文县境内。林区总面积 顷，宜林地２６３万公顷，原无立木林

加强草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 约１６９３万亩，其中有林地１５０３万 地 ５４６７９公顷，林辅用地７２０６３公

衔接，开展偷牧超牧、滥采滥挖、乱 亩，林木蓄积７４２４万方。２０１８年，投 顷；非林地６８３５公顷，包活水域
占乱垦等草原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和 ｜资５．５亿元（其中国家资金３．７４亿 ４４７．１９公顷，未利用地９２８２公顷，
司法移交，２０１８年，全省共立案查处 元，省财政１．８亿元）用于公益林建 工矿建设用地１８４８．３４公顷；集体面

各类草原违法案件２３１起，结案２１５ 设、国有林场改革、基础设施建设、 积２００７万公顷，其中林地６９８万公

甘肃
共有２５００名一线护林员长年巡山查 ｜地２４１万公顷，疏袜地６１９公顷，未 ｜年鉴
｜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２０１８ 林。有６支专业森林消防队分布在各 成林造林１５２３７２公顷，苗圃地１８１ ２０１９］
公顷，宜林地４４０１．５７公顷，原无立 ＧＡＮＳＵ
年，全省建成国家缴草原固定监测点 ｜局，每队有４０－８０人。
｜起，其中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刑案件
１２件。

２３个，省级１０个，配备监测仪器设备

人员工资等。全局有２３５个管护站 顷，包括有林地３９８万公顷，灌木林
｜ ［生态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累

木林地１３．０２公顷；非林地１３．０９万公

５９８台（套），配备小型气象站１６个。 计完成公益林建设６００多万亩，完成
全省建设草原监测站点１１５４个，建成 生态建设投资２５９亿元。森林覆盖率
｜覆盖全省主要草原类型的地面监测网 由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实施前的
｜络，形成以＂３Ｓ＂技术为支撑，地面 ｜ ４１．５？？升到４８．６９林地面积净增

顷，包括耕地１２５０万公顷，工矿建
设用地５８６１．９３公顷。活立木总蓄积
量３４５１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

学、技术推广单位为支撑，草原技术

司，与省公航旅集团、河北唐隆集团

总蓄积２２４２９７９８立方米，总经营面积
２３１５２０公顷，林地计２１２１３３．９公顷，

４个国家森林公园。

｜宜林地１１８２０１公顷，林辅用地２１０．３８

６３．６？？野生动物有６１科，３５７种；
植物兼有南北植物区系的特点，有

调查为基础，典型区调查与路线调查 １１６万亩。对护林员采用三维地理信
相结合，定位监测、周期性监测与专 息系统管理，安装１２台＂森林眼＂视 ２２４科，９４５属，近２７００种，其中木
｜ 题监测相结合的草原监测方法。建立 频监控系统。各林业局分别配有无人 本植物８００余种
【麦积区分布森林资源】活立木
以各级草原站为主体，相关科研、教 儿２至３架。
人员广泛参与的监测工作机制。形成
以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为依托，市
（州）草原站为纽带，县（市、区）
草原站为基础的三级草原生态监测网
络体系。开展草原生产力调查、草原
关键期物候监测、退牧还草工程效益
监测评价、牧业县冷季饲草储量监测
等，获取地面监测样方数据１６１１个。
监测显示，２０１８年全省草原植被盖度

｜【林业产业】祁连葡萄酒业′

｜合作经营。高台县葡萄园约１万亩； 其中，有林地１９５００８．５公顷，疏林地
林区苗圃地约５０００亩、存苗量５亿多 １００．２５公顷，灌木林地１４３４８．２６公
｜株，苗木销售处于波软状态，森林旅 顷，未成林地１１０９４３公顷。苗圃地
游依托冶力关、大峪、腊子口、沙滩 ２７．８８公顷，无立木林地１４７．２２公顷，

｜供稽：徐广军） 公顷；非林地计１９３８６．０６公顷，其中，
｜农１５９９０．３８公顷，水域１７９０３４公
小陇山林业实验管理
｜顷，未利用地３．５４公顷，建设用地
１６０１．８公顷。野生动物有６１科，３５７
为５２．５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
４３９７．７２万吨，折合干草１４１８６９００ ｜【森林资源】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总 种；木本植物８３科，２２１属，９７３种。

吨，较上年增加４．５０？？为政府决 经营面积总计８２．５９万公顷，其中林 ｜ 【森林管护］２０１８年，逐级签订
策、以法治草、项目实施效果评价、 地６８８１万公顷，包括有林地５５．２６万 森林资源保护管理相关责任书２１７６
草原畜牧业生产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公顷，灌木林地９．８４万公顷，疏林地 份，，将全局１１８．７６万亩管护责任落
｜和信息服务。
１６０．９８公顷，未成林造林地４９５９３公 实到位，做到林有人护、责有人担。
（供稿：陈琪）

白龙江林业管理

顷，苗属地９４８公顷，宜林地３０７ 完成生态公益林补偿工作省级检查和

万公顷，原无立木林地５５９８１公顷， 区划落界。坚持使用林地管理六项制
林辅用地７２０６３公顷；非林地１３．７８ 度，审核上报林地使用手续２９项，面

｜万公顷，包括耕地１２５０万公顷，水 积８４６．３亩，办理林地协查函５９份，签

【概况】白龙江林管局机关位于 域４９４７．１９公顷，未利用地９２８公 写联审联批单１２份，完成森林督查２１９
兰州市七里河区，林区主要分布在白 顷，工矿建设用地７７１０２７公顷。按 个疑似图斑的调查核实处置和林地变
｜龙江和流河上中游，是长江、黄河重 照所有权划分，国林面积合计６２．５２ ｜更调查；完成森林植被恢复１５３４亩。
要的水源涵养林和甘肃南部的生态屏 万公顷，其中林地６１．８３万公顷，包 开展林权争议摸底调查。建立数据库。

障。白龙江林管局下属４个林业局和 括有林地５１２８万公顷，灌木林地７４３
【林业执法］２０１８年，推进依法
治林。强化与林区法院、林区检察
２４个林场，其中２０个老森工林场分布 万公顷，疏林地１５４７９公顷，未成林治

农林 水利｜ １８７

【重点流域治理］石羊河蔡旗斯
院、林区森林公安局的协调配合，开 下水工程供水２５６７亿立方米，占
｜展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开展＂规范林 ２３？？？他水源供水３．５８亿立方米， 面过水量达到３６１亿立方米，民勤盆
业执法行为，提升林业执法能力＂活 ｜占３？？全省总用水量１１２．２４亿立方 地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６６００万立方
动。２０１８年，全局各林场向森林公安机 米，生产用水１０１．７５亿立方米（第－ 米，下游青土湖形成水面２５．１６平方
｜关报案共２２起，报案查处率为１００？？ 产业８９３５亿立方米，第二产业９３７ 千米，早区湿地达到１０６平方千米；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２０１８年， 亿立方米，第三产业３０３亿立方 黑河流域重点治理成效不断巩固，自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全年实施有 ｜米），占９０６？？？活用水６０６亿立方 ｜２０００年国家实施黑河水量统一调度以
甘肃 效防治面积１８５万亩，＂四率＂目标
米，占５４？？？态环境用水４４３亿立 来，连续１９年完成调水任务，累计向
年鉴 管理指标全面完成；完成１９个单位森 方米，占４？？２０１８年，万元国内生
下游输水２１５．３亿立方米，占黑河米
死Ｏ 林保险林业有害生物的定损理赔工 产总值用水量１３６立方米、较２０１７年 ｜ 水的６０１内蒙古古东居延海自
ＧＡＮＳＵ 作，定损面积１７．７０万亩，落实森林 下降９９？？？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４８ ２００４年以来连续１５年不干澜，水城面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保险理赔资金４５９万元；加强野生动 立方米、较２０１７年下降１７．２？？？田 积保持在４０多平方千米以上；实施
植物疫源疫病防挖，对松材线虫可能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０．５６０１、较２０１７ 《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
传人的风险区域重点布点设防，对非 ｜年度提高１３？？？要江河湖泊水功能 合规划（２０１－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８年党
洲猪痛疫情等实施排查防控。
区水质达标率７９４？？比控制目标 河到达下游末端北湖滩水量达２０００万
【天保工程］２０１８年，推进天保 ７１．８？？出７６均在最严格水资ｌ

工程建设。配合省林草局完成２０１７年 音理年度控制指标内。

度天保工程省级复查、天保工程档案整

立方米，干涸多年的哈拉诺尔湖形成

２４平方千米水面，就勒河到达下游北

【重大水利工程］２０１８年，引洮 河口水量达１．２亿立方米，西湖自然

｜理等工作；完成天保工程人Ｔ造林１．３０ 供水二期主体及配套工程加快推进， 保护区周边地表植被覆盖率进一步增
万亩，三北五期防护林建设人工造林 引洮供水二期主体工程累计完成投资 ｜ 加。以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为依
２０００亩，均占下达任务的１００？？

｜（供稿：包卫东）

４０９８亿元，占总投资７３０６亿元的 托，加快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下

｜５６？？引洮供水二期配套城乡供水工 达资金６４亿元，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程，甘谷、秦安、通渭、静宁、会 面积９１５平方千米。

宁、武山６县城乡配套工程开工建
【河湖长制】建立由党委、政府
设。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主体工程基 ｜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河长的＂双河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完成水利 本完工，民勤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 长＂工作机制和覆盖所有江河、湖
固定资产投资１５１．９亿元。引洮供水 程全面建成。天水城区引洮供水工程 泊、洪水沟道的省、市、县、乡、村
二期工程加快推进，黄河甘肃段防洪 主体工程基本建成，杨家湾调蓄水池 五级河长体系，共设置河长２６１３８
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民勤红岸山 已达到蓄水条件。甘肃中部生态移民 名，河长制相关配套制度全面建立，
｜水库加高扩建工程全面建成，天水城 扶贫开发供水、白龙江引水、引哈济 提前６个月实现国家和省上确定的工
区引洮供水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全省 党、马莲河水利权组等重点水利项目 作目标。湖长制同步推进，设置湖长
１１８１名，１２月如期建成并向社会公
发展高效节水灌激面积１１５．５万亩； 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生态环境涉水问题整改】集中
告。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
巩固提升０万户、３８２万人的饮水间
题；实现祁连山保护区水电站全部在 开展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涉水 集中整治河湖采砂、河湖垃圾、水域
线监控和预警管理，完成祁连山自然 问题整改＂回头看＂，完成祁连山地 ｜岸线等突出问题，助推河长制从＂有
保护区１０座水电站关停退出阶段性任 ｜区１１７座水电站水资源论证复评，会 名＂向＂有实＂转变。截至１２月底，
水利

务：水利领域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建 ｜同省生态环境厅严格落实祁连山地区 全省已关停违法违规采砂场６９９家，
立由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 水电站最小下泄流量，实现祁连山保 关闭砂石料场１４４家，累计清理河道

河长的＂双河长＂工作机制和覆盖所
有江河、湖泊、洪水沟道的省、市、
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全面或超
额完成省政府、水利部确定的目标

护区水电站全部在线监控和预警管 ２８００多千米，清理河道垃圾３９０多万

理，完成祁连山自然保护区１０座水电 ｜吨，疏浚河道６２００多千米，拆除非法

站关停退出阶段性任务。举一反三， 建筑物８３４０座。
开展全省水电站水资源论证复评工

（供稿：张金芳）

作，全省正常运行的５８２座水电站有
水土保持
５５座完成引泄水流量监测，正常运
【供水用水］２０１８年，全省总供
水量１１２２４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工 行的４４７座引水式水电站，有４３０座
已在线监测。
程供水８２９９亿立方米，占７３．９？？？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完成水士
任务

１８８ ｌ农林 水利

流失综合治理面积７２１５８０公顷，占计 ９６．０８公顷，种草１０．５５公顷，水窖

量２６９亿立方米，完成灌源面积９７．０９

划７２０００公顷的１０．２新修梯田 ５７眼，涝池１４０座，蓄水池７座、竖 万亩次（灌溉面积约３０．７５万亩），实
６３２００公顷，造林２６０８１０公顷，种草 井６座，田间道路１５．５６千米，砂石道 ｜现各类水费收益５３８１．２７万元，占全年

１２８６９０公顷，封禁治理１７Ｔ７６０公顷， 路３１．３千米，排水渠７９８８千米，排 计划水费收人５１２０万元的１０５．１较
其他措施９１１２０公顷，建成各类小登水 ｜水管７．７９千米，消力梗池４２座，沟头 ２０１７年增加供水收益４２７４万元，增幅
｜土保持拦蓄工程６９２座（处、道）。
同填４５处８０４７万立方米，沟头防护 ８．６？？

【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９４道１８９４千米；完成总投资７７００４３

｜【重点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新建

工程】２０１８年，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 万元，占计划的１０其中中央资 排导水设施８处、修缮永久管理道路 甘肃
综合治理工程，涉及８个市（州）的 ｜金５００万元，省级配套１８４０万元， ２１千米、干渠渡槽沟道纵坡整治及基 ｜年鉴
２６个项目县（区），除去整合的镇原 县级配套２５２２３万元，群众投劳折资 础防护１０处、渠道改建箱涵７处６７８ ２０ｇ
县项目，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４４万元。

｜米，完成投资１００万元。在总干渠上 ＧＡＮＳＵ

【国家骨干坝除险加固任务】 设置防护栏７０千米，，完成渠道防护５６
１２１７８公顷。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全
｜省共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２０１８年，同家下达７１座骨干坝除险加 千米，补充完善石门沟、尖山庙两个

１２２９１公顷，占计划的１００９２其中 固任务，截至１２月底，全省完成投资 水库的安全防护，完成建设投资９０１

｜梯田１０１０４公顷，水保林２１８６公顷， ７５７３．５１万元，其中中央６０５９０３万 万元。完成总干渠米拉沟沟道挡墙护

谷坊１１道，蓄水池７座，水客１０眼， ｜元，地方配套１５１４８万元。完成６８ 砌、先明峡倒红吸压力管道防腐处理
道路 ２９８８２千米；完成总投资 座工程除险加固建设任务，落实地方 等建设内容，完成投资２２１０万元。协
２１２０５．２７万元，占计划的９７．５其 配套９１４．５９万元。其中省级配套６６０ 调配合兰州新区、按期完成长８千

中中央资金１７１０１．６２万元，地方配套 万元
米、投资１６亿元的兰州新区水源地保
及群众投劳折资４１０３．６５万元。
护项目引大东二干渠改造工程。完成
【预防监督与执法】加强预防保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国家水士保 ｜护工作，实行最严格的水土保持管 ｜３４项费用５５１万元的水毁工程灾后修
持重点工程］２０１８年，中央水利发展 ｜控，严格水上保持方案审批，加大执 复。全年投人资金１５７万元，对干支
资金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涉及１１ ｜法检查和跟踪落实力度，实现全省在 渠重点部位、险工险段、水毁及防洪

个市（州）的３５个项目县（区），除 ｜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全 ｜设施、排洪沟道等进行维修加固，提
｜去整合的通渭县、成县、积石山县项 ｜覆盖。２０１８年，全省共审批水保方案 高工程安全输水供水保障能力。
【项目规划编制】２０１８年，完成
目，计划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６０７８公 １２６８个，监各检查项日２８２４个，对
｜顷。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全省共完成 ３１项水土保持违法案件进行了查处， 《引大人秦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
｜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积６５８５０公顷， 完成生产建设项日自主验收报备４７ 工程》《引大古山电灌泵站改造工
占计划的９９６５其中梯田３４０４．７８ 个，开展现场核查工作３５个，征收 程》等规划编制工作，同时编制《今
公顷，水保林１１５２０．２９公顷，经济林 偿费２９２亿元。
后几年加固改造项目计划》，为今后
４０８０．１３公顷，种草１１８８１４公顷，封 ｜【监测与信息化】编制完成《甘 加固改造工程储备了项目。
｜禁４５６５６４５公顷，谷坊１９道，蓄水池 肃省水土保持监测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０
【水安全保障规划工作全面启
８座，道路６３４２千米；完成总投资 ｜年）》和《甘肃省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动】２０１８年，按照省省委省政府的指
２３４４２９３万元，占计划的９７８８其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完成全省监 ｜示要求，启动引大工程水安全保障规
中中央资金１６１７．８８万元，地方配套 测站网的升级改造。完成省级负责的 ｜划工作，加强与水利部水规总院、省

２２个县市的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在武 水利厅、省水电设计院等有关部门的
山、甘谷、秦州和麦积区开展生产建 协同配合，开展调查研究和方案论
嫉面保护项目】２０１７年，水利部农业 设项目监督性监测。按照时间节点完 证，引大工程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纳入

及群众教劳折资６８２５．０５万元。

【水利部农业综合开发黄土高』

综合开发黄土高原螺面保护项目，涉 成监督管理信息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编制之
及２个市的８个项目县，计划保护蟒 ｜工程建设管理信息的录人工作，实现 ｜中，为实现引大工程向景泰等灌区跨
｜面面积１８３４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

重点工程＂图斑精细化＂管理

流域调水打好基础。

（供稿：孙兴旺）
积４１２公顷。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全
（供稿：甘肃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局）
省共完成保护螺面面积１８３４公顷，
占计划的１００？？？完成水土流失综 引大入秦工程
景泰川电力提灌
合治理面积４１２公顷，占计划的
１００其中梯田３０４９８公顷，水保林
【灌区管理】２０１８年，完成引水
【源管理】］２０１８年，安全运行

农林 水利｜１８９

２６５天，完成提水量５．２７亿立方米， 专项整治，恢复整治河道地貌不合格 沟渡槽剩余部分和宗丹沟渡槽防渗处
占计划５．４２亿立方米的９７．２３完成 ｜ 点３０处，查处违规取水及河道排污事 理、总干渠１号隧洞进口闸室维护、
｜水费收人１６亿元，占计划１６７亿元 件２５起。严格河道采砂管理，恢复整 出口总调流闸室呱门止水条更换、１
｜的９５８？？？成灌溉面积１１０万亩， ｜治采砂场点地貌１８０万平方米，拉网 号隧洞出口、２号隧洞进口桥道堡沟
｜干渠利用率一期完成９４５８二期 清查涉河建设项目。与环保部门联合 道环境整治、总干渠１号隧洞至７号
（含民调）完成９６７？？工程设备的检 开展专项检查和清理整治，清理流域 隧洞进口沿线的垃圾清理；完成一、
内各类垃圾２０００立方米，流域人河 二、三干渠渠首及定西水厂计量设施
甘肃 维修工作和提水能力持续加强，一期
渠、库）排污零排放。
｜的安装调试、４个渣场治理；修复３号
年鉴 ｜最高达到１３６０立方米秒，二期达到
２６６０立方米秒。执行《景电灌区严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落实到位 隧洞出口宗丹沟沟道水毁段、一干渠
格水资源管理实施办法》，按照灌区 各类项目建设资金１．２６亿元，完成１２ ６号渡槽出口段护坡、二干渠５段明
ＧＡＮＳＵ 需水实际及时调整灌源计划，促进水 个项目前期规划工作。重点实施双塔 渠，３座短渡槽、总干二支渠新增１７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工程、设 水库除险加固等一批工程项目，完成 号倒虹吸下游玻璃钢夹砂管；一支
｜备完好率达到９８安全运行率达到 投资１２６亿元，占到位资金的 渠、十支渠维修改造全面完成。布设
１００？？
９．７《敦煌规划》项目１３个子项工 ｜二干渠定西循环经济园区段水下光
｜【景电二期向民勤调水］２０１８年 程通过竣工验收。
缆；完成总干渠建筑物、二干渠明渠

Ｐ０

３月３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日，累计向

【生态建设］２０１８年，开展＂

｜两侧防护网、三干渠明渠两侧防护

民勤调水１２亿立方米，比计划１．１２ 亩实测、千亩示范、万亩推广＂节水 网、二干渠穿村庄段封闭防护网工

亿立方米多７５１万立方米。
｜示范区创建，年内建成百亩实测点１７ 程：实施二干渠西岩山排水渠及部队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争取到项 个、万亩常规节水示范区３个，落实 围墙、总干渠暗渠防洪处理。
目投资２．３７亿元．完成项目投资２．３３亿 ｜＂大地改小＂面积９１．２３万亩，完成平
（供稿：张秉荣）
｜元，重点部署景电大型泵站更新改造、 ｜田整地５２．４９万亩。推广高效节水灌
｜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景电二期总干渠及 源技术，建成高效节水示范区１个。 扶贫开发与建设
民调干柴改造等重点项目正在推进。
｜开展流域内５８眼地下水长观井采集监
（供稿：李 英）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

【灌区管理】２０１８年，疏勒河河
｜ 源来水１９．１亿立方米，较２０１７年多

测，采集监测数据１２５００多个，安装
【概况】２０１８年，减少贫困人口
生态水下泄监控系统监测生态水下 ｜７．６万人，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７年底的
泄，科学调配流域生态用水，全年累 １８８６万降至１１１万，贫困发生率由

计向中下游河道和自然保护区排放生 ９．６？？至５．６全省 １８个贫困县
态水２．３５亿立方米，生态水量到达双 （片区县１４个、插花县４个）摘帽
墩子断面０．８８亿立方米，达到《敦煌 退出。
规划》确定的双塔水库下泄生态水量 ｜ 【资金投入］２０１８年，全省财政
日标。向玉门市、瓜州县城市绿化 专项扶贫资金投入１７３亿元，其中

２．２３亿立方米，完成灌溉面积１３３．２５
目万亩，全年农业水费收人９２２６万元，
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９．６？？投入资金３０５万 区、人工湖、防风林提供生态用水 省级安排４６２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５？？整合省直１３个部门管理的中
元完成四季维修，投人防汛资金７６．７１ ２３００万立方米。
（供稿：王亚虎） 央２０项、省级１４项涉农专项资金１７５
万元，投人补助资金１７６．５万元维修

改造移民区水利管理设施。升级改造

信息化调度中心设备，全灌区运行 引洮工程建设
６９８个斗口计量实时在线监测点和２８
处雷达水位计监测点，１２１万亩农田

｜亿元，安排一般债券额度１１５亿元，

所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７０？？上的
整合涉农资金主要用于到户扶持。累
计发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４３７．５７亿

【引洮供水工程］２０１８年，完是
灌涨面积２６４７５亩，累计供应生产生 元，惠及贫困人口９６．８万户、３９８８万

｜灌激用水实现水情自动监测和查询。
【水资源管理】按照最严格水资 活用水４２００万方。向受益区调度生态 人。通过财政注入和企业、金融机构

源管理制度和水权分配确权水量，下 扶贫水量 １１００万方。收缴水费
达三个灌区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计 １１６１．７２万元。按照计划调度水量，准
划，分解农业及生态用水地表水水资 ｜ 确调节闸门，控制闸前水位高度，稳
源水量指标。组织开展干部职工法治 ｜ 定各分水口流量，受益区城乡居民用
宜传教育和水法规专题宜传活动，开 水正常。

展水行政执法检查、日常巡查和河湖

１９０ｌ农林 水利

｜参股，全省 总担保规模达到１２０亿

元、全国排名第２位。
【一户—策】２０１８年，全省４０多

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与贫困群众面对
｜面分析致贫原因、商议脱贫措施，制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完成柳林 ｜定完成６５万户２６１万人（含已脱贫巩

固提升户１７万户７２万人）的＂一户 业增收项目，特色产业贷款累计发放 攻坚政策，增强贫困群众依靠双手脱

一策＂精准脱贫计划，把剩余贫因人 ２８６５亿元。建立产销对接体系，成立 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在省内媒体开

口脱贫任务分解到年、精准到人、落 ｜ 山２００多家省内外会员企业参与的省 ｜ 办＂脱贫攻坚奔小康＂专栏，宣传推
实到具体举措上，推动扶贫政策到村 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举办农产品 宁先进单位和个人的典型事迹。
到户到人。
｜【整村推进】２０１８年，加快推进
｜产销对接活动和贸易洽谈会，推动甘
｜【两不愁三保障］２０１８年，投人 肃特色优质农产品走进京津冀、长三 ｜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贫困地区全年

＂全面改薄＂资金４２．７１亿元新改建校 角、粤港澳、成渝地区、东西部扶贫 新建农村公路１００３６千米《含整治 甘肃
协作区等大市场，并支持贫困地区建 ｜＂畅返不畅＂农村公路３７０６千米）、除
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劝返建档立 成果蔬保鲜库７０１座、新增储藏能力 ６个向交通部报备不具备通硬化路的 年鉴

舍５２５３所，实现深度贫困地区有需求

卡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９３５２人、劝 ２６．３万吨。完善风险保障体系，构建 建制村外，全面均已实现建制村通硬 ２０１９］
｜返率达到９９３？？实施大病集中教治 起以保险保本垫底、入股分红保底、 化路的目标。贫困村对应的自然村实 ＧＡＮＳＵ
｜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 公益岗位托底和低保政策兜底的＂３ ｜现动力电全覆盖。完成农村饮水安全

兜底保障一批＂三个一批＂行动计 １＂保险保障体系。

巩固提升工程年度任务，受益人口９０

划，建立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
｜［社会扶贫】２０１８年，制定《东 万户３８２万人，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
｜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合规医疗费用报 西部扶贫协作三年行动计划》，省 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９１？
｜销体系，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赴对口帮扶 ｜８８？？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全竹
至２００元，合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达 省、市进行协商对接，签署《２０１８年 ９８？？上的行政村开通光纤宽带，提

到８５？？上。开展全省农村危房＂拉 ｜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天津、福 前实现２０２０年的目标
｜【帮扶工作］２０１８年，加强帮扶
网式＂排查鉴定，全年完成危房改造 ｜州、厦门、青岛４市投人甘肃省财政
力量，选派专职副书记５４人、科技副
｜７９万户。加大对特困户的支持力度， 帮扶资金１９７８亿元，是２０１７年的４
户均补助标准从１．１５万元提高到２－ 倍，引导１２１家龙头企业实施产业扶 县长５５人到贫困县挂职，将东部４
２．５万元，对没有能力建房的特困户， 贫项目，帮助１９５万名贫闲劳动力实 市、中央定点帮扶单位选派的１６０多
采取房屋置换、长期租货和兜底统建 现就业。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 名挂职干部安排到扶贫部门和贫困
等方式进行托底保障，想方设法让贫 东部４市所属县区对甘肃省５８个贫困 市、县，分管或协管扶贫工作。实行
困群众住上安全房。２０１８年，完成易 县实现帮扶全覆盖，双方共选派 ３６９ 干部联系贫闲户制度，省直、市直部
地搬迁住房建设２２万套、峻工率 名干部交流挂职，所属乡镇、街道社 门干部每人结对帮扶２－３户贫困户，
６１．３搬迁人住６．２８万人，完成住 区与全省贫困村、学校、医院、企业 剩余贫困户由县乡确定帮扶责任人。
房主体建设３．３万套、完工率９１．６％， 广泛建立结对帮扶关系。主动对接中 优化驻村帮扶工作队，省、市、县三
同步推进生产配套和产业扶持，确伤 ｜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３３家中央单位 级选派的第一书记全部兼任扶贫工作
｜共投人帮扶资金３９１亿元，实施帮扶 队队长，抽调６００多名专业技术人员
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驳贫。

项日２９３个，帮助引进资金规模达 充实到扶贫工作队，对不合格、不称
组织体系，加强龙头企业引进和农民 ３９７６亿元、项目１１８个，已路实 职的６２名第一书记、２４２５名驻村帮扶
【产业扶贫】２０１８年，健全产业

专业合作社培育组建，贫困地区新增 １６０５亿元。实施＂千企帮千村＂行 干部全部召回调整。
【深度贫因地区攻坚】２０１８年
龙头企业２９１家、累计达到１７８１家， ｜动，组织１５８７户企业结对帮扶全省
新建专业合作社２８６２个，基本实现每 ２５７个贫困村，投入资金３６７７亿 制定《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个贫困县特色优势产业至少组建１个 元，帮扶贫困人口８．３８万人。动员 实施方案》，完善＂两州一县＂和１８
带贫能力强、辐射面广的龙头企业，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全省 ｜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出
每个贫困村有２个以上专业合作社， １８９个社会组织累计投入资金６６２００５ 台３０多个政策文件支持深度贫闲地区
｜增收项目和资金对有能力发展产业的 万元，帮扶７５个贫困村，惠及贫困人 脱贫，完善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将扶
贫困人口全覆盖。强化资金投入体 口１８９５万人。
｜贫开发支出标准由人均８００元提高到
系，筹集设立１０亿元特色产业发展 ｜［精神扶贫】２０１８年，制定《关 １２００元；深度贫困地区财政专项扶贫
工程贷款、５００亿元产业发展投资基 于在全省组织开展＂精神扶贫＂工程资金支出达到８９９亿元，占全省
｜金和５００亿元农产品收购贷款，同时 的工作方案》《甘肃省治理高价彩礼 ｜６７．７同比增加５０．７安排财政涉
整合１９１１亿元涉农资金，按照人均 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见》。推广 ｜农整合资金１６７．７亿元，占全省

０００元、户均２万元、每户最多不超 ＂农民讲习所＂＂两户＂见百会等成功 ６９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增
｜过３万元的原则，用于到户到人的产 ｜做法，组织专家为贫困群众解读脱贫 量资金全部用于＂两州一县＂。加快

农林 水利１９１

深度贫困地区水利、交通、能源、生 ３４８０元，农村特困敦助人员集中、分 等以工代赈方式，鼓励当地贫因群众
｜态、社会事业等项日审批、核准进 散供养年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６４３２元 积极参与某础设施、生态保护、水利

舅

度，已经布局的建设项目提前实练。 和５１７８元，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应 工程等项日建设，及时足额发放劳务

将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残疾人全部纳入
农村低保范围，农村低保家庭和特困

救尽救＂。

【以工代赈】２０１８年，将国家３

报酬。全年下达以工代赈资金４２８亿

元，其中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聚资金２

｜供养人员中的残疾人、贫困户重度残 ｜排的２亿元财政预算内以工代赈资金 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８２亿元，省

全部安排到＂两州一县＂，项目资金
｜甘肃 疾人全部纳入医疗教助范围。稳步提
审批权和使用权全部下放到县一级。
年鉴 高各类保障标准，农村一、二类低保
对象年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３７２０元和 指导市县大力推广自建、自管、自营

级财政配套资金０．４６亿元。

ａ０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０Ｋ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三章资料
第十九条 年输采用的数掘应以统计部门提供的为准，未列
入统计范厘的，以业务主管织门提供的为准。数愿不一致时，应

加以说明
第二十条年基编篡单位应拓风资料搜集渠道，资料除依靠
各供稿单位提供外，还要通过查阅档案、报刊和提炼网络信息，

以及调查访问等方式进行接集。

１９２ Ｉ农林 水利

（供秘：任爱军）

鉴

甘肃
｜年鉴

类普

Ｚ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钢、稀上等违规行为，规范钢铁、水 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和中小企业
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置换工作，２９ ＂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三年实施方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工业经 户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案，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范围覆
济保持平稳运行。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业明确搬迁改造方案。落实省政府陶 盖全省９个市州。省科学院生物研究

工业经济综述

增长４．６完成年初增长４．５？？目 低企业用电成本的工作部署，开展全 所等５家单位被认定为国家中小企业
标。强化运行调度，对停减产企业实 省涉企保证金清理规范和清理拖欠民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全年新增入规企
施分类管理，＂一企一策＂帮扶企业 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专项活动，推进 业１５７户。开展＂千企大走访、服务
复产稳产增产。做好疆煤调入，争取

｜＂放管服＂改革，实现＂最多跑一 进企业＂专题服务月活动，全年上云

国家增加油品和天然气指标，全年外 次＂。成立省镍钻新材料创新中心和 中小微企业超过１万户。
（供稿：张双武）
送电量３２５亿千瓦时，工业用电量和 省物联网智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出
铁路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１１２？？ 台支持陇药大品种大品牌推动龙头企
纲铁工业
７．２４？？与３８户重点企业签署服务保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两化融合和信息产业】电子信
障协议
｜【绿色生态产业】出台先进制 息产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产品产量】２０１８年，全省钢铁

造、清洁生产、数据信息绿色生态产 ｜９．５７？？出台全省大数据产业＂十三 ｜行业生产生铁６１４万吨；粗钢８０２万
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制定推进方案 五＂规划、工业互联网发展三年行动 吨；钢材８３．４５万吨，其中中小型钢

和＂一企一策＂工作手册。全系统工 计划等。兰州新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０８３万吨、棒材０．９４万吨、线材
作推进机制基本建立。中车集团与省 用通道项目建设完成，电信普遍服务 ２４５．５７万吨、钢筋２４４．７５万吨、特厚
内企业签署产业链协同合作协议。认 ｜试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丝绸之路信 板１２０万吨、厚板２４０万吨、中板

定１０家省级生产性服务业示范企业和 息港建设加快推进，一批国内领先信 ｜２４８９万吨、中厚宽纲带１１４．０２万吨、
１家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示范区。完成 息和大数据企业落户甘肃省，举办第 热轧薄宽钢带９．４１万吨、冷轧薄宽钢
工信部２０１８年重大工业节能监察
｜任务。

三届文博会数字丝绸之路大数据论 带９５．２０万吨、镀层板５７．８３万吨、无
坛，组织＂一带一路＂大数据成果 缝和焊接钢管１４．６５万吨；铁合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击查处地条

９９．４１万吨；焦炭３８５．３８万吨；炭素制

｜【中小微企业扶助】出台促进中 品１２２．４１万吨。

工业ｌ１９３

【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省钢 ＂资源高效综合利用、高附加值新品 宏电铁合金完成了现有８台２５ＭＷ矿
铁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Ｓ６０．７１亿元， ｜研发、质量改进、成本降低、提高劳 热炉烟气余热回收发电节能改造项

同比增长２５．７８？？？成工业增加值 动生产率＂为重点，开展科技项目立 目，单月发电２００万千瓦时左右；完

１９９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８６？？？现 项实施工作，科技立项１４６项，其中 成了２套２ｘ５０ｈ软水处理装置建设和

主营业务收入１２９８９亿元，同比增 科技重大专项１８项、研究项目２３ １座泵站自动化设备改造，３台矿热炉
长２１．３８？？？税９９０２亿元，同比增 项，产品开发项目２７项、实验室建设 配料系统自动化改造、１台矿热炉变
长５４６５２？？？现利涧５７２８亿元，同 项日２项、技术改进项目７６项。２０１８ 压器油水冷却器的节能改造、供暖系

甘肃 比增长８３４３？？主要是方大效素工业
年鉴 ｜经济指标和利润同比增长较大
２０ 【项目建设】酒钢集团完成固定

年新产品开发完成１０．１万吨，新产品 统节能改造，采用余热发电蒸汽板式
批量生产完成１４．１万吨。金铁公司攻 换热实现供热。降低成本５０？？方大

克＂返矿粉＂烧结矿使用难题，缓解 炭素实施压型除尘系统升级改造项

ＧＡＮＳＵ 资产总投资额２０６１亿元，重点完成 ｜了外购铁精粉的资金压力。炼铁通过 目、环式炉新增电除尘项目、帮气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了公司能源中心１２０ＭＷ燃气机组项

配加硅石，降低铸造铁生产成本。改 线监测项目等３９项。实施炭素烙烧
目、东兴铝业公司４５万吨生产线电解 造水源泵房水须电机和除尘电机，减 ｜炉、石墨化炉余热供暖，供暖面积达

糟优化改造项目一期工程、酒钢不锈 少烧结供水泵电机，通过废旧设备再 １０万平方米，石墨化炉余热供应职工

钢开发工程酸洗配套项目一恪钢酸洗 生利用，实现节能降本。腾达西铁公 洗浴，年节省费用６００余万元，对石

线分项工程、新型金属复合材料产业 司对２台×２５ＭＶＡ矿热炉，皋兰分公 墨化炉和加工线液压站安装冷水机
｜化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能源中心一分 司和本部三个冶炼分厂除尘系统、变 组，节省新水量消耗约５００吨。索通
厂１、２号高炉鼓风机驱动汽轮机综合 压器升级改造，优化了电耗及产能指 公司实施清洁生产方案２０个，单位产
改造、镜铁山矿黑沟矿区水久固定帮 标。嘉峪关宏电公司对１台２５ＭＷ锰 品能源消耗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危害治理工程等项目。正在实施宏兴 硅铁合金矿热炉实施配料、电极焙烧
｜股份公司粉矿悬浮磁化始烧选矿改造 和压放系统改造，全年实施重点技术

《（供稿：李国庆）

项目。金铁公司实施完成了２万吨高 日，新建３项行业标准，获４项授权

［产品产量】２０１８年，全省１０种

｜吨，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５？？金铁公司将 ｜热炉汽化冷却改造等前期工作３项，

｜【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行

一期工程、炼铁厂７号高炉优化升 改进项目７项。方大炭素公司年研发 有色金属冶金工业
级、嘉峪关市嘉北污水处理厂建设等 投人１．３７亿元，开展４项产学研合作项
｜端耐磨铸铁件项目二期工程、原１号 专利，新申请７项专利技术，获１个 有色金属产量４２１９８万吨，同比下降
高炉行节能安全环保技术改造工程。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１项省级科技重 ３．２５？？其中铜１０５．４９万吨，同比增长
｜方大炭素实施压型散装原料上料和吨 大专项、１项市军民融合专项项目。 １５．２５？？？２５６．５８万吨，同比下降
袋上料改造项目、新上焙烧厂环式炉 ［２０１８年＂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研制＂项 １．０７？？？２７７万吨，同比下降５．６５％；
吸料天车项目、７４环式炉改造等技改 目，荣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锌２４．１１万吨，同比增长２０３９？？？产
项日共计２６项。
７００ｍｍ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荣 品产量１３．５３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
｜【产业结构调整】酒解集团通过 获甘肃省优秀工业新产品唯一一项特 黄金３０．１７７吨，同比增长１２６２？？？
实施不锈钢产品结构调整，３００系不 等奖，
银４２３．１２吨，同比增长３２７？？？一
锈钢产量比例山原来的９？？整到 【节能减排】酒钢集团能耗总量 稀土金属产量１６２６吨，同比下降
３０重点增加４００系列不锈钢、双 完成２９７．１３万吨标煤，吨钢综合能耗 ２８．５５？？有色金属加工材产量１７９万
相钢、超纯、马氏体等生产。４３０冷 完成 ６１５１５ｋｇｅｈ，同比下 降 吨，同比增长４７．１２？？其中铜材７１３３
轧产能逐步释放、新品、中厚板及差 ２８１２ｋｇｅｆ；吨钢水耗完成３．２ｍ３／， 万吨，同比增长９２８１？？？材１０７５４
异化产品效益明显、不绣钢差异化产 同比下降０４３ｍ／ｈ。实施降低高炉工 万吨，同比增长２７．１７？？硫酸４８３．万
品量达到５．１万吨、新品达到７．５万 序能耗技术研究项目１项，不锈钢加 吨，盐酸１８万吨。

铸造铁比例提高３０？？上。铁合金产 实施节能类科技项目１７项。实施合同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价）１４３５．７８亿
业生产多元复合型特种铁合金产量 能源发电项目回收余能余热或发电量 ｜元，同比增长１２５７？？？成工业增加
｜２６４７万吨，同比增长２８９３？？方大

冲减生产单位动力成本措施，淘汰更 ｜值２０２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５０？？？

炭素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同比增长 新高耗能落后设备３７３台套。金铁公 口交货值５．１５亿元，同比下降
５．６？？直径６００ｍｍ以上大规格电极 司完成了复岭铁矿环境影响评价。腾 ｜８４２７？？？朝率９９８８同比增长
产量同比增长４５４２？？
达西铁实施了对厂区和皋兰冶炼分公 １．７４？？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３７４．３４
【科技项目创新】酒钢集团以 ｜司在环保除尘和设备节能技术改造。 亿元；实现利税１００４９亿元，其中利
１９４ ｜工业

润３２．７４亿元。到２０１８年末，全行业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生 能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电解铜综合

有规模以上企业８５家，从业人员 ｜产的核聚变用超导电缆居世界领先水 ｜能耗降至０．５４１吨标煤吨，同比下降
８１６６０人，资产总额２６８２．６５亿元。
平，超微组电磁线、微细复合自粘电 １．３７？？兰州铝业通过实施炭素厂火
【科技创新】白银公司开发应用

磁线、低烟无卤阻燃耐火电缆、柔性 道络节能降耗改造项目、自备电厂磨

矿物绝缘耐火电缆等一批特种电缆居 煤机节能改造项目、回转窑余热发电
国内领先水平，２０１８年铜消耗总量为 节能技术改造项目，有效降低能源成
１０１０５吨。天成彩铝公司全年新增铸 本１６７７万元。连城铝业投资１７７４万 甘肃
２万吨，回收铜物料１６５吨。金川集团 ｜轧生产线３２条，新增冷轧生产线３ 元，实施完成２００ｋＡ炭素培烧烟气净

白银炉熔池熔炼造硫生产过程妒料氧
化、还原平衡新技术，大幅度降低铜
｜氧化物、磁铁的生成，全年减少渣量

以菲律宾褐铁矿为原料，＂低成本红 条，成功轧制出０．１５ｍ冷轧合金成 ｜化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公司在阳极生 年鉴
土镍矿冶炼关健技术及工程化应用研 品，已具备冷轧超薄料的生产能力。 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回收利用残极，对 ２０ｓ
｜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连续颜化合 ｜连城铝业对熔铸厂２００ＭＡ普铝铸造生 ｜电解产生的炭渣通过热熔法和浮选法 ＧＡＮＳＵ
成颜基镍技术研究＂实现了中低压连 产线进行改造，新增铸造合金产能３ ｜处理后将其中的氟化盐提取循环利

续稳定生产，降低了生产安全风险， 万吨年。兰州铝业通过整合兰州雄泰 用，形成炭素产品循环利用产业圈。

显著提高了碳化冶金技术水平。东兴 公司１４万吨合金棒材生产线，共形成 东兴铝业积极实施阳极组装中频炉除
铝业实现了９０万吨残极自动计量和输 使分公司２９万吨。西北铝加工厂新上 ｜尘设施、熔铸作业区屋面通风器和侧

送、氧化铝站台在线计量和数据传 ８００吨模锻机，推动铝材深加工向锻
输，４５万吨生产系统＂掌上＂监控， 造材方面发展，逐步开发出锻饼、锻

｜智能制造迈出新的步伐。中铝西北铝
｜加工厂研制出航天用３３５０ｍｍ高强高

｜、特殊模锻件等产品，
【基建与技改】金川集团３．５万

窗改造项目

（供稿：杨勇）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完成铜铅

精框环型材，填补了国内大型高强度 电年硫酸终扩能技术改造项目、１万
吨年徽基镍生产线开始试生产；科技 锌产量４８４万吨，黄金８．５２吨，白银
网公司３０００吨年高电压锂离子电池 １４２吨；营业收入６１９４７亿元；工业
用四氧化三钻项目建成投产；印尼 总产值３２５．７亿元；利润总额５８８亿

滚弯技术的空白。甘肃稀土公司与兰
州大学、兰州高新区等共同组建稀上
功能材料产业研究院，与北京有色
院、南昌大学、兰州大学、兰州理工
大等分别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合作机
制，诞铺钛瞬酸盐混合粉、氮化钙等
新产品实现产业化，硫酸澜轴降钙工
艺优化有效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成州锌冶炼厂对脱硫后矿浆进行
旋流分级，将未反应完成全氧化锌重
新返回脱硫系统使用，有效提高了氧

ＲＫＡ和ＷＰ红土镍矿项目正在加紧建 元，生产经营保持平稳运行。２０１８年

设，电厂已点火。白银公司年产高纯 公司在中国企业５０强排名第２８７
阴极铜２０万吨铜冶炼技术提升改造项 位，有色行业排名第１２位，在中国
目步伐加快，全年完成投资３．７亿 １００大跨国公司中排名第８６位。

元，累计完成投资２４２４亿元。火法

【转型发展】工业物流不断开拓

系统熔炼和硫酸系统陆续送电，火法 新业务、创造新增量；甘肃瑞达公司

系统具备试生产条件。公司西北铅锌 正式运营，向信息安全产业迈出关键

冶炼厂投资４．３亿元，开始建设年处 性的一步；实施第一黄金少数股东股
｜化锌算脱硫利用率。中铝连城分公司在 理湿法炼锌渣１４万吨生产线。中铝兰 ｜ 权收购项目，重组班罗公司，成为班

职工中开展五小成果，创新创效＂金 州分公司投资９７０万元，重点实施多功
点子＂活动，征集创新增效金点子５０ 能天车加料系统改造等３个技改项目。
多个，＂电解槽碳渣综合利用研究应 ｜ 西北铝着力建设特种行业铝合金材料产
用＂获中铝公司＂金点子＂荣誉。 业化项目和为ｃ９１９大飞机配套建设的
【产品结构调整】金川集团高 １５００吨拉伸机等项目。甘肃稀土公司
｜合金ＣＨ２１３２棒材、ＣＨ６２５焊丝、超

罗公司第二大股东，成立香港贸易公
司，为借助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优

势、拓展国际贸易业务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柔性矿物绝缘防火电缆等７种
新产品、新材料完成试制；５万吨高

完成氨氯废水资源化利用升级改造项 ｜档电解铜精项目开工建设，助推公司

薄高精带材等项目初见成效，纯镍真 目、稀土精矿氧化培烧技改等１６个 产品进一步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空＋电渣工艺、冷轧热轧工艺优化、 项目。
２０１８年全年申请受理专利１６３件，授
低成本原料利用等项目取得实质性突 【节能减排】金川集团将节能关 权专利１０１件，ＣＳ超导电缆导体生产

破。自主开发的系列镍钻锰三元前驱 键指标分解到工序一级，对燃烧、加 ｜方法菜获中国优秀专利，技术增量项
体产品，市场占有率正在逐步提高。 热、驱动、换热、废热等用能过程建 目创效１２亿元。公司荣获＂国家知

白银公司与九江德福、省国投、兰州 立操作层面的控制标准，实现能源管 识产权示范企业＂。
新区合作建设２万吨锂电铜箔项目， 控的精细化和持续优化，电解镍综合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完成固定
加快向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延伸．白 能耗降至３．４６Ｍ４吨标煤吨，可比综合
资产投资１０４２亿元，同比增长
｜工业｜１９５

利润３１．５亿元，税金２８亿元。生产有
色金属及新材料产品１４８．３万吨。公
司位列２０１８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第８７

位、中国企业知识产权竞争力百强第

ａｒｗ科有图公ａ万Ｖ／文信电ｓ银ｔ建液ｓ

３０位。

｜【战略体系】２０１８年，制定《高

甘肃

质量发展的方向、思路及举措》，确

ａ０

二项＂支撑体系。编制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实施方案》，安排
｜实施项目近６０个、计划投资１１７亿
元，多管齐下盘活闲置资产和提高公

｜定高质量发展的＂八组＂指标和＂十

年鉴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司整体资产利用率，多措并举推进绿
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

｜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的银有色集固最份有限公司与江两九江选辐、甘肃着国权、业州新区校 【企业改革】修订公司章程，健
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修订会议
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甘肃统福酬村料有限公司，建设年产５万吨高档锂电池电解例箔
管理制度，保证公司党委前置研究讨

在兰州新区举行开工奠暴仅

隐患问题。安全生产视频监控平台建 论、董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经理
１０？？秘鲁尾矿选铜项目实现达产达附
｜标，产出铜精矿含铜金属１．９５万吨、 ｜ 成运行，安全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效提 层执行及协调落实各项程序规范有
铁精矿６５万吨，在秘鲁树立起资源综 ｜升。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 序。全面组织修订子公司章程。重点
合利用＂金字招牌＂。铜冶炼技术提 ｜神，加大日常检查及环保专项督查力 领域改革稳步进行。编制实施公司
｜升改造项目和厂坝铅锌矿３００万吨扩 度和频次，重点开展困体（危险）废 《整体上市总体方案》和工作清单。
能项目部分工程建成：小铁山八中段 ｜物、无垃圾专项检查及＂三废＂治 制定落实公司《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双百
以下深部开拓工程等４个矿山改造项 理，排查整改１１７项隐患问题，环保 行动＂实施方案》。完成铜业公司改
日按计划顺利推进，发展后劲不新增 设备＂三率＂指标达到１００二氧 制、矿山工程资产整合注人工程建设
｜强。加快验收评价转固，规范项日后 ｜化硫年排放量同比减少３６０吨，废水 公司。撤并整合１５家子公司及驻外机
评价，厂坝铅锌矿重金属污染治理等 排放年减少５５万吨，节标煤１．１万 ｜构。建立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优化
１４个项目完成竣工验收，３４个项目完

｜ＫＰＩ指标设置，扩大风险抵押范围，

吨，节水５０万吨。

绩效管理实现全员全过程。龙首公安
分局、＂三供一业＂移交地方政府。
题加快解决。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工作分类推进。
全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改革管理】全面梳理现行管理
【科技研发】镍铳短流程精炼工
【经营业绩】２０１８年，实现背业
制度、业务流程，精简内控制度１００
艺试验完成浸出除铁工序中试。中低
｜项，内控体系的完整性和实用性得到 收人２１７７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８６０
提升。白银、天水、陇南三地区＂三 亿元，实现利税总额５９．５亿元，其中 压连续合成颜基镍技术取得重大突
供一业＂涉及资产移交当地政府，红
鹭纸业公司完成＂处僵治困＂，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推进卓越绩效管
理，通过甘肃省政府质量奖评审。
｜成后评价，项日后期管理中的突出问

《供稿：周字；

｜＂５Ｓ＂管理逐渐成为日常习惯，生产

现场环境明显改善。测量体系管理取

得国家ＡＡＡ级认证。依法依规信息披
露。基础管理中的薄弱环节正在逐渐
强化．

｜【安全环保】开展主体责任落实
｜年活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全覆
盖。狠抓外包施工队管理，排查治理
全森达选矿厂

１９６Ｉ工业

破。贵金属二次资源回收处理技术实 系通过监督审核。推行全员设备管 辅助设施，完成２００ｋＡ系列铸造生产

现产业化应用，采制样系统投入使 理。推行＂模型指导经营、经营验证 线技术改造项目并逐步达产达标，新
用。Ｋ４１８高温合金技术实现产业化。 ｜模型＂项目管理。积极推进全面风险 ｜增铝合金棒产能８万吨，公司合金化

大直径（０４４０ｘ中２６０ｍｍ）白铜空心锭成 管理和依法治企，重要领域内部审计 产能达到３万吨年，产能合金化率
功浇铸。有色金属新材料中试平台、 ｜无盲区。修订制度７１项。全员培训率 ｜达到８６成为中铝集团合金产能与
废旧锂离子电泡回收中试平台建成投 ｜达到６６？？应收账款清理取得进展。 合金化率最高的电解铝企业。投资
用。镍钴新材料创新中心通过省工信 政策学习利用得到加强，综合受益 ５０００多万元，实施南厂区供暖系统优
｜厅验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１２项。 １１．２１亿元。＂矿产镍＂被评为部级 化节能改造等５个大能源项目，年化
获专利授权４２９项。制修订国家标准３ ＂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公司荣获全 收益近２０００万元。推进大修渣环境问

｜国＂２０１８质量之光——质量标杆企 题挂牌督办整改工作，超常规推进电
｜【项目建设】西一采、西二采分 业＂称号。
解铝大修渣无害化生产线项目，仅用
（供稿：谢冬梅） ５３天时间完成项目建设，处理后的无
｜别供矿２０万吨和１２６万吨。东部贫矿
｜项、行业标准１４项

提前３个月投产，供矿１６万吨。二选

中国铝业兰川分公司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生产铝产

｜扩能降耗磨矿系统、３千吨年四氧化

三钻、５千吨年钻盐溶液扩能改造（一

甘肃

年鉴

２Ｏ
ＧＡＮＳＵ

｜害化渣达到国家１类固废一级标准
要求。

【技术创新】完成中铝科技专项

期、３．５万吨年硫酸镍技改、１千吨 品３９．８８万吨，生产碳素产品２０５５万 １项，科技项目１项，组织实施公司自
年铜箔试验线等项目建成投产。深部 吨，发电３６．３５亿千瓦时，累计销售 主研发项目３项。ＦＨＥＳＴ技术推广项
开采工程、３万吨年三元前驱体、金 铝产品３９．９７万吨，实现产销率、货 目。获得资金支持４１５０万元，为公司
大修槽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保障。智
｜何搬迁、２千吨年覆钻正极材料、印 款回笼率两个１０％，

【管理改革】２０１８年，争取国家 ｜能化精确出铝系统开发与产业化示范
进。金森达铜矿实现达产达标。夏日 和中铝总部政策支持，有序推进＂三 项目。该项目完成２００ｋＡ全部８台多

尼ＷＰ红上矿、穆松尼等项日抓紧推

哈木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和精矿包销协 供一业＂移交改造，按期完成企业办 功能天车上精确出铝系统的安装和调

议。红土镍矿项目正常推进。＂经济
模型＂对标管理见到实效。依托海外
资源项目基地，辐射带动矿山建设、
工程建设、加工维修、信息自动化、

｜社会职能的剥离。压减三级法人企业 试工作，提高电解生产装备和管理水

兰州兰铝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根据中 平。批复立项自主研发项目３项，批
铝总部深化管理改革的统一部署，公 复总经费９７０万元。＂电解铝槽阳极测

司已完成＂分转子＂改制，全资子公

高更换系统的应用与研究＂、＂电解一

｜技术集成等业务＂走出去＂。完成包 司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已领取营业执 厂多功能天车加料系统改造＂、＂科１、

头华鼎股权重组、中国金川股权回 照。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开始，以兰州铝
购、金川香港债转股。金川国际进人 业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节能减排］２０１８年，开展节能
＂深港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２炉磨煤机分离器改造＂项目完成项
｜验收，研发项目取得明显成效。
（供稿：曾海宏）

＂南向通道＂、＂飞地经济＂建设。对 降耗，降低用能成本，能源消耗指标

外股权投资４．９９亿元，股权融资２９．６９ ｜稳步改善，总能耗降低２９３０８吨标煤

耗，产品综合能耗降低００１Ｉ吨标煤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攻坚 吨，节约能源４３８６吨标煤。全年累计

亿元。

中铝连城分公司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各项经洋
｜ 技术指标稳中有升，其中电流效率同

｜行动】２０１６年以来，连续开展＂提质 开展新能源替代发电１９８４亿千瓦 比提高０．０８？？？铝液综合交流电耗同
｜增效、转型升级＂攻坚行动，为实现 时，减少标煤消耗６７．２万吨。电解铝 比降低１６１．４９千瓦时吨铝，氧化铝
｜逆势企稳回升、整体扭亏为盈、平稳 大修洁无害化生产线建成投运，公司 单耗同比降低９４５千克吨铝：氯盐单
健康增长的＂三级跳＂奠定坚实基 中水、脱硫废水和浙青烟得到彻底整 ｜耗同比降低２．０３千克吨铝；阳极毛

础。８月初，制定《＂提质增效、转 治，公司各类污染推放总量逐年持续 ｜耗同比降低９．６４千克吨铝。进一步
型升级＂攻坚行动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安 下降、均满足地方环保部门下达总量 优化内部资源配置，推进电解铝液合
排意见》，次第确定１３项战略举措， ｜指标及中铝总部排放指标要求。其 金化，成立６０ 吨腐锭线生产事业
｜接续推进６２项重点工作，压茬落实 中，４月以来凌水外排量保持为０。通 部，扁锭产量完成１００８万吨，同比
１４１项目标要求。
过公司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有效推 提高１７．７３？？？资１００余万实施３
开展安全生产＂四大＂专项行 进，内部及周边区域环境质量及承载 万吨铸造合金锭和铝灰处理生产线，
动，推进环保标准化体系建设，市区 力得到持续优化和改善。
合金总产能达到３１万吨。构建生产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三标管理体
【项目建设】利用旧厂房和相关 ｜辅助废料的循环利用产业圈，通过炭
工业｜１９７

渣火法熔炼和湿法浮选两条生产线， 施铝锭在线计量打标系统，实现铝锭 业数的１１．２其中亏损企业６２户，
｜ 在炭渣中提取电解质４６９６．５３吨，实 垛在线计量及在线激光打标，减少钼 同比增加１户，亏损面２８８？？？业
｜现对炭渣的综合利用；建设智灰利用 锭下线义车转运流程；实施电解精准 人员６．５７万人，资产总计１５６９４７亿
生产线，实现铝灰全部内部利用，提 出铝系统，铝水平更加趋于稳定，推 元，同比增长１Ｌ３２？？？成工业总产
｜炼铝灰窿４６０吨；建设完面料磨粉生 进平稳管控电解槽工艺，有效减少电 值１４２０．０５ 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０％；

产线，实现完面料和磨粉料回收利 解槽效应，延长电解槽使用寿命。同 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０２．５７亿元，同比增

甘肃 用。开展降本增效，实施＂４分钱降
本＂专项行动，通过提产、降耗、节
年鉴 约费用降本１．６亿元，折合电解铝用

２

中铝材料应用研究院苏州分院深度合 长２１．７０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作，开发高附加值合金产品，丰高产 工业增加值的３４．９３较上年同期降

品结构。成功试制多种规格的高铁、 低１．８个百分点。

【生产经营】全行业主营业务收
电价格３．２１分纤瓦时。由于用电价 偏高铁大合金锭产品，质量得到客户
ＧＡＮＳＵ ｜格高，企业经营亏损严重，７月１８ 肯定，为廷伸合金产业链、进入高端 人１４２２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９８％；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利涧总 额７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日被迫对５００千安系列实施弹性生产， ｜合金领域迈出坚实的步伐。
｜【环保管理】建立四级＂河长＇ １１４６４？？？金总额２８１．１２亿元，同
至８月１８日累计停槽１２０台，停产产
能１３万吨。１１月６日，兰州供电公司 责任制，进一步规范固废和危废管 比减少４．９３．９３？？？缴增值税７１．８９
采取去负荷不恢复措施，连城分公司被 理。实施工业、生活垃圾场安全、环 亿元，同比减少１２．７９？？
《供稿：刘少鹦）
迫继续停槽减少负荷，第二阶段弹性生 境隐患治理等一批环保项目；加强无
产开始。１１月２７日５００千安系列２８８ 组织排放和小散乱污治理，坚持排查
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
台电解槽及辅助生产系统全部退出生 环保隐患，共排查和整改环保重点问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加工原油
产、退出电解铝产能３８８万吨。
题１８３项，＂小散乱污＂问题４６１
９２７万吨，比上年度增加４６万吨，生
【投资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 年，固 项，无组织排放、物料扬尘、乱堆乱
定资产投资８２０６万元，重点围绕安 放等方面的问题得到有效治理。紊贴 ｜产汽油、煤油、柴油总量６４８９万

全、环保、质量攻坚战开展实施，环 电解、炭素、熔铸等生产实际，从质
保领先的发展战略初步实现，智能化 ｜量间题整改、质量制度提档升级、操
｜信息化水平整体提升，企业竞争力明 作标准提档升级、操作行为提档升
显增强。其中炭素焙烧烟气净化系统 级、设备提档升级、质量事件管控六
｜升级改造和成型沥青烟气治理项目投 个方面夯实质量管理基础。开展＂质

｜资２００元，采用国内先进的半干法 ｜量月＂和ＱＣ活动，提升全员质量意
吸副和纲气焚烧治理技术，达到国内 ｜识，在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督

吨、乙烯６４４万吨、合成树脂１０６５

｜万吨、合成橡胶１６．５万吨、炼油催化

剂５万吨，分别完成年计划１０３？

１０７？？９？？１００４？？１１０？？

１２１炼油化工业务２８项技术经济
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０亿元、比上年度增加Ｓ８亿元，税
费１４５亿元，连续十年成为甘肃省纳
税超百亿元企业；炼油化工业务盈利
２０．１６亿元，全面完成中国石油集团公

炭素同行业领先水平，获甘肃省冶金 导组的质量攻坚战评价中，连城分公
有色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司８个二级单位达到＂良好＂水平。
【科技成果】２０１８年，提高知识 【节能减排】２０１８年，生产能源
产权创造能力，共申请专利３６件， 鹑耗总量１０３．１９万吨标准煤。原铝液 司下达的指标任务。
其中发明专利９件；授权专利２７ ｜交流电耗较能耗限额降低１９４千瓦时／
【生产经曾】２０１８年，中石油兰
｜件，其中发明专利７件。申报甘肃省 吨铝，铝产品综合能耗１．６９６ 吨标煤 州石化公司炼油业务推进＂控油增
有色金属冶金协会科技进步奖１７ 吨。完成２００千安焙烧净化系统升级 化＂＂增汽降柴＂工作，催化油浆进
项，获奖１１ 项，其中一等奖３项、 改造项目，解决培烧系统污染物不能 焦化装置加工９．７万吨，乙烯重油进
二等奖４项、三等奖４项；向甘肃省 稳定达标排放的问题；采用蓄热式热 焦化装置加工４４万吨，炼油黑色产
总工会推荐优秀科技成果５项，有１ ｜力焚化炉技术完成５００千安沥青熔化 品收率３．１３？？比上年度下降０２１个
项荣获第十一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 烟气净化系统的改造，实现炭素系统 百分点，液体黑色产品实现零出厂，
新成果三等奖。首创电解铝企业装备 全部排放物达超标排放。
柴油汽油比降至１．３９，航空煤油产量
（供稿：康会林 王冬生） ８６３万吨创历史新高，生产高效产品
智能运维平台，该平台获得经国家工
业和信息化部授权的中国船级社颁发
９８汽油 ７６万吨、低凝柴油１４６万
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石化工业
吨：化工业务提高产品附加值，络系
｜还获得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届
聚乙烯、医用聚烯烃、车用聚丙烯、
创新创意大赛商业领域实用创意类别 ｜【既况］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
一等奖。利用高校科研资源，合作实石化企业２１５ 户，占全省规模！

１９８工业

｜丁腈橡放、炼油催化剂等产品产量效

益实现＂双提升＂：统销产品产销率

９９．８自销产品产销率１０．６？？直 石油炼油化工业务前３名，炼油综合 ｜现场复评。推进炼油能量系统优化、
销率６４？？价格到位率９９．９？？全年 ｜ 能耗首次降至６０千克标油每吨以下； ｜乙烯装置能量优化等重点项目，累计
组织开展１１项专业系统对标管理，生 完成１８项炼油化工产品质量攻关，中 节能２．０４万吨标煤、节水４５．５６万
产经营管理类一、二级对标指标完成 控合格率分别为９９．８４？？９９．１５炼 吨，超计划完成任务。落实开源节流
率分别为８６４？？７４．１？５项创历 油与化工在线质量仪表替代率分别为 ｜挖潜增效专项攻关方案，炼油、化Ｔ
史最好水平，１７项关键指标进人中国８８？？８０顺利通过甘肃省质量奖 ｜完全加工费比上年度分别降低４１元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甘肃省石化行业主经济指
指林名称

单位

１－１２月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用比％

｜主营业务收入

化无 １４２２８８

１２１６．３４

２０６５４

１６９８

工业总产值

｜亿元 １４２０．０５

１２２２．ｏｃ

１９８．０５

１６２０

｜工业增加值

化ｔ

６０２５７

４９５．１０

利润总联

亿元

３４．６８

资产总颖

７４４
化元 １５６９４７

１４０９．８６

１０７４ ２１７０
３９．７６ １１４．６４
１５９６１ １１．３２

应缴增值税

亿元

７１．８９

８２４３

税金总颖

化元

｜２８１．１２

２９２６１

－１０．５４
－１１．４９

－１２７９
－３．９３

吨、１２８元吨，炼油吨油辅材比上年 甘肃
度降低６．５４元，实现挖潜增效１６

年鉴

｜亿元。

｜【安全环保】］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２０ｇ
制和ＨＳＥ目标责任，杜绝一般Ｂ类及 ＧＡＮＳＵ
以上安全事故，环保事故为零，获得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质量安全环保节能
｜先进单位。建立高危、风险作业清
｜单，作业许可管理实现电子化，强化

现场、专项和装置监督，公司、分
厂、车间三级危险作业监督覆盖率分
别为５７？？８９？？１００？？加强隐患
排查整治，完成８项重大、２６项一般

安全隐患治理，整改各类问题１２００余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甘肃省石化重点产品产量表

产品名称

天然原油
天然气
原油加工量
硫酸（折１００％）

盐酸（含量３１％＇

单往 ｜

运

浓项酸（折１００？？

１－１２月累计产量
本年累计｜去年累计｜同比增或｜
比增减｜同比±９
｜８５９．８０ ８２６．７３ ３３０７
｜４００

２３０ １２３ ［１０ ｉ９

｜环保污染物排放总量ＣＯＤ、氨氮、石

４５６ １９

｜油类、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
｜尘、固废比上年度分别下降１４．６５？？

［４０．０４
｜４８６．６５

电石（碳化钙折３００－升克）｜

１８．４９ １７ １
１３．３８ ［Ｂ５１
１９１９
８３．０７

｜乙烯

精甲醇

Ｂ经

合成氯
上学肥料总计（新辨
化学农药（折１０％）

涂料
初级形态塑料
其中：泉两烯树脂

聚象乙烯树脂
合成禄胶
化学试剂

１４１．移 ｜－１４

ａ
４

烧碱（氢氧化钠１００％）

２ ９５

别

天

万吨

项；推进装置ＨＳＥ标准化达标建设，
达标验收１４３套，达标率９８？？开展
环保网格化监督监测管理，加强
ＶＯＣＡ排查治理，完成项目峻工环保
验牧８个，建成投运１６个环保项目。

５Ｎ ４３０
－３％

部
１９７

０９

量监

１２２ ｜
２２｜｜万３
２５７９｜１
｜４５６
５０１３｜

．０．１０

．５

Ｂ１９
４７

１９｜１１２９
１６５９｜１４４｜２

６１６６

３１４
书８

５

－７０９４

１７１
９为

５０
．ｏ

｜１１９｜７刀３４０｜３６４０ ｜ ４８０

１１．１４？？８．４０？？１２２１？？１３．４８？？

６．０６？？３７．６８公司被评为甘肃省
｜环保诚信单位。

【项目建设］推进重点项目进
展，公司长庆乙烷制乙烯、２４万吨／

年乙烯产能恢复项目迈出实质性步
｜伐，长汀催化剂项目建设提速，９０万
｜吨年催化荣油加氢改质项目转入工程

实施，公司输送中川机场航空煤油管
道建成中交，３００万吨年重油催化
｜ＭＩＰ改造加快推进，４０万电年润滑油

加氢等一批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新建２０万吨年烷基化装置开车一次
成功，完成国Ｖ汽柴油生产技术改造
和工艺优化、提前４个月实现汽油柴

油国Ｗ升级目标。争取中国石油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８８亿元，完成２０３个投
｜资项目后评价，累计投资１０多亿元建

工业｜１９９

成中交炼油催化剂三套微球尾气回收 优化二次物流配送，强化配送运距管

甘肃
年鉴

２

＂两个三年＂＂两个十年＂网络发展规

治理等３２个项目，竣工验收６５项、 理奠定基础。
划，为甘肃公司可持续发展奠定基
完成率９４．２？？
依托地市公司网点优势，充分转 础。科学、协调部署双层罐改造工
【科技创新】加大新产品开发力 变经营理念，扎实做好终端开发工 作，统筹提量、非油、形象、亮化、
度，开发新产品３６个、市场推广新产 作。扩充客户经理队伍，加强个性化 安全隐患及维修等全部改造内容，全
品１０个，薄骧注塑料占２５？？上市场 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高度重视 年共完成防渗统筹改造在营站点３４

｜份额，医用聚烯经产量比上年度增长 批、零联动，实现直分销与零售整体 座，在营站达标率６３？？

１０２？？市场占有率３０车用料产量 增量。着力开展油非互促、联量考

（供稿：高郑）

｜比上年度增长２００生产各类新产 核、客户名单制管理、客户走访及队

中石油西北销售公司
品２３．３万吨、增效１．８２亿元。３个国 伍建设等专项工作，实现直分销量的
ＧＡＮＳＵ 家级科研项目、７个集团重大科技专 有效增长。
【概况】２０１８年，中石油西北销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预、２０个中国石油股份公司常规项 保持油非互促常态化，全年开展 售公司销售油品５１８６万吨，调运油品

目、８５个公司级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四档季节性主题油非互促活动，以及 ８６３４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３４４８亿元，

｜３项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二 重大节日主题式营销，灵活运用线下 缴纳税费７．３亿元，安全环保实现
等奖。推进信息化建设，中国石油集 充值赠礼、加油卡消费返券、微信线 ＂三个为零＂（工业安全生产事故为
团公司ＭＥＳ２０建成投用，完成５个专 ｜上发券等手段，推动销量稳步增长， 零、道路交通事故为零、火灾事故为
业管理系统信息集成，实现６项管理 全年油非互动累计投入２６６３万元，带 ｜零）。

制度＂五化＂、２４个流程考核自动 ｜动非泊品销售３２７１万元，全年实现非

｜【业务运行】２０１８年，中石油西

化。加快培育两级技术骨干人才、青 ｜油品销售７８６１．６０万元。其中核心商 北销售公司主要服务保障中国石油兰
｜年科技英才、公司技能专家、首席技 品销售２０００１３万元，同比增量９９．１５ 州石化、庆阳石化、玉门炼化、甘肃

师步伐，建成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万元，同比增幅８８５？？加强库存管 销售公司和各机场航煤需求用户。全
１个、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级专家工作 理，对２０１７年度不动销的商品及销售 年，公司认真落实＂保炼厂后路、保
室３个、公司级专家工作室６个、劳 额１０００元以下的商品进行筛选，淘汰 市场供应＂责任和要求，立足于产业
｜模创新工作室５个，在国家和中国石 ｜无效单品２３０９种，全省非油品含税库 链整体，想方设法足额接收炼厂资

油集团公司技能竟赛中取得４金８银１

存由年初的３０９５万元降至２５２７万
铜的好成绩。
元。强化供应商管理，全年淘汰所有
（供稿：梁永效） 地采供应意及一家省级供应育。
中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
引人多家供应商降低天然气采购
【概况】 ２０１８年，经营总量５２ 结算价格，顺应市场环境调整销价，
万吨，完成全年任务９６．１１同比下 保障资源稳定供应，实现扭亏增盈。
降０．１９万吨；其中成品油５０．１２万 加大宣传力度，推广ＩＣ卡营销活动。
吨，同比下降０６６天然气２１４５万 加大省内天然气点供直销客户走访力
方，同比增加２２７万方，非油品营业 度，全年共销售天然气２６３万方，实
额７８６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５实 现天然气点供直批业务＂零＂的

源，稳定炼厂加工负荷、服务保障省
内３家炼化企业生产成品油 １０６０万
吨，确保生产后路杨通。注重高效市
场开发，向甘肃市场配置成品油４２８５
万吨。公司作为兰州铁路局的第一大
客户，深化合作，全年公司在兰州局

完成运输４４８万吨，同比基本持平，
提高运输效率，增强兰州在西部地区
的物流枢纽优势。

【改革创新】２０１８年，中石油西
北销售公司编制＂智慧物流＂建设方

｜现全系统生产经营整体平稳运行的良 突破。
【网络布局］２０１８年，发展投营 案，稳步推进实施。原创的《石泊企
好局面。

【业务发展】组建零售学院，完 加油气站５座，年底开工在建项目１３ 业基于多体系融合的综合管理体系建
善培训体系，开展４期大型培训，覆 个，３个政企合资合作项目均在积极 设与实施》成果，荣获第二十五届全
｜盖两级公司零售线条管理人员及站 ｜推进之中，加大与高服司合作力度、 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国家
｜长，着力打造零售片区经理队伍，有 ｜已累计建成服务区加油（气）站２３ 级）二等奖，是公司创新领域状得的
｜效提升零售管理团队经营管理水平。 座，在建同道服务区加油（气）站项 最高奖项和荣誉。推进三项制度改
统筹资源配置，优化供应商结 目３座。依托扶贫、产业发展、总部 革，制定《二级单位机构设置及定员
构，科学把控外采，扩大集采和串换 支持等有利条件，全力以赴协调省发 标准》，推进机构重组整合，减少定
规模，提升外采创效能力。２０１８年全 ｜改委同意进行＂十三五＂规划中期调 员１３．５？？？行按编制核定奖金方
面开展运距复测工作，确保年度运费 整，并将原来的审批制改为市县备案 案，激发减员增效的主动性和积极
结算的准确性，为下一步降本增效。 制，网络发展环境将相对改善。制定 性；实现薪酬差异化分配，有效拉开

２００工业

主体、辅助、服务岗位收入差距；整Ｋ
ＫＩｇｌ 油藏高效勘探建产。鸭儿峡 成。汽柴油质量升级项目顺利实施，
合质量计量检测机构，成立质量计量 ｜Ｋｌｇｌ油藏两年部署６口探井，均获工 柴油达到国Ｖ质量标准，汽油达到国

管理部，有效提升机构运行效率。咸 业油流。柳北构造带展现出规模拗探 ＶＡ质量标准。转型升级积极推进。

阳油库被评为＂中国石油十大标杆油 潜力。按照近油源、扇三角洲前缘、 坚定推进８万吨年烷基化项目，加快
库＂。召开世界一流油库创建推进 裂缝发育带、顺断层定向斜井思路部 ｜重催项目前期准备，持续推动１０万吨
会，总结成绩经验，明确下步工作措 署，２０１８年柳北３井获工业油流。柳 ｜高端低凝液压油及特种油品建设项

施。完成公司在兰州和宝鸡地区＂三 北４并发现ＫＩｇｅｌ新油层。长沙岭Ｋｌｇｌ 目，取得不同程度进展
供一业＂分离移交协议的签订，稳步 油藏评价勘探继续取得进展。继长

【工程技术］２０１８年，中石油］

甘肃

实施物业采暖市场化改革，剥离企业 １９、长２０井获工业浦流后，２０１８年长 门油田分公司整体控亏０８２亿元、同 年鉴
｜办社会职能工作顺利推进。开展档案 ２１２井试油获得高产，年内累计产油 比减亏２０９６万元。外部市场收益稳中 ２０Ｉｓ】
｜标准化评价，推动档案规范化建设。 ３７０３吨。长１９区块新增控制储量３１０ 有增，承揽塔里木大修市场高附加值 ＧＡＮＳＵ
【投资管理】２０１８年，中石油西 万吨。

｜工作量，实现创收６２０４万元，同比增

北销售公司开展计量设施改造等８个
【油田开发】２０１８年，中石油玉 加２００万元；巩固扩大与昆仑燃气、
项目前期工作，推进西团油库消防控 门油田分公司完成７５６口停产油水井 西部管道、西北销售、西部钻探等外
制系统改造等３个隐患治理项目实 复查．治理恢复油水井６５井次；老君 ｜ 部合作市场，收人同比增加５３６万
施。新购置４００辆自备车提前３０天上 庙油田实施５６井次储层改造，增产原 元；机械厂超长冲程抽油机、抽泊泵
线运行，２０１９年３００辆购车指标获得 油１５９７万吨；鸭儿峡油田作业成本 首次进人辽河油田和大港油田市场。
【对外合作】中石油玉门油田分
｜提前批复。在６座油库推广实施无线 下降１０？？？化机采系统，综合节电
网络建设，在８座油库完成工控系统 ５８１？？？织百日上产会战工作量３９５ 公司加强与ＣＮＯＤＣ的沟通交流，乍
信息安全防护项目。公司申报的《面 井次，增产原油５７３９．７吨，增注水量 得上下游对口支持项目安全平稳，乍
向油库安全运营的工业互联网态势感 ２１万立方米。加快增储建产节奏。 得采油厂超额完成年度原油生产任
知系统》，获批为国家工信部工业互 ２０１８年投产新井３５口，新建产能 ｜务，乍得炼厂实现低负荷下开停厂安
｜联网试点示范项目。参与中国石油销 ｜１２４７７万吨。鸭西ＫＩｇｌ油藏１Ｉ口新 全、装置操作平稳、油品质量稳定的
售系统应用集成实践与推广，建设成 井全部投产，建产能４０３万吨； 目标。签订技术对口支持框架协议，
果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油库物联网 Ｋｌｇ１３ 四套砂层组投产均获工业油 巩固技术服务业务，获３个勘探开发
建设方案得到肯定，部分项目已纳入 流；老君庙冲断带滚动开发部署实施 研究项目工作订单。中标１２套游梁式
中国石油销售公司物联网建设总体规 １６口井，建成４万吨生产能力；酒东 抽油机系统配套合同，机械产品首次
划。兰州、新疆监督检验站顺利通过 Ｋ１ｇｌ 油藏新增含油面积４．１平方千 打人乍得市场。开展文化交流，发挥玉
国家实验室认可第四次复审。 ｜米，控制储量３１０万吨。加快环庆区 门油田精神教育基地和传统文化优势，
ＬＩＭＳ２０项日在３个质监站和７座油库 块建产。采用＂平台式布井、工厂化 中油国际西非公司员工到玉门油田开展
全面实施。
｜作业＂集中钻井、集中投产方式，全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形成初步方案。
【安全环保】扎实推进ＨＳＥ体系
（供稿：高越） 年建成４０个平台，其中１５个平台具
备部署６０口井的条件，组织钻机１９ 建设，审核问题数量逐年减少，综合
中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
｜部，完钻新井７２口，投产１９口，日 ｜ 排名持续靠前，重点领域风险得到管
【油气勘探】２０１８年，中石油玉 产水平由接管初期的４８吨上升至年 控，挂牌督办的安全环保隐患治理项

门油田分公司油气勘探执行＂深化酒
｜泉、突破雅布赖，滚动展开环庆＂的

底的５９吨，全年生产原油３６１８吨：

目全部按期完成，油旧各类废水处理

【炼油化工］２０１８年，中石油玉 设施平稳运行，采出水处理后全部达

勘探方针、新增探明储量３１１万吨， 门油Ⅲ分公司完成利洞４５亿元、比 标回注，作业废水统一收集转运、集
新增控制储量３１０万吨，新增预测储 预算增盈２亿元、同比增盈０２６亿 中处理，废水实现零排放，炼化废水
量 ３５５万吨。环庆区块助探准备充 元。关键经济技术指标进步明显。综 稳定达标，回用率持续保持在８０？？
分。２０１８年环庆区块按照＂整体部 ｜合商品收率９２６９？？同比提高０８２个 上，各类废气排放全部达标，主要污
｜署、分步实施、滚动建产＂原则，由 ｜百分点，原油综合损失率０５８？？同 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涉及国家保护区
北向南、自东往西，滚动勘探开发， 比降低０１８个百分点，两项指标摆脱 勘探权退出任务全部完成，涉及省级
侏罗系发现三个有利区带，三叠系控 长期以来对标排名落后的局面。吨油 保护区及环境敏感区油气设施全部按
制东部２个砂带，准备出侏罗系建产 ｜利润完成２２元、比预算高９元、同 计划完成整改。
区３个、长８建产区４个。鸭儿映 ｜比提高１２元。产品质量升级顺利完
【经营管理】中石油玉门油田分

工业Ｉ２０１

舅
甘肃

公司清理整顿商铺、商场出租管理， 同额均有增加，各单位在社会项目承 ｜３．１亿元；利润总额１４．１亿元，同比减
规范零星物资采购管理，规范驻外机 揽方面持续发力。三个农场通过改善 少１．９亿元；截至年底，公司资产总
构房产管理，从严治理＂小金库＂， 经营管理方式，强化过程管理，生产 ｜额１４２２亿元，较上年末减少５．１亿
｜消除合规风险点。强化重点领域管 经营成本降韬明显，盈亏状况显著改 ｜元；资产负债率４２．８较上年末降
｜理，招标中心启动运行，实现招投标 善；四家酒店通过软硬件升级改造、 低０．８个百分点。

工作管办分离；推行＂招标选商＋电
子集中竞价＂新模式，提高采办效

年鉴 ｜率，采购成本降低８？？？化依法合
规管理，制修订制度４９项、废止３６

死 项，完善业务流程２９８项；强化法律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论证把关，公司重大决策、重大项日

法律审核率达到１００？七五＂普法
培训宣传覆盖面达到１００？？落实国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华亭煤业集
销售模式创新，入住率、营销额实现
＂双提升＂
团有限责任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产业结构调整】综合发展地勘 制落实年＂活动，开展安全生产标准
主业 省内首个煤层气排采试验井，韩 化建设和安全高效矿井建设，６对生
家户沟一马家台项目钻进１２４６米，预 产矿井通过一级标准化考核验收，９
测含气量１０亿立方米，对海石湾地区 对生产矿井通过特级安全高效矿井验
煤层气资源赋存研究和开发意义重 收，标准化和安全高效建设工作走在
大。兰州市中心地热资源普查项目钻 行业前列。积极开展隐患排查和＂三

｜务院国资委和集团公司的政策要求， 探深度３０００４８米，最大出水量约 违＂专项整治，严格落实＂一通三

４家特困企业和２家困难企业的专项治 ２１８７立方米天，井口水温６７９℃，水 防＂、提升运输、冲击地压和水害防
理目标完成。加大资产资金管理，全 ｜质水量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为拓展 治等管控措施，推进员工素质技能提
年计提资产减值１６亿元，报废油气水 深井地热钻探领域奠定基础，对促进 ｜升，深化安全培训国际交流，加强碁

并等净额１．５８亿元，年减少折旧折耗 兰州市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石油 层班组建设，广泛开展安全文化宣
６．７亿元，处置废旧资产牧人１５６７万 钻探规模和效益不断攀升，完成油井 贯，安全生产基础不断夯实，连续两
年实现安全生产＂零死亡＂奋斗目
元，油Ⅲ公司总部存教同比增长 ５口，进尺１３．３万米。
【产业拓展延伸】年度承揽岩上 标。加强生产调度组织，陈家沟煤矿
７１．１５？？达历年最高。落实国家税败优
惠、减免政策，全年减免税费２．３８亿元。
工程勘察与地基基础处理项目１９６ ８５１１工作面提前复产，大柳煤矿
（供稿：鲁建祥 王得虎 ｜个；承揽实施灾害设计、评估和施工 １４０４大采高工作面实现联合试运转，
项目６９个；承揽土地确权、农房调查 华亭片区５对冲击地压矿井产能核定
煤炭工业
等测绘项目１３１个，引进六旋翼无人 通过国家煤监局批复，
机，攻克倾斜摄影测最技术及三维建
｜【提质增效】２０１８年，华亭煤业
【系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煤Ⅲ地质 模技术，并推广应用；投入５００多万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节约可控费用７３１６
局全年完成总收人６．６６亿元，完成考 ｜元购置先进设备，完成岩土建材、矿 万元，完成修旧利废２４５６１万元。强
核指标的１０２．４６？？？岗职工人均年 山安全、煤炭质量、环境检测等实验 ｜化采购管理，各级集采项日全部做到
室改造，煤质检测新增检测参数２６８ 公开招标。加强销售管理，煤炭平均
收入与上年度基本持平
【资源勘查】甘肃煤田地质局全 项，环境检测新增检测参数１２３项， 售价同比提高８．９元吨，完成铁路发
年共实施各类资源勘查项目４１个，其 矿山安全检验新增检测参数１３项。 ｜运量９８４万吨。全面推进非煤产业提
中非煤勘查项目２９个；提交煤炭资源 ｜ ２０１８年，签订勘察、环评、民建 质增效，煤制甲醇分公司积极对标行
勘查综合报告１８件，提交煤炭资源量 监理、矿井等合同金额６３００万元，完成 业先进标准，优化工艺流程，强化节
｜４２４亿吨。开动各类钻机９０台｜高阶段设计９７部、施工图６１０项。勘察 能降耗，煤耗、水耗较计划降低１７％
和５．３？？矿机、矿材完成现价工业总
（次），完成钻探进尺７．４万米；完成 设计业实现经营收人５５６０万元

测井４５６万实测米，二维地震物理点

６００个，电法生产点５５０个。完成煤

｜质、瓦斯、岩上等各类样品检测２２

万个（组），提交检测报告２２０份。

［业务收入】资源期查、地勘姐
伸和多种经营三大产业板块产值分别

占总收人的２６？？４５？２９？？与上

（供稿：郭燕荣）

｜产值１．８４亿元。

【企业改革］２０１８年，华亭煤业
华李煤业集团有限★任公司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推进人事机构改
［概况】２０１８年，华亭煤业集Ｅ 革，全年竞争上岗６批次、选聘副处
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原煤１６８０万吨，同 级管理人员３人、机关工作人员２４
比减少８７２万吨。销售商品煤１６８０７ ｜人，在各矿井设立地质测量科，优化
万吨，同比减少１３１１万吨；生产甲 ｜整合供应公司内设机构，解决机构人

年相比，地勘延伸业继续保持平稳增 醇４８．７万吨，同比减少１１３万吨；销 ｜员交叉重叠和管理资源浪费问题。圆
长，承揽的岩土工程勘察、桩基施 售甲醇５０．２万吨，同比减少９９万 满完成企业法人层级压减、＂三供一
工、地灾治理、测绘等项日数量、合 吨；营业总收人７１．４亿元，同比减少 业＂移交协议签订工作。加强制度建

２０２Ｉ工业

设，认真对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管
理制度，对公司各类制度及时进行
｜＂废改立＂。加强风险内控管理，建立

（供稿：张永焘）环保设施、实施环保治理工程。累计

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碍
投资２３９亿元，综合治理燃煤锅炉８３
【概况］２０１８年，靖远煤业集团 台、研石山２２座，建成污水处理站１２

健全风险内控管理的制度体系、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原媒生产百万吨死亡率 个，开展刘化公司污水处理系统改造
｜体系和风险评估、预警、管控机制， ０２１，同比下降５０未发生较大以 ｜项目，完成白银热电二号机组剩气超
定期组织开展风险内控测评，严控各 上事救；电力、化工、基建施工及地 低排放改造、王家山镇煤海络建设和
类管理风险的发生。

【科技创新】华亭煤业集团有限

面单位无重伤以上事故；企业安全生 海子滩煤场绿化工程，有效落实企业 甘肃
产形势稳定向好，创近三年最好水 环保主体责任。

责任公司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推进，宝
１项，甘肃省专利二等奖１项。完成９ 积山矿关闭退出工作顺利完成，职工
｜对生产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得到妥善安置，矿区社会保持和谐
华亭煤矿３０００米超远距离供电供液线 稳定。
｜工业总产值８４．１５亿元，同比增
路投用，山寨煤矿井下变电所无人值
守系统完成安装，东峡煤矿等２对矿 长１６８３万元，增幅０２？？？业收入

｜【生产组织】安全装备总投资

年鉴

８．０６亿元，用于矿井运输系统远程集 ｜２０１９］
中控制改造、供电系统防越级跳阔光 ＧＡＮＳＵ
差保护装置研发应用、轻放工作面端
头支架配套技术研究与设备开发应
用，完成４个地面泵房、６个地面变电

｜井智能煤流系统完成建设，陈家沟煤 ５５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７亿元，增辐 所的自动化远程监控无人值守改造和
矿等３对矿井变电所无人值守系统完 ５．１？？？润３．５２亿元，同比增长 ４对矿井的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更换

成建设，马路沟煤矿主排水泵无人值

１１８８亿元，增幅５０９８？？？电量

｜矿井主运输系统轨道１４万米，完善
守系统完成建设。＂互联网＋＂、工艺 ｜３１８亿度，同比增长５．７亿度，增幅 矿井提升运输系统安全设施和保护装

装备技术创新工作室被认定为华能集 ２１．８４？？？产总额１８６８９亿元，同比 置。开展技术攻关。与科研院所合作
｜团基层企业技术创新工作室。
增长２８９亿元，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研发《矿井 ＫＲ 型卡轨乘人装置研究
【项目建设】华亭煤业集团有限 值；职工收人实现恢复性增长，在岗 与应用》等８项技术攻关项目。与中
｜责任公司聚丙烯项目主装置安装完 职工人均收入增幅１０３９％，
国工程院院上携手，创建靖煤集团院
成，公用工程取得上级批复。赤城煤 【安环管理】制定和修订＂主体 士专家工作站，为解决安全生产技术

矿项目矿建三期工程和地面土建工程 ｜责任落实年＂保障措施３６项、安全生 ｜难题搭建平台。
【生产组织管理］五个生产矿全
顺利推进。石堡子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产包保、安全生产责任划分等制度１０
具备蓄水条件。安口南集配站改建工 余项，全年开展专业和随机检查１００ 年完成煤炭产量９５．１３万吨，掘进总
程完成投资２１０１万元。煤制乙二醇项 余次。投人费用１０３６１６万元，补充进尺２９１００米。完成８个大断面切
目和神峪河铁路装车站项目分别完成 教护队员３６名，精心组织开展大口径 眼、８个工作面安装、９个工作面初采
预可研报告和投资机会研究报告编 ｜教援钻机试钴演练，参加省安监局组 ｜初放、５项巷道维修工程；施工防治
制。东峡煤矿等６对矿井生产区锅炉 ｜织的运距离长途实战演练３次，赴陇 冲击地压钻孔２５万米，完成瓦斯抽采
除尘脱硫改造完成环保验收，郭家沟 ｜ 西开展汛期抢险教援。按照原国土资 钻孔３０．９万米，抽采瓦斯４６００万立方
渣场工程取得平凉市环保局环评批 源部《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米。刘化公司根据液氨、复合肥盈利
复，矿区封闭式储煤明等工程建设扎 ｜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累计投资３５ ｜水平，抢抓市场回暖时机，调整生产
实推进，矿区环境持续改善。
亿元用于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完善 ｜组织和产品结构，提高产能利用率，

矿区外景

｜工业｜ ２０３

生产尿素３１万吨、复合肥６．３５万吨、 作，托管项目接续平稳，完成产值 子分公司（单位）有２５个，资产总额

合成氨２０８万吨。白银热电公司不断 ６０５１万元，为在新疆生存发展打下基 ７４．５６亿元，在册职工１１８１９人。
优化设备系统，完成１、２号机组Ｃ级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窑街煤电

检修，强化推修保养，保证机组安全

【深化改革】围绕年初确定的Ｉ（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原煤５６０．２万吨，
平稳运行，抢发外送电量３３亿度， ｜项改革重点工作任务，推进＂三项制 油页岩９０万吨，完成年计划

累计利用小时数高于全省火电平均 度＂改革。编制完成机关＂四定＂方 １１２．５？？？成工业总产值５３．３亿元，

甘肃 水平

｜案和＂三项制度＂改革方案。制定
【经营管理】严格按照＂两俱 《２０１８年工资考核结算办法》，完善收
年鉴 于＂原则控制薪酬水平，成本利制率
｜人分配调控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初
２０１９｜ ６．７４较省政府国资委下达指标提 步形成职工收人能增能减的绩效考核
ＧＡＮＳＵ 高０．７４个百分点。＂两金＂占流动资 分配机制、工资分配差异化的有效激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产比重１９．５完成指标任务，同比 励机制。
【上市公司管理】规范关联交易
｜降低４０３个百分点；应收账款较年初
降低０．２６个百分点，存货占用较年初程序的预计、执行和检查监督。及时
降低３．３６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 联系各部门收集资料，编制和披露募
｜５３．１达到行业优良水平。
集资金使用定期报告，推动资本运
｜ 【物资采购管理］不断加大物资 作。组织外出推介交流活动，进行一
盘活和串换顶抹力度，处置积压物资 对一拜访，一对多路演，开展投资者
４１２万元，代储代销３２３０万元，组织 ｜网上集体接待，答疑解惑，宣传公司

同比增长２４４？？？澜３．５６亿元，同

比增长３９．１１？？？业收入３６４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８２？？？缴税费５．５
亿元，同比增长６．８？？

［安全管理】落实全国、全省煤
矿安全基础建设推进会和省市关于安

全生产的部署要求，积假构建风险分
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质量达

标＂三位一体＂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
体系，大力推进＂一优三减＂和＂四

化＂建设，全面推行＂人人都是班组

｜长＂全员自主管理班组模式，加大安

全投入，注重源头管理，落实主体责
招标３３次，节约资金５４５２万元。特 自身优势与核心价值，提升投资者关 任，狠抓灾害治理，加强教育培训，
｜困企业治理专项行动。制定工作方注度。
严格责任追究，杜绝较大及以上人身

案，细化措施，全方位降本增效，刘
【产业结构调整】推进重点项Ｅ 事故。
化公司实现产值９亿元，减亏 建设。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８亿元， 【深化改革］２０１８年，改革工作
５１４３？？？河公司实现产值７８００万 同比增加９０６．７万元，开展矿井技术 从六个方面进行全面安排，确定５４项
｜元，盈利３．２５万元。完成减亏５０？？ 改造、维简更新和国投救援装各配套 ｜改革任务，重点从供给侧结构性改
治理目标。应对市场，加强营销工 等项目建设。白银２×３５０ＭＷ热电联 革、规范董事会建设、＂三项制度＂
作。紧盯市场变化，适时召开价格领 产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景泰白岩 改革、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全员经营
导小组会议，研究应对方案，把握主 子项目核准资料通过省发改委预审， ｜承包等方面持续推进和深化。制定
｜动权，稳定销最售价。全年商品煤综 制约项目建设的矿权设置及产能问题 《董事会与经理层职权界定的规定》
｜合售价同比增长２１８８元／吨，年末 已提交省政府办公会议研究，正在积 《重要事项实行会审制》等一系列制
应收账款３．３亿元，达到预期目标。 极协调办理相关手续；清洁高效煤制 度，建立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
不断加强与中化化肥、省农资公司、 气综合利用项目完成可研报告编制， ｜业规章制度动态管理体系；建立中层
｜四川美丰等国有企业的合作，签订销 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矿用装备集 及以下管理人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
｜售战略框架协议，折宽销售渠道，实 团公司顺利解散，调整股权关系，减 度，成立集团公司调度中心和资产运
现顺产顺销，尿素售价同比提高 ｜ 少和优化管理层级，促进银河公司可 营部，完成民勤林场、劣质煤热电厂
２４１５？？积极与电网公司协调联系， 持续发展。
由工厂制向公司制改革，对救护中心
｜优化直供电量和标杆电量结构，实现

量价双增长，上网电价同比提高

（供稿：丁法义）

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节能减排】２０１８年，重点围绕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８
１０２３完成产值８．５亿元。各产业
天祝煤业公司扣除式退出祁连山自然
【概况】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百
充分发挥优势，提高经营效益。煤一
保护区，深入开展天祝矿区生态环境
｜公司完成产值６２４亿元，华能公司完 是由始建于１９５８年的窑街矿务局整体 整治与修复专项会战，完成天祝煤业
成产值１８亿元，洁能公司完成产值 改制成立的股份制企业，现已形成 公司三采区井下安全回撤、永久性封
１１０４万元，勘察设计公司完成产值 ＂煤炭、循环经济、非煤＂三大产业 闭工作和矿区憋煤锅炉改造、矿井水
｜９００万元。靖煤大厦加强债权管理， 综合发展格局和煤炭、电力、化工、 处理、研石山治理、雨污分离工程、
｜加大历史欠教清收力度，完成背业收 ｜冶炼、建材、物流六大支柱板块。截 ｜无组织烟气治理、固废危废处理等环
人３１２．７万元；伊犁公司积极寻求合 至２０１８年底，集团公司管理与控制的 ｜保工程，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和大气污

２０４Ｉ工业

染防治工作，污染物排放达到兰州市
下达的总量控制目标。
【项目建设】全年完成投资３．５８

｜评选审核工作，为１０多家建材工业提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建材工业 ｜高品质、创立名牌、成为标杆企业进

３６６户规上企业完成建材工业增加值 行现场指导和培育，４款新产品通过

亿元；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金河煤矿 １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９．４？？？营业务 专家评审备案登记，永固特种水泥有
配置资源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完成 ｜ 收人３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９．８？？？润 限公司等８家建材企业的８款建材产
｜各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天祝公 总额７５亿元，同比净增长２３．５亿元。 品人选甘肃省名牌产品，另有１家企
司３－１风井改造、电厂大热网供热管 ｜ ［主要建材产品产量】２０１８年全 业获科技进步三等奖。

印发《关于成立省列重大项目监
路计量改造、金凯公司错杆厂厂房搬 省规模以上建材企业，水泥产品产量
迁改造、铁运公司集配站货场９道站 ３８４７万吨，同比下降３９７？？？品混 管协调工作组的通知》（甘建材协发

｜台地坪硬化、金河煤矿大块走廊煤仓 凝土产量约１６３８万立方米，同比下降 ｜［２０１８］２４号）、《关于落实建材产业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ｓ

改建、海石湾煤矿上广场滑坡治理等 ８．６９水混排水管１６７千米，同比 ｜＂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主要工作措 ＧＡＮＳＵ
｜工程；抢抓机遇推进和盘活肃北吐

下降３５．５３水混压力管４４千米，同 施暨指导２０１８年重点建材项目建设的

鲁－红沙梁煤矿、２×３５０ＭＷ窑街低热 比下降２４．１４？？？泥电杆１０３万根， 安排意见》（甘建材协发〔［２０１８〕２６

值燃料综合利用热电厂、兴元公司 同比增长１？？？板玻璃产量约５３５万 号），通过安排专人重点跟踪和年轻

＂拆小建大＂、都街深部和海石湾媒矿 重量箱，同比增加３．７石灰石４８８万 干部挂职蹲点等措施，协调天水装配
深部煤炭资源开发等项目，肃北吐 ｜吨，同比增长５．５？？？膏板产量约 式建筑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等２０多个
鲁－红沙梁煤矿项目正在重新编制矿 ｜５４３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２４４？？？瓷 建材工业重点项目建设，撰写月进度

区总体规划和开展恢复建设前有关工 砖１２１２万平方米，同比下降４１９５％； ｜报告，３次召开现场协调会，通过协
作，２×３５ＯＭＷ 窑街低热值燃料综合利 砖１７９３０万块．同比下降２１．５２？？？ 调服务和上下沟通，推进项目建设进
用热电项目省发改委同意项目核准批 ｜理石板材１２１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度，加快建材工业新旧动能转换。
复延期。

６１？？？岗石板材３９万平方米，同比

【冬季错峰生产】根据省政府办
【技术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 下降４４．７９？？？青和改性沥青防水卷 公厅、省工信委、省环保厅的统一安
略，制定《＂一优三减＂和＂四化＂ 材５０１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０６？？保 排，组织开展水泥熟料企业２０１７￣
建设工作方案》，确定三年内８１项建 ｜温隔热材料１００吨，同比降低２９？？ ２０１８年度冬季错峰生产工作，进行

【行业重点工作］工业绿色高
院所和先进企业合作，重点围绕防 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
突、冲击地压治理等课题，开展产学 于公布第三批绿色制造名单的通知》
研和新技术项目推广，全年完成投资 （工信厅节函［２０１８〕３４１号）公示的
设任务；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与科研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水泥熟料企业冬季错

峰生产核查工作。制定《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度冬季水泥错峰生产实施方案》，明确

错峰生产的时间及范围，提出错锋生产
６８１５万元，完成攻关项目３７项，职 名单中，成县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 的具体要求，细化错峰生产实施的具体
工技术创新成果４项；重视人才队伍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两家公司 办法，制定甘肃省水泥熟料企业错峰生
建设，出台《集团公司加强生产服务 被评定为绿色工厂，兰州科天环保节 产计划表。为保证错峰生产工作公平、
｜促进资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职工 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水性内墙乳胶 有序开展，在错峰生产开始后，印发
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提高业务能力和 涂料、水性外墙乳胶涂料、水性外墙 《关于对水混企业冬季错峰生产核查的
技能水平。全年引进专业院校大学毕 天然真石漆和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 通知》（甘建材协发〔２０１７］３８号），组
｜业生５１人，对２２名引进的大学本科 生产的永新内墙环保乳跤漆、水新外 成两个小组，采取＂先查后看再核＂的

以上人才按照规定进行奖励。对集团
公司３９名高中层管理人员在中国矿业
大学集中进行为期２２天的脱产培训．
先后两次大规模组织＂人人都是班组

墙环保乳胶漆，两家公司的５款建材 方式，对全省２８户水泥企业的６０条熟
产品被评定为绿色设计产品。２０１８年 料生产线错峰生产停窑情况进行核查，
１１月下旬在全国建材行业智能制造大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冬季错蜂生产工作圆满
会上，甘肃省共获得３类７个奖项。

完成，实现社会效益和行业利益最大

｜ 【行业新产品备案登记】印发 化。船测算，实施错绛生产后，实际减
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三一重装、郑 《关于开展建材行业新产品备案登记 少熟料产量９６６万吨，减少煤耗１４７万

｜长＂全员自主管理班组模式培训。多

｜煤机、晋城煤业等单位学习煤炭开 工作的通知》（甘建材协发［２０１８） ｜吨标煤．减少粉尘排放０．１２万吨。减少
采、瓦斯治理等领域先进的理念、技 ｜２９号）、《关于开展２０１８年度建材工业 氮氧化物排放０９９７万吨，减少二氧化
名牌产品名品企业标杆培育工作的通 碳排放７７５万吨。
术、产品、管理等经验。
（供稿：李沛祺）
｜（供稿：宙有强） ｜知》（甘建材工协发〔２０１８］〕３５号），
建材工业
开展建材新产品备案登记和名牌产品

工业 ｜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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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

｜ ６６．０６医药行业实现利税３００６亿

份，主要产品产量增长较快的有：速

元，同比增长４８占全省轻工业 ｜冻食品增长５３１．１食品添加剂增长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轻工业质 ｜利税总额的１７．４９烟草和医药两 １０９４纺织面鞋增长７９家具
量效益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 个行业占全省轻工业利税总额的 增长１３．５液体乳增长１２．２？？产

｜ 实现利税１７１８８亿元，同比增长

８３．５５？？

品产量下降较大的有：针织股装下降

轻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２７．２１亿

降６６．１？？

占比较重的股份割类企业和大中 ｜９．１鞋下降８９蛋白饮料下降
长０．５轻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提质 型企业增加值下降。１－１２月份，全省 ８５．８塑料制品下降８１３毛条下
０．８实现税金１２６５亿元，同比增

增效成效听显。

甘肃
出口下降。１－１２月份，全省轻 年鉴

【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省 ｜元，同比下降３１其中：股份制企

｜轻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 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２７６亿元，占全 工业累计出口７９５亿元，同比下降 ２０１９］
业总产值７１５．６４亿元，同比下降 省轻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的 １３．８？？出口增长幅度较大的行业 ＧＡＮＳＵ

６４６？？？中，系统内轻工业完成 ９８．０４同比下降３．１？？？中型工业 有：纺织服装服饰业增长１２１．５４％，
４３７．６５亿元，同比下降１０９２？？？草 ｜ 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６．９９亿元，占 酒、饮料行业增长２５．２５医药制
｜制品业完成１５４．８０亿元，同比增加 全省轻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的造业增长５．６２？？出口下降幅度较大
２．１９？？？药行业完成１２３．１９亿元，
｜８年全省轻工业各类型企业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一览表
同比增加０．７８？？累计完成工业增加
单位：亿元
值２２７．２１亿元，同比下降３．１？？？
名称
累计增长％
中，系统内轻工业完成６６８亿元，
同比下降５．４？？？草工业完成１２６０６ 工业增加值

计堂单位

亿元，同比增加２．０？？？药行业完成

在总计中：国有会业

｜３４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４６？？累计完
成销售产值６９０．０９亿元，产销率为

｜集体企业

万元
万元
万充

段份制企业

万元

９６４３同比增长１．８３个百分点。

【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轻工业

运行下降。１－１２月份，全省轻工业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７１５．６４亿元，同比下降６．４６累计
完成工业增加值２２７２１亿元，同比下
降３．１？？
主要行业优势明显。１－１２月

份．从完成工业增加值总量看，排在
前五位的子行业有：娴草行业完成

｜本月止累计
｜２２１

１０６

－３１
３９

ｏｚ

－１３２

０９

恶

万元

２２．７６
７４Ｉ

在总计中：国有控股企业

万元
万无

５８．７４

在总计中：私营全业

万元

３４４

－１３

｜在总计中薄公有工业
在总计中大中型工业全业

万元

７５．５４
１８？９

－１７

外丙及港澳台高投资企业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其中：国有企业

万元
万无

０４７

１

１２６．０６亿元，医药行业完成３４６亿 ８２．３０同比下降１．１？？
的行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元，酒、饮料行业完成２４．５５亿元， 烟草行业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１２ ４５．５２食品制造业下降３３．６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完成１５．６１亿元，食 月份，全省轻工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 【经济效益】］实现利税同比增长
｜品制造业完成９．７亿元，上述五个行 值２２７．２１亿元，其中烟草行业完成工 ０．８？？１－１２月，全省轻工业实现利税
业累计完成２１０４５亿元，占全省轻工 ｜业增加值１２６．０６亿元，同比增加 １７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０８实现利
业增加值的９２６２？？其中，婿草行 ｜２０占全省轻工业增加值的 润４５．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实现
业实现利税１１３．５５亿元，同比增长 ５５４８？？
税金１２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０．５？？？
｜０４占全省轻工业利税总额的
主要产品产量有升有降。１－１２月 ｜中，烟草行业实现利润６．８０亿元，同
２０１８年全省烟草制品业增加位增长闻度对比表
｜１－８月｜
月份
１－２月｜
｜１－１０月｜１－１１月 １－１２月
｜ １－９月｜
｜１－３月｜ ４月｜１－５月｜１－ ｜１－月｜
｜
２１９
工业总产值（％） ３５ Ｂ３４｜４１８｜－００６｜｜－２３８｜ ２ ２１６ ｜３４
｜３３ ｜２６
工业增加值（％）
１５４２｜－０１｜－３０ ｜ ２７ ７０
３１ １５

３６

３２

工业 ｜２０７

２０１８年全省轻工业主要行望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完成情况一览表

舅
甘肃

年鉴

ａｇ

单位：亿ｉ
工．业总产值
｜工立增加值
累计｜网比增长本月土系计｜同

轻纺主要行业名称
全省轻工业总计
烟草制品业

１５４．８

医药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２３．１９

食品制造业

６９．０１

ＧＡＮＳＵ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皮系、毛皮、端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家其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全属制品业

１ｍ７．５４

２１９

２２７２１
｜１２６０６

３Ａ４６ －１４６
－１５６１ １５６１｜－０４
０．７８

－３４２ ９７ －３Ｍ
９２０２ ０１９ ２４５ｓ ２９

５９ －８Ｐ
５８
Ｄ －２０明
４６５ ３９

印刷和记表媒介复制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轻工专用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综织服装、服饰业

２１３ １７６ｓ

０８０ ２９
００８ ５２
１８０ －４５３
１３９ 一８０

ｏＢ ４６
－《２０

４７０ ３９５
－１３６２
－１７２
２＿ ３７．０６
２４
豆 方
９２９

－２３
１．９９ －１９．２５

｛１７２。 －１２７

１．０９ －２２３

比下降３．６实现利税１１４亿元，同
比增长０．４医药行业实现利润
２４．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５．３实现利
税３０．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８？？
产成品库存下降明显。１－１２月，

医约行业亏损企业数２２户，累计亏损

１．１万元。同比增长６１２？？？胶和塑
料制品业亏损企业数１８户，累计亏损
．０３亿元，同比下降８．９？？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２．６？？１－
１２月份，全省轻工业累计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６８４６亿元，同比下降２６％；

其中，系统内轻工业完成４１６２９亿

｜元，同比下降５３？？主要行业中：食

品行业完成３２０５８亿元，同比下降

３．９？？？草行业完成１５０９９亿元，同

比增长０．９？？？药行业完成１１７１８亿

元，同比增长３０％
费用同比增加。１－１２月份，三项

费用９３．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６８４？？？
｜中，销售费用４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３？？？理费用３７９４亿元，同比增
长３．６？？？务费用１４．４３亿元，同比
｜增长１．２？？

【品牌建设】组织开展＂２０１７年

度中国轻工企业十强、轻工企业百强
评价＂＂２０１７年度中国轻工业装备制

６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省轻工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值
增长率对比图

干人

全省轻工业产成品库存为８３．２７亿元，
同比下降１．８去库存工作有成效。

主背业务成本下降。１－１２月，全

二：ｂｌｋｔｅ｜－ｌｅｓｅｋ－ｇｃｂｌｔ｜ｄｋ｜ｃｋ－ｔ－ｔｔ－图ｋｃｔｃｌｔ｜Ｅｋｅ比
５别员别同定列月质５ａ动别别ｓ后员月ｌ区１员别例时用填

省轻工业主营业务成本为４５５４９亿
｜元，同比下降４．９％

应收账款下降。全省轻工业１－１２
月末应收账款１３３．３１亿元，同比下降
｜０．８？？

全行业亏损总额同比下降。１－１２
月份，全省轻工业亏损企业２１７户，
全省轻工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１５６１
亿元，同比下降０．５？？其中农副食品

面项ｍａ （？１ｏｓ１ａ３５ｓｓｓｋ７ｓ２２ｌｏｈｓｓ８司ａｌｓｏｓａｌｏ２１５

工业ｓ产管 ？５ｏ１ｉｐｌａ２ ０ａ．１０Ｊｓ同１１１ｋ５６４ａａｋ５ｅ
２０１８年１－１２月份全省轻工业主要行业累计工业
增加值占比图

其它，６．１％

１０．８％

加工业亏损企业数１００户，累计亏损

８３８亿元，同比下降９．７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亏损企业数１８户，累

食品制造业，４．３？？

计亏损１５６亿元，同比下降９．７？？？

｜织行业亏损企业数４户，减少１户，
累计亏损０．３１亿元，同比下降９．２％；

２０８ｌ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６．９％

医药制造业，１５．２％

烟草制品业，５５．５％

造行业三十强企业评价＂＂２０１７年度 微型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０７．７ 账款增多。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中国轻工业食品行业五十强企业评 亿元，同比增长３．４占全部规模以 中小微型企业成品库存 １８１．１９亿元，
｜价＂活动，完成对申报＂甘肃新产 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２３．６４比全部 同比增长１．２３？？？收账款为５８９３１

品＂备案的＂番茄酱专用变性淀粉＂ 规上工业增速低１．２个百分点，比规
｜模以下工业企业高３．０个百分点。呈

等５个项目的评审工作

忆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０８６？？

｜ 【改策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报

请省委、省政府印发《甘肃省促进中

｜【交流与合作】与广西壮族自治 现以下三个特点：

生产和销售持续增长，主营业务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 甘肃

｜区、重庆市轻工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

对接，签署６份《产业合作协议》。完 收入涨幅较大。１—１２月份，全省规 营商环境、财税支持、融资服务等８
成＂２０１７年甘肃—哈萨克斯坦投资合 模以上工业中小微型企业累计完成工 个方面研提５８条措施，进一步优化 年鉴
｜作项目洽谈会＂和＂甘肃一格鲁吉亚 业增加值４０７亿元，同比增长 ｜肃省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激发中小 ２０Ｅ
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后续跟进工作。 ３４？？？现主营业务收人２２４６３７亿 微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推动全省中小 ＧＡＮＳＵ
微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工信系统
｜［科技创新】民勤中天羊业有限 元，同比增加１０．２？？

公司、民勤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甘肃农业大学、兰州大学、金昌

中天羊业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发的１２％
＂适于机核化操作的羊场建造和装备
研发及羊肉屠宰加工工艺开发＂项 ６％

１％

目，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该

成果在５０余个规模化羊场和上千位养
羊大户进行推广应用，累计推广规模

（新Ａ

４０％

达２４．８万只。省轻工研究院和甘肃
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新
产品酪蛋白酸钠联合申报＂甘肃省工
业优秀新产品＂，获得二等奖并获政

｜２０ａｓ

０Ｂ年

１两

３．４０％
２年

ＨＭ

４０％

１Ｅ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微企业增加值增速趋势图

府奖励资金５０万元。
（供稿：孙晓东）

中小企业管理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中小微型企业共有１８６４户（中型
企业１９８户，小型企业１４５１户，微型

企业２１５户），从业人员２１．８万人。全
省工业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难度较
大，收人下降、利润空间收窄等企业
运行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 ｕＡ９ｓｈ
Ｉ８年规顺以上工业中小祖全业主要效益捐林增进趋势图

靠型企业，

开展＂千企大走访 服务进企业＂专题
利润与税收下降，亏损增加。

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微型

服务月活动，宣传政策、了解困难、

｜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４７３１亿元，同比 解决问题，让服务走进企业、以服务
４５１户，

下降１１９上缴税金４６０４亿元，同

帮助企业发展。
组织市州开展＂中小微企业日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４？？？损企业６２８ 主题宣传活动，集中开展主题宣传活

｜中型企业
１９？？，１０Ｎ
比下降４０６？？？营业务成本１９１９４６

｜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微型全

业户数情况（单位：户）

２０１８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中小

｜户，亏损面为３．７？？？损总额为 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

９３．２３亿元，同比增加１２．２６？？

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５８条措施在各

企业产成品库存小幅上升，应收大媒体进行集中宜传。

工业 ２０９

【中小企业聪资】２０１８年，省中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服务机构建设，扎 新投入１．７亿元，完成投资２４３７亿
小企业发展基金到位资金５０５亿元， 动示范平台市场化、专业化发展。新 元；装备制造板块新增订货６５６６亿

｜完成投资项目１１个，投资总额２８３亿 认定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２１ ｜元、同比增长３５４１累计订货
｜元。覆盖９个市州的特色农业、生物 家。省级示范平台累计达到１４２家， １１３．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８５？？？均

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拉 推荐认定国家级示范平台累计达到１５ 产值同比增长１２．５７？？？业总资产由
动社会投资１２亿元。出资０００万元 ｜家。全省三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 ３２９３２亿元增加到３４７．７９亿元。

参股支持天水市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投
甘肃 资子基金。降低融资担保机构费率。
年鉴 会同省财致厅向市州切块下达中央融

死

资担保机构奖补资金，引导担保机构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低费率担保服务。

｜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印发《甘肃省推动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不断完善。全省１４２家省级示范平台 【项目建设】全年新增ＥＰＣ项目
共有从业人员６３２０人，服务中小企业 订单７５亿元（盘锦蓬绝利项目４亿
４９１５１家次，组织开展各类服务活动 ｜元、盘锦浩业增补合同３．５亿元），累
１３２６场次
计获得ＥＰＣ项目订单４８．７亿元。５个
｜【＂规下转规上＂企业培育行 项日有序推进建设，完成凯德尼斯项
｜动】按照＂保基数、保增量＂的总要 目、兰石金化项目、盘锦浩业二期项
｜求，下发《甘肃省工信委关于下达 目建设；盘锦浩业三期项目完成焦化
２０１８年全省规下转规上目标任务的通 装置焦炭塔主体建设，其余钢结构焊
知》（甘工信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以 接、管道安装、设备安装等完成５０％
｜＂五个一批＂（帮扶现有规模以上困难 以上；盘锦蓬驰利项目完成苯抽提装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建立＂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培育机制，明确到２０２０ 企业＂保一批＂、推动工业项目投产 置基础及罐区建设，荣泊加氢装置、
年的六大发展目标。推动中小企业走 达标＂增一批＂、培育现有小微企业 蜡油加氢装置土建工作基木完成。

｜＂专精特新＂发展道路，２０１８年新认
｜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１４户，全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１６３户，推
荐酒泉奥凯种机有限公司等５户企业
申报国家细分领域＂行业小巨人＂。
【创新创业】会同省财政厅、省
科技厅推荐兰州高新区、白银高新

发展＂长一批＂、支持新近退规企业
｜【市场开拓】２０１８年，国际市场
｜＂返一批＂、师查漏统工业企业＂补一 实现进出口额７８９亿元，主要项目为

｜持的打造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新

规下转规上＂企业培育库。
质由三级升为二级，电厂行业烟气脱
｜【信息化建设】联合中国移动、 硫工程实现业绩零突破。搭建＂互联
中国电信等云服务商在全省开展＂中 ｜网＋检测＂在线服务平台，开发外部
｜ 小企业上云行动＂，为中小企业提供 客户３０余家。新区现代农业双创基地
云网融合、专项定制、安全可信、操 和示范园智能温室建筑项目累计订单
作简便的云服务。２０１８年全年推广上 ｜突破１亿元。豪布斯卡一期全面收
云中小企业１０９８３户。与中国移动联 尾、二期逐步竣工，住宅产品销售率
合举办２０１８年中国移动中小企业信息 ８０．６８？？实现回款４６．７８亿元；成功
化推介示范会，签订《共同推进万家 引入师大附中、部分央企及省属企业
｜ 企业上云战略合作协议》，１４个市州 总部进驻，提升项日整体品质：项目三
移动公司分别与企业代表签约战略发 期商业商务地块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批＂）为抓手，重点推进规下转规上 埃及、泰国、伊朗的钻机项目和终

工作，２０１８年全年新增规上企业１６６ 端，为俄罗斯客户的球蠡项目共计金
户。开展规下转规上专项调研，深入 额５．７８亿元。兰石集团首次实现
企业了解情况，制定并印发《甘肃省 １．６ＭＮ径锻机和６．３缸动式压机整机出
｜工业企业＂规下转规上＂培育行动计 口，新产品３００ＯＴ热成型油压机顺利

区、酒泉经开区成功申报中央财政支 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建立全省 推向市场；石油化工工程专业承包资
创业升级支持项目。会同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组织＂２０１８年全省中小企业
与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对接暖务专场

｜招聘会＂，参会企业２２３家，提供岗位

３９０１，进场人数１３００人，达成意向性
｜协议３２５份。重点做好省级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建设的认定和考核

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全省小型微型企
｜业创业创新基地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全省累计认定省级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２７家，入解企业数量展合作协议。
（供稿：周任张金虎）
１８５０户、累计出孵企业３７１户。累计
推荐兰州创意产业网、兰州高新区小
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等９家单位认定 部分企业选介
为＂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

具备全面实施条件。餐饮服务板块入
固政府、事业单位定点接待场所，酒
店年平均人住率达到６２月最高入
住率达９３８８？？

【科技创新】２０１９年内制订技术

创新项目管理办法、研发成果奖励办
兰州兰石集团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２０１８年，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累计实现 法，优化项目立项、评价及成果转化
累计开展各类服务活动２６００多次，服 总产值１３１０１亿元、营业收人１１００４ 机制，９个引领项目按计划推进。１７

｜基地＂。

｜务中小企业近３万家次。进一步加强亿元、利润３亿元，完成产品技术创 个支撑项目中８个完成技术研发、６个

２１０ Ｉ工业

取得订单；全年实现科技成果转化３８ 发挥院士工作站、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１．３７？？？润总额１５７５万元，同比下

心等技术创新平台优势，加大科技攻 降７３．５？？？产总额３２６１亿元，净资
关，词铸试磷酸盐混合粉、氮化钙等 产１１８亿元，剔除客观因素资产负债
院化物所等达成１６项关键技术研发意 新产品实现产业化，硫酸阐转降钙工 率５８，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项，市场订单突破３亿元。加大产学
研协同创新。与兰州理工大学、中科

向；成立金昌兰石气化技术公司，千 艺优化等有效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 １０４８８上缴税金４８６５万元。
【项目管理］２０１８年，完成基本
吨级循环流化床加压煤气化技术开始 题。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９５８３４８
推广；＂先进制造工艺与标准化研究 万元，实施主要技改项目建设１４项， ｜建设投资２６７１５３万元，完成率

中心＂完成组建，互联网双创平台初 其中，氮氨废水资源化利用升级改造 ｜５１５０？？在规范并加强项目投资与项
步搭建。重点研发项目有序推进。 解决制约公司生产运行的废水处理瓶 目管理方面，编制《水新集团投资与

１５０００ｍ钻井包完成技术设计，３０００ｈｐ 颈问题，现已试车；稀土精矿绿色冶 建设项目责任追究管理制度》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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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ｓ

压裂车组完成工业性试验并已成功推 炼升级改造项目对多元化资源利用、 定资产投资与项目管理负面清单》。 ＧＡＮＳＵ
向市场，废钢增碳技术生产高品质球 启烧工艺技术革新、清洁生产、成本 集团总部招商项目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铁工艺研究及应用、高强度渗碳齿轮 降低等具有重要意义；：两化融合项目 正式运营，大诚二手车项目顺利推进
｜钢新材料开发、传热增强型连续翅片 ｜通过国家工信部验收，为公司信息化 实施；永新涂料对自动化设备进行升
管式空冷器开发、快锻液压机组监控 建设奠定基础平台。全年共申请专利 级改造，纳米杂化无机颜料项目顺利
智能化提升、微生物降解型生态则所 ４件，实用新型专利１件，获得２项技 实现中式生产；陇神戎发先后完成鞣
酸小果碱原料合成优化工艺、滴丸剂
核心工艺开发、５ＭＮ压块机研制、智 术成果。
能换热机组自控系统优化设计等项目
｜【节能减排】２０１８年，加强能源 组冷却柱改进等６项技改项目。
顺利完成；自主研发枯杆气爆发靡饲 现场巡检和指标考核，节能项日保持
｜料生产技术正在试点。

（供稿：史迪伟）
甘言稀土集团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概况】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人
１４．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７？？？业总

产值１３．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０．５２？？？
｜现利们４４６万元，上缴税金 ３９５５
万元。

｜稳定运行，采用技术措施积极改进落

后高耗能工艺及设备。达到节能降耗

的目的，相比２０１７年总能耗下降。企

【改革改制】２０１８年，健全以
《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
系，完成对各子公司章程的修订审批
及批复，董事会运作进入规范化、常
｜态化轨道。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工

｜业能耗总量５７８０３吨标准煤，２０１７年
｜为６７３５７跑标准煤，同比降 低 作要求，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体制机
１４．１８万元产值综合能耗０４２吨标 制改革，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国企改
准煤万元，２０１７年为０．４９６９吨标准 革＂双百行动＂工作方案》和省政府
煤万元，同比降低１４．６３？？
国资委有关部署，围绕＂五突破、－
【改革改制】５月底完成北方稀 ｜加强＂，按照＂一企一策＂＂一业一

土以股权收购方式对公司的重大战略 策＂的原则，制定《西北永新集团有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共完成北 重组，公司正式成为北方稀土集团的 限公司＂双百行动＂综合改革实施方
方矿分离２５９８０吨氯化稀土，南方矿 控股子公司。企业办社会职能剥离。 案》，分年度确认１８类２９项工作任
分离８２２吨，稀土金属产量２６３０吨， 在省市各级组织的指导下，４月底， 务，并在全集团启动落实。落实企业
销量２５７９吨；抛光粉产量２０２６吨， 公司＂三供一业＂相关人员资产整建 办社会职能剥离移交，剥离西北油漆
｜销量１６１９吨；贮氢粉产量１８９吨，销 制移交白银区人民政府管理。内部机 厂卫生所，＂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顺
量２１０吨：饮铁硼产量８９７吨，销量 制改革。重组后产生公司新一届董事 利实施。
８１２吨；荧光粉产量３５吨，销量４３ 会、监事会，聘任新一属经营班子， ｜ 【科研创新】２０１８年，院士专家
吨；液碱产量１８０７８吨，销量１０１６０ 确立重组后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产 工作站和甘肃省中药固体分散制剂重
｜吨：氯化铵产量６３４２吨，销量６１４ 业发展及业务需要，及时调整优化组 点实验室分别通过认证和验牧。永新
吨；发电２１５２万千瓦时。总体来说， 织机构；试点推行关键指标绩效考核 涂料获批建设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稀土加工分离总量与去年相比基本持 及市场化绩效考核模式。
站，陇神皮发、永新涂料分别人选国
供稿：陈晓娟） 家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年度
平，路超计划量，全年逐渐向好。
［科技创新】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
｜开展技术创新项目８０项，８项专利获
｜召开首次科技大会，表彰在科研开
西北永断（集团）有限公
得授权、１２项专利获得受理，４个项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实现工
发、项目建设方面涌现出的优秀科技
目被列入甘肃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
人才和科技创新成果，安排部署公司 总产值６４３亿元，同比下降２４５％； ５个项目分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等奖
｜今后一个时期科技创新的重点工作； 营业收人１．７９亿元，同比下降 ｜项，２项产品获得首届甘肃省优秀工

工业｜ ２１１

｜业新产品二、三等奖。
［项目建设】重点建设项目有：
送＂四上＂问题１１个。突出正向激
（供税：刘志勇） 励，实现重奖重罚，全年安全奖励 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项目：２０１８

５６５人次，考核２３５人次。完善风险分 年底累计建成投产５６条铸轧生产线、
级管控和隐忠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３条冷轧生产线，具备月生产铝板带
｜【概况】２０１８年，华能甘肃公司 制，统筹开展二次系统、直流系统、 ４８万吨能力。产品种类涵盖１系、３
华能甘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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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发电量１３０．１８亿千瓦时，同比增 电气火灾隐患专项治理等工作，＂七 系、５系、８系等系列的多个品种。粉
加２０２７亿千瓦时，增幅１８４５？？？ 不发生、一满足、两控制＂安全目标 矿悬浮磁化培烧选矿改造工程项目：

现管理口径营业收人３５５亿元，同 阶段性实现。

完成所有建设内容；２０１８年完成烘干
｜比增加７６４亿元，增幅２７．３８？？
［经营管理】２０１８年，节水增入 破碎机改造、流化床系统改造、悬浮
死 【节能开发】１１月３日，平凉电 电量达６．１７亿千瓦时，同比增加３．０５ 炉系统熔砂造浆短流程改造。全流程
ＧＡＮＳＵ ［的３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平凉电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７．５５？？深入开 已经贯通，进入连续试生产阶段。完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丁厂２台６０Ｍｗ机组和４台３００ＭＷｗ机组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编制完善企业 成新型金属复合材料产业化建设项目
｜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提前一年完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发展规划。新建规章制 一期工程。所有建设内容；完成部分
成改造任务。平凉电厂２０１８年度供暖 ｜度１１项，修订２６项。大力宣贯＂＝ 设备安装及整体工艺调试、消缺，正
平凉市主城区建筑面积１０１０．７２万平 项制度＂改革，积极谋划落实落地方 在进行金属薄膜板及诚震板两个品种
方米，实际供热量５７２万吉焦
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管控，统筹 的极限规格（０４－２４ｍｍ）和性能测
（供稿：张云让） 开展基层基础清单、重点任务清单、 试，计划２０１９年３月完成功能考核。
＂二十四节气＂表、问题库等工作， ｜不锈钢铬钢酸洗线分项工程：１１月２７
｜国同甘肃刘家境水电厂
４９７项任务全部完成，７个问题按期出 日进行全线穿带，正式进人联动试车
【景况］２０１８年，刘家峡水电厂 ｜库。落实全面预算管理，对预算指标 阶段：１２月２０日开始试生产及功能考
｜扩建的７、８号机组全面建成投产发 实施＂倒排程＂管理，加强预算过程 核，１２月２５ 日出产品。酒钢医院危旧
电，电站装机容量达到１６６万千瓦。 管控，可控费用执行进度完成 门诊综合楼改扩建项目：完成门诊楼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连续安全生 １００？？＂两供一业＂管理权移交率 主体结构建设及封闭、完成钢结构防
｜火涂料涂刷及３层以下弱电系统和设
产６３７０天，累计发电量２３２９２３亿千 １００？？
瓦时，创不变价工业总产值１７３４６亿 ｜【防汛工作］７月以来，黄河． 备监控穿线，１１月下旬开始内部装饰
｜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２７３５３倍，为 洮河上游持续降雨，降雨量创下甘肃 装修。环保项目实行动态计划，论证
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省近６０年之最，刘家峡入库水量较 成熟一个，安排实施一个，２０１８年，
【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完成各项 ２０１７年同期多１３８刘家峡水电厂 ｜先后启动环保项目３７个。其中１３个
经济指标，全年完成发电量８１．７６亿 ｜持续超汛限高水位运行。在此期间， 项目完成交（竣）工验收，１０个项目
千瓦时，上阿电量８１．０５亿千瓦时， ｜严格落实省公司党委工作要求，积极 完成基本建设，其他项目计划２０１９年
｜ 创历史新高；实现安全生产６３７０天； 加强与黄委沟通联系，加大机组运维 继续实施。
节水增发６１７亿千瓦时；平均发电耗 和特巡特护力度，全厂干部职工严阵 【自主创新】２０１８年，立项科技
水率３．８７立方米每千瓦时；综合厂用 ｜以待，在累计泄洪３８亿立方米的情况 项目３８４项，按计划开展科技项目３３２
电量６０２３万千瓦时，圆满完成省公司 下，各发电机组、泄水建筑物、闸门 项，延期１４项，终止３８项，项目完
下达的内部利润和可控费用指标。
启闭设施均经受住长时间、大负荷运 成率８６４６？？新产品试制及批量生产
行的考验，确保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累计查纠
２５１４万吨、其中开发试制１１６９万
各类违章８８次，记分３４７分。排查处 安全，未发生因人员和设备原因罡
吨，批量生产１３．４５万吨。取得专利
理设备缺陷１０１项，其中严重缺陷５ 的弃水情况，
受理４４０件，其中发明专利１３８件；
｜项。结合＂六查八防＂活动，开展问
《供镐：王建刚） ｜取得专利授权３２１件，其中发明专利
题整改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共自查
３１件；取得各级科技成果３８项，争取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政府支持资金５９７万元。２０１８年，向
问题２２３项，完成整改１７９项，省公
司检查发现问题４７项，完成整改４５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涌钢营业 各级政府部门、协会申报５２项科技成
项，剩余问题的整改工作按计划推 收入、产值分别完成９６０亿元、６１０亿 果参与评笑，获得各类奖项３８项，其
进。编制１０３份机构、６２７份岗位安全 ｜元：实现利润１．５亿元；钢铁主业方 ｜中甘肃省科技进步奖４项，甘肃省工
责任清单，逐级落实安全责任。开展 ｜面，铁、钢、材产量分别完成６０６．７ ｜业优秀新产品奖４项，甘肃省专利奖３
安全生产问题清单专项硫理工作，报 万吨、７０１．７万吨、６９０９万吨。
项，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科技进

２１２ｌ工业

步奖２５项，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

直接交易电量３８亿千瓦时。增量负 后建＂前期准备工作。＋１００千伏吉

荷直接交易电量１０．２亿千瓦时。电 ｜泉特高压工程顺利投运。长期挂账项
业、电力能源等产业板块１４项成果开 铁与水电超发直接交易电量１３９８亿 日治理完成２１项，土地证治理完成１６
｜技术奖２项；组织集团公司钢铁、铝

展省级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共取得国
际先进评价３项，国内领先评价６

千瓦时。新能源消纳，各直流通道外 项。刘家映排沙洞扩机及其配套送出

送中长期交易电量２０３．７７亿千瓦时， 工程，麦积７５０千伏变电站主变扩

项，国内先进评价５项；组织集团公 ｜其中祁韶直流外送１２７８２亿千瓦时。 建，平凉７５０千伏变电站３３０千伏配
司３项新产品、新技术开展省级新产 节能减排实施规模化替代发电，新能 套送出，３０千伏洛大主变扩，兰州
品新技术鉴定工作，共取得国内领先 源替代自备电厂发电量３８１２亿千瓦 热电异地新建３０千伏送出，玉门东

｜时，其中新能源置换３９８亿千瓦 ３０千伏变电站扩建等工程投运。７５０
【非钢产业】重点非钢产业方 时。节约标煤１０５．７１万吨、减排Ｓ０２ 千伏河西加强工程，银西电铁３３０千

水平３项。

面，完成电解铝产量１６２万吨；生产 １２１．３吨，减排ＣＯ２７４８３万吨。新 伏供电工程，庆阳３３０千伏洪德、庆
｜铁合金１５．９万吨；发电２１２．７亿千瓦 能源就地供热交易，组织供热企业与 ｜中、张掖甘州、天水主变增容、成纪
时；生产机械产品和风电产品８．５万 ３８家新能源开展就地供暖交易，交易 １１０千伏送出等工程按期开工。３０千
电量２．１２亿千瓦时。
吨；生产焊条、焊丝１．４万吨
伏徽县、成纪、金泉等工程稳步推
（（供稿：王莉 关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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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发展与建设】２０１８年，完 进。农网工程全部按期完成建设任

成１１０千伏及以上项目开工２１项，其 务，甘南７项＂一区一州＂工程按期
中线路：１３６８１千米、变电４８５００万 投产。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电 千伏安；完成１１０千伏及以上项目投 【设备安全保障】按照《电阿资
｜网有７５０千伏变电站１０座，主变１８ 产２３项，其中线路１９１６５千米、变电｜产统一身份编码技术》规范及管理办
台，容量３６０００兆伏安；３３０千伏变电 ４８２５万千伏安等。汇报国网启动蒙 法，推进资产管理体系深化应用。完
站６７（含１座开关站）座，主变１４７ ｜东直流可研，完成预选所、电源组织 成３３０千伏输变电设备属地化调整，
台，容量４０１７０兆伏安；２２０千伏变电 方案、网架调整等初步研究，与山东 成立配农网改造建设办公室，通过租
｜站７座（含１座开关站），主变１８台， 会谈并达成一致，成立前期协调推进 赁方式解决设备配置，主变压器４台
容量２３７０兆伏安；７５０千伏线路４１ 领导小组。完成青海至河南、河西走 ｜和生产车辆，实现运维班站机器人和

条，省内长度５６０８千米；３３０千伏线 底７５０千伏加强工程等８项重点项日 ｜无人机全覆盖。完成１３个市（州）供
路２５６条，长度１０７５５千米；２２０千伏 及３４项１１０千伏项目核准等重点项目 电服务指挥中心实体化运作，实现
｜线路４０条，长度８８３千米。甘肃电网 前期工作。
３０ＫＶ及以上７７座变电站全而监视。
｜【电同工程建设】开工建设７Ｓ（ 优化保护专业管理体系，配置＂金属
统调（五级调度）装机容量４７８３２兆
瓦，其中：水电９０８６兆瓦，火电 千伏河西走膨第三回线加强工程，｜恺装柜一体化验电接地手车＂６０台，
１８５００兆瓦，风电 １２７３兆瓦，光伏 ｜３０千伏银西电铁配套供电工程。 消除变电站封闭每线验电、接地安全
７４７３兆瓦；全网用电量１０４７．３３亿千 ８００千伏青豫特高压工程完成＂前签 隐患，完成５０３座变电站、１８条电缆
瓦时；甘肃电网日最大用电负荷为
１５１２７兆瓦。甘肃省全社会用电量
国家电
１２８９．５２亿千瓦时，

电力市场 省内交易电量１０９６．５８
亿千瓦时。跨区跨省交易外送电量
３２４９９亿千瓦时，其中：送华中

二州抠职教感留单有限公司调期戏｜

１７０．６５亿千瓦时，送华东２７．８４亿千瓦
时，送山东２１０６亿千瓦时，送四川
０．８８亿千瓦时，送陕西３０６２亿千瓦
时，送宁夏１．６亿千瓦时，送青海
１９４亿千瓦时，送西藏８．５６亿千瓦
｜时，直流通道现货交易送出３２．９０亿

千瓦时、日前实时、调峰互济及偏差
送出１１４４亿千瓦时。外购电交易，
跨区跨省购人电量１０６４亿千瓦时。

｜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５日，兰州解区职教网区配售电公司两牌（提积：高晚给）
工业｜ ２１３

隧道消防等综合治理。

伏设备运检、建设管理业务属地化移 省煤炭运销公司和煤炭进出口公司的
【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变压器自 交，建成１３家市（州）公司供电服务 划转改制，牵头组建煤炭物流公司，
动灭火装置投运率９５．８？？并以消防 指挥中心。开展＂三项制度＂改革， 打通煤炭生产、铁路运输、煤炭用户

｜典型在国网范围内讲课。联合省消防
总队出台《关于加强电网企业消防安

各主体中间环节，实现联合采购。精

主７家单位进行试点，

｜【电能替代］２０１８年电能替代争 ｜心谋划建链工作，与中石油昆仑燃气
｜全管理的通知》，组织第三方机构开 ｜取完成５０亿千瓦时。电动汽车业务稳 公司合作，兰州液化天然气储气中心

甘肃 ｜展消防检测，集中整治５００座变电
年鉴 站、７０输办公楼消防安全隐思，３０％
完成合规性验收（备案）工作，得到

步发展，甘肃省电动汽车保有量共计 项目可研论证、选址等工作取得

１１６３７辆，累计充电量９２３７万千瓦进展。

【安全生产】组织开展＂安全生

｜时。２０１８年建成临夏７座快充站、甘南

团 国务院消防工作第二考核组的肯定。 １１座快充站、８个离散桩建设。核查清

｜产主体责任落实年＂活动，排查识别

｜租赁方式建设急需项目，开展经营租 ｜到９８０日均采集成功率达到
赁项目２０亿元，重点解决近年来投资 ９８５５？？台区同期线损率完成７４４％，
不足未能实施的＂三补一消＂项目。 环比下降１．６５压降率国网第一名。
｜国家能源局将临夏州农网中央资本金 （供稿：魏 琦 吉 炜 赵艳玲）
比例由２０？？高到５０下达甘肃省

出基建、技改项目全过程管控，专业

ＧＡＮ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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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管理】２０１８年，国网甘 ｜理用户电能表５８４７万只，找回丢失电 安全风险，全面治理安全隐患。加强
肃公司和甘肃政府能源管理部门联合 能表５７９１只，赔付１６９５０只、赔付资 日常安全监管，组织开展火灾防控、
会商电网发展新模式，探索经营采用 金２８．７５万元。用电信息采集覆盖率达 工程施工、供热保障等专项检查，突

２０１９年农网中央资本金６亿元，同比

｜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监管能力稳步提升。深刻吸取各类事
｜故教训，加强外委施工单位安全管

理，排查安全防护措施、施工技术条

件、劳务作业资质，建立系统的管理
体系。全力以赴防汛度汛，经受住黄

［电力生产】２０１８年，完成发电 河、洮河、自龙江流域自电站建成以
元、东西帮扶５亿元，全额投资３５亿 量１９９７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来最大洪水考验。
元建设河西走扉７５０千伏第三通道工 ３３．９７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２０９７？？ 【生态治理】从严推进环保整
｜增加２倍。争取国网公司注资１０亿

程。通过资本注人、资产划拨等多种
措施，使得该公司资产负债率降至
２００３年以来最低水平。落实国家一般
工商业电价降价部署，通过四批指施
实现降辐１０．减少用户电费支出

参与电力辅助服务市场竞争，获得深 治，中央环保督查、＂绿盾２０１８＂专
调收入９６０２５５万元。售电公司代理 项巡查、祁连山保护区生态问题整改
｜ 大用户参加交易，实现收人５２３．４万 ＂回头看＂联合督查和各级环保主管

元。发挥热电联产机组优势，积极抢 部门检查提出的５７项问题，已整改完

占区域热力市场，供热１７９５万吉焦， ｜成５３项。其中神树水电站生态环境整
｜４．７９亿元，清退临时接电费３９４亿 同比增长４９．９２？？
治全年投人２５００多万元，除部分区域

元。配合完成审计署重大政策落实及
【金融业务】２０１８年，财务公 树木需等待天气回暖后种植，环保督
稳增长审计、原董事长任期经济责任 成功获批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 ｜查组反馈的９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
审计。实施各类审计项目１２３项，发 位债券和委托投资三项新业务，顺利 改。开展水电站环保整治工作，严格
｜现并整改突出问题１５０８个，促进增收 ｜打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资本管理 ｜按照批复落实环保、水保治理措施。
节支８３２７万元。运用法律武器主动维 ｜公司布局绿色金融产业，创新融资租 启动＂区域地表无垃圾、生态治理无
权３１起、涉及金额２０４亿元。推动新 ｜赁业务，通过＂直接租货＋ＥＰＣ＂模式 盲点＂专项行动，组织各公司进行生

能源消纳，新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开辟新的利润空间。审慎发展小额贷 态环保大排查，初步建立生态环境保

｜２４１１？？弃风率、弃光率分别下降 ｜款业务，拓展优质客户，加强贷后管 护长效工作机制。

１３８和１０４７个百分点。建成西北首家 理，小贷业务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
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完成跨省区现货 变。稳健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陇
交易电量３２９亿千瓦时。兰州、平凉 金汇＂平台通过验收备案，到期产品
增量配电公司正式挂牌。＂两供一 均全额兑付。稳妥推进基金投资，已
业＂分离移交框架协议、实施协议、 投的４支基金项目均产生收益。
资产移交协议签订率均达到１００？？
【能源产业】科学组织实施在建
完成２６户企业＂瘦身健体＂处置，初 颈目，全年完成投资３０８８亿元，完
步完成＂新科源系＂平台及所属企业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１０９其中固定
机构改革。调整嘉酒公司运作模式． 资产投资２７３亿元。常乐电厂项目按
整合６家＂一县两公司＂，完成３３０千 计划节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完成

２１４Ｉ工业

（供稿：李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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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３．３５？？拓展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
１８６７８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０７？？本
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１９３７１．７４亿元，同 盖面，实施移动支付便民工程，推进
【金融机构调控】 按季对全省 ｜比增长９４０？？？省小微企业贷款余 ＂普惠金融共享家园＂微信服务平台

金融调控管理

１０５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开展评估， 额４６３５．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２７？？
｜对Ｃ类金融机构约见谈话４０余次。印
｜发再贷款操作规程和评估实施细则等

制度，核查全省７０家银行机构央行资
金使用情况，支持＂三小＂（小面
额、小企业、小型金融机构票据）
｜＂三农＂等领域票据再贴现，累计增
｜加金融机构可用资金超过２００亿元。

｜二期建设。强化农村地区支付体系建

【金融机构管理检查】指导全省 设，农村支付服务环境得到改善。与
｜农信合机构推进改革发展。组织召开 兰州银行联合研发的＂甘肃省农村产

２次资管业务专题座谈会，督促金融 权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在６个试点县

｜机构开展资管业务自查，推进存量资 区推广应用。
管业务整改。深化＂放管服＂改革， 【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截至２０１８

优化金融公共服务流程。对３家金融 年末，全省绿色信贷余额２４１６．２５亿

｜机构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对４９家金融 ｜元，较年初增加１７９．３０亿元。印发
组织召开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银 机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８２家金融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意见》，举
企对接会，监测各机构小微企业贷教 ｜ 机构展开综合评价。对６家机构１０００ 办第五届西北金融论坛。制定《兰州
｜＂两增两控＂完成情况，督促金融机 余份可疑交易报告开展分析评价，对 新区全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申
｜构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力 ２０多家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支付 ｜报方案》。优化绿色金融发展环境，

度。召开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换届会， 机构开展反洗钱现场走访。召开租 ｜建立企业环保信息共享机制，推动
指导省级自律机制科学调整定价空 赁、信托、财务公司和支付机构反洗 ５３１家企业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信用信
息库，４６８ 户企业＂一考双评＂信息
间，各促金融机构发行同业存单、大 ｜钱工作座谈会。
【普惠金融工作】制定《２０１８年 与银行机构共享得到实现。制定《甘
｜额存单等市场化负债产品，快速适应
利率并轨改革趋势。推动债券市场发 ｜全省普惠金融工作要点》和《甘肃省 肃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政策导
展，促进交易商协会、发行人、承销 普惠金融政策效果评估指引》。推进 向效果评估指引》在酒泉等地开展文
金融机构沟通对接，建立银行间债券 金融机构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农 化旅游金融融合创新试点，在武威市
市场参与机构交易监测制度。举办银 村＂三变＂改革、县域产业等领域的 开展绿色金融创新试点。指导２家法
行间债券市场融资业务培训会。截至 相关工作。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全省普湛 ｜人金融机构注册绿色金融债４０亿元，
２０１８年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金融贷款余额３７４７．９１亿元，同比增 并发行２０亿元，推动兴业银行与省政

金融业 ｜２１５

府签署５００亿元的绿色融资战略合作
协议

州中心支库和３４个县支库，完成发行 发金融风险模拟演练，督导金融机构

基金倒库清点专项检查和发行库监控 健全完善应预案。

｜【外汇服务】提升外汇服务水 ｜系统改造。查处旅游景区、大中型商
（供稿：孟秋敏）
户等领域的拒收现金情况，开展２０１８
平，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落实跨境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推进兰 年打击整治假币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银行监管、保险监管

甘肃
年鉴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放
宽贸易总量差额率、资金货物比等监

完成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人民币发行７０
周年等普通纪念币发行工作

【金融服务改革］推进金融服务
【金融服务】印发《金融广告治 改革，强化窗口指导及监管服务职

管指标限制，取消关注类境外投资项
目资金汇出和境外投资存量项目管控 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辖内银行业 能，推动行政许可、现场检查、非现
２Ｏ的 等临时性措施。行政许可申请当日办 金融机构签署《金融广告自律承诺 场监管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ＧＡＮＳＵ 结率达９９１２？？制定《支持企业国际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化经营工作指引》，指导金融机构确

｜定１８名外汇服务专员，为全省１４家
重点支持企业提供外汇服务。推动甘
肃银行香港上市融资、甘肃公航旅集

团无抵押外债、兰州市轨道交通集团
境外贷款等融资项目。

书》。完成银行业机构２０１７年金融消 标准化，按照规章制度推动各项工作
费者权益保护评估，对４家机构开展 有序开展，坚持＂应查尽查＂＂应罚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现场检查。成立 尽罚＂，进一步树立监管权威。严格
＂１２３６３＂金融消费者投诉咨询电话呼 规范行政许可，依托行政许可受理大
叫中心并正式运行。开展＂３．１５金融 厅，推动＂一窗办、马上办、限时
消费者权益日＂＂提升金融素养争做 ｜办＂，提高行政许可工作时效及质

金融好啊民＂等主题宜传活动。开展 量。截至年末，收到银行业金融机构

｜＂支付市场监管年＂活动，对３０家银 行政许可事项９３７件，办结９３３件。
安全管理会议，与辖内５６家接入机构 行、支付和清算机构开展专项检查。 ｜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完善非

【信用体系建设］召开征信信息

签订征信信息安全责任书，对１６家接
人机构开展现场核查，督促精内１９家
地方法人机构上线征信查询前置系
统。指导甘肃股权交易中心筹备设立

简化开户服务流程，企业平均开户时
间由５．７９个工作日缩短至４个工作日
之内。强化支付和票据系统管理，大
小额支付系统查询查复率分别为

现场监管工作机制，在日常分析研判
机构、地区、行业趋势及单体风险的
基础上，坚持季度分析例会制度，着
重研究三农金融服务、表外业务、不

｜企业征信机构，推动２家评级机构取 ９６？？９９７？？开展＂金融统计数 良贷款、股东股权、票据业务，把住
得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评级资格。开展 据质量深化年＂活动，对全省６０多家 防范全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脉
｜征信宜传教育，联合团省委等部门在 金融机构实施金融统计现场检查和跟 络，发挥非现场监管监测预警和监管

全省各高校开展＂诚信点亮中国＂等 踪检查。成立甘肃省金融学会区域金 引导作用。落实＂强监管严监管＂精
系列活动。开发上线＂信用小帮手＂ 融研究院
神，全年共派出现场检查组６７个，检
微信小程序，在６个交通不便、查询
【风险防控】制定《甘肃省打： ｜查金额６１３３４０亿元，发现问题４２９
量大的乡镇布放自助查询设备。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实篇方 个。对２０１７年祁连山保护区有关信贷
｜ 【国库标准化建设】推进标准化 案》，印发《２０１８年全省金融风险防 风险排查发现问题持续进行跟踪监
示范库创建，检查督导辖内９个市州 ｜范工程工作要点》，建立金融风险防 测，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落实绿
中心支行创建工作。履行国库监管职 范工作台账。与省金融监管局等部门 ｜色信贷要求。严格落实＂查处分
责，对５个市州中心支库及８个县区 共同组织开展实体经济、影子银行、 离＂，实施＂双罚制度＂。既依法对金
支库开展检查，对１１家代理支库开展 非法集资等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大排 融机构进行处罚，也对相关责任人一
｜检查，对１３家国债承销机构开展巡 查，并制定了风险处置预案。完善法 并问责，至年末，共对银行业金融机
查。财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上线，财 人金融机构风险监测机制。对全省 构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２４份，处
｜改支出无纸化系统扩大到１０个市 １１４家法人机构开展央行评级，客观 没罚金１．０８亿元，取消银行业金融机
（州），推广非税收入直缴入库业务， 审慎评估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对全省 构高管任职资格９人，禁止从事银行
电子缴库业务比重达到９６？２０多 ２８家地方法人机构开展全面风险压力 业工作６人。
项政府补助资金实现直拨到户。
｜测试，对８３家机构开展资产质量真实 ｜ 【金融市场整治】严查资金脱实
【货币发行管理】完善＂发行 性专项评估。加强存款保险差别费率 ｜向虚在金融体系空转的行为，严查
库＋现金调剂中心＂的县域现金供应 管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存款 ｜＂阳本阴违＂或选择性落实宏观调控
保障体系，无库县域现金调剂中心１５ 保险三周年＂宣传工作，对３４家法人 ｜政策和监管要求的行为。派出检查
个，县域现金直接供应覆盖面从４９％ 投保机构开展现场核查。指导武威 ｜组，采取进点会谈、现场查核账表凭
提高至７１？？全覆盖检查省内１３个市 ｜市、庆阳市、临夏州、甘南州开展突 证和档案资料、调查取证等方式，对
２１６ ｜金融业

融机构开展重点督查，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实体
｜经济投入力度，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

全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发挥带动作用培训班

域资金投人持续增加。召开民营企业

｜暨小微企业金幽服务工作推进会议，

与省税务局等部门签订《支持民经
济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小微企 甘肃
业、民营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
升。改善＂三农＂金融服务，紧盯全 ｜年鉴

｜省脱贫攻坚战略部署，集中力量发展 ２０ｅ
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不断加大涉农信 ＧＡＮＳＵ

贷投入。以推动临洮县、和政县普惠
金融试点为突破口，全面提高试点县

域金融服务覆盖率，解决县域发展金
融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
一步健全债权人委员会和联合授信机

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全省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有败发挥带动作用培训开班

辖内重点机构开展现场检查；组织辖
辖肃查处。贯彻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关 ｜制，腾挪信贷增长空间，助力政府

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公司治理、交义

金融产品、监管套利、合规经营、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开展自查，
将专项整治工作与业务经营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合规文化建设等相结合，
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将整治乱象转化为内控管
｜理自觉行为，边排查边整改，边问责
｜边教育，边规范边提升；全年对辖内

重点机构和重点地区进行了四次督促
指导，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对６个
分局３９家银行机构进行重点督导。
｜ 【信用风险防控］督促银行业金

融机构做实不良贷教分类，加大不良

｜贷款核销力度，严把新增贷款质量

关，严控大额授信和多头授信，开展

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做好扫黑除恶专项 ＂去产能＂改革。持续加强民生领城
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将扫黑 金融服务，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除恶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成立专 作，全年受理并处置银行业消费者各
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组 类信访投诉２６４件。
织２４个督导组对全省５２家银行业金
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全省银行业金融

项目
｜机构
攻策性银行
｜
国有商业模利
般份制商业银利
城市商业银行
农精合作全融机构
银们业金部机
型农村全融机总

｜大客户授信专项检查。落实资本管理

责任，督促法人机构认真贯彻落实
《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强化
风险资产扩张与资本补充协调发展能
｜力。向银保监会和省政府专题汇报全

省农合高风险机构处置化解进展情

况，提请省政府成立全省农合机构风
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召开全省
高风险农合机构处置工作推进会议，
制定高风险农合机构三年处置规划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加大案件风险防
控力度，建立健全案防工作机制。按

照＂一案三问、上追两级、双线问
责、顶格问责＂的要求，依法进行严

——

２０１８年未甘肃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情况表
各项贷款

余颖

４２９６．１

１５１５．５Ｉ

３２４９．４０

３５７７．４０
０ｒ０＿

４８８．４３

９４．５９

１９３７４．３６

各项存款

同比增长

网比增长

会额

１０．４２

６７６４．７５
１３５０．５０
４４０８．５０

［４

１３４，６５
７５９２４

［Ｂ０

２０９７

２９８

４０３５．１３

０
９ａ

１２７５８
１８１６７．７３

：要经苗数圳
机构

项目

｜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村
｜股份制商业银有
域市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全触机构

非够行业全融机构
部攻储蓄银行
新型农村企融机构
合计

责产

４７９３．５５
７１６２６
１７８３ ４０
６２７７．５２
｜５６０８．０６

８６６．２０

８Ｉ０．１１

１６１．８Ｍ
２７４６３．３８

负资传
４７５４．２５
７１２９．１４
１７８５９

｜所有者衩益

３９．２９

３．５３

５８１２．９０

４６４．６２

５０７０．６Ｓ

５３７．３

６４０．７０
８１２７ｓ

１４３．７５

２６１５０．１５

年利润

３６．２９

４６．１８

２２５．５
１３１３．２３

１５２．５７
金融业｜２１７

机构贷款余额１９５７４．３６亿元，较年初 后７次向甘肃省政府上报专题报告，８ 行总体平稳，风险可控。金融业实现
增加１６６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４１？？ ｜ 次走访上市公司当地政府，５次赴证 增加值５８６．９亿元，占全省ＧＤＰ比重
电力、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监会相关部门就化解公司风险争取工 ７．１９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１３％，
设项目贷款余额４９１７．７５亿元，较年 作指导。协调各方形成维稳合力，认 已成为甘肃省的支柱产业。截至２０１８
初增加３９０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真做好信访投诉受理工作，成功处置 年末，全省有１家金融控股集团公
８６２？？？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集体进京上访事项。２０１８年，共办理 司、２家城市商业银行、３７家农村商

甘肃 ｜５７４７．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２５？？？省
年鉴 涉农贷款余额６８０８４８亿元，同比增
长１７涉农贷款实现持续增长；全

２０

信访举报投诉７１余件

业银行、５家农村合作银行、４１家农

【市场监管】综合运用＂双随 村信用社、２４家村镇银行、４家农村

｜机＂检查、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等多

资金互助社、１家信托投资公司、３家

省存续债委会２０２家，贷款余额 种方式，对各类市场主体开展现场检 财务公司、２家金融租赁公司、１家证
ＧＡＮＳＵ ４５１４４２亿元，帮扶暂时困难企业８８ 查５９家次，针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违规 券公司、１家保险公司、４６７家小额贷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家，弱化风险金额８４６８亿元，续贷 事项，出具行政监管措施１１件。以强 ｋ公司、２７９家融资担保公司。

８７３亿元；全省保障性住房贷款 化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日常监管、做好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
｜１３０９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４其 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信息教露 额１９３７１．７４亿元，较年初新增１６６５．０２
中栩户区及垦区危房改造贷款１２６４．０２ 监管为抓手，深化非现场监管，促进 亿元，同比增长９．４０位居全国第
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７９？？
市场主体依法合规运行。加大稽查执 ２０位。２０１８年全省各项贷款始终保持
【银行业脱贫攻坚】制定出台 ｜法力度，净化资本市场环境。２０１８ １０？？右的增速稳步增长，新增贷款

《甘肃银保监局筹备组关于辖区银行 年，主办初查案件９件，联合办案２ 达到新增存款的１．８５倍。其中，新增
｜ 保险业进一步支持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件，协查４件，组织审理自办案件３ 交通、电力、水利等行业各项贷款

见》。认真做好扶贫小额信贷的发放 件，执结率１００罚没款合计１０５余 ３９０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８６２保障
和到期回收工作。至年末，全省累计 ｜万元。
了省列重大项目中的６４个项目资金需
投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Ｓ００．１４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组织开展 求，支持力度达９５２８３亿元。金融业
｜余额２９．５６亿元，累计惠及农户 ＂汇聚资本力量 助力实体经济＂系列 的有力支撑和较快发展，充分保障了

｜１０９５万户。持续加大贫困地区基础 ｜活动，２０１８年举办专题活动６场，２４ 全省经济的回暖向好。
设施建设、移民搬迁、生态保护等领 家企业在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筛选补充
｜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改善贫困地 牌，帮助各类企业通过多层次资本市 全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人库
区生产生活条件。统筹推进全省行政 场融资８９亿元。以提高多层次资本 企业２９４户，其中拟上市企业后备企
｜村金融服务全覆盖，制定三年攻坚计 市场利用水平为突破口，增强企业融 业８５户，拟新三板挂牌企业２０９户。
划，累计消除基础金融服务空白村 ｜资能力，支撑地方经济发展。２０１８ 加大辅导拟上市企业力度，推动甘肃
２８７０个，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覆盖率 年，推动甘肃银行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银行在香港联交所首发上市，甘肃银
｜ 提升到９８．８４？？
并募集资金５６５９亿元，推动甘肃农 行成为西北地区首家上市银行。交设
（供稿：杨志鹃） 恳集团在深交所发行５亿元公司债 股份、凯凯农科、壹运动等７家企业
券，另有１０家企业在积极筹划资本ｉ 在新三板成功挂牌。全年全省实现直

｜证券监督管理

作，预计交易额合计２７０９２亿元。

｜接融资５２８９８亿元，其中，股票市场

融资１９９２９亿元，债券市场融资
３２９６９亿元。全省共有上市公司３４
家，其中，沪市主板１６家，深市主板
８家、中小板６家、创业板３家，Ｈ股
证券公司、２０家证券分公司、９６家证 人资金４６万元援建２０座柿饼瞭晒 ２家（庄同牧场Ａ＋Ｈ）。＂新三板＂挂
券营业部，１家期货公司、１家期货分 棚，争取中金所投入资金５１．６万元在牌企业３５家，居全国第２９位。甘肃股
两个帮扶村个援建１座果品冷藏库等。 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企业２７１４家，纯
公司、６家期货营业部。

推动期货经营机构结合地方特色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辖 ｜开展＂保险＋期货＂试点业务，辖区
区共有３３家Ａ股上市公司，９家拟上 ｜期货公司为２０户果农赂付１０．６４万
市公司，３５家新三板挂牌公司，１家 ｜元。积极争取上交所在２个帮扶村投

（供稿：李照耀）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认真摸排
辖区市场风险隐患。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果断处置上市公司退市风险，通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过多种手段确保上市公司稳健运行。
针对上市公司退市风险，２０１８年，先
２１８ ｜金融业

托管企业１１８５家。

推动保险业服务地方经济的水

｜平，利用保险资金长期投资的独特优

势，加大＂险资入甘＂工作力度，鼓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金融业运励保险公司以＂直投＂方式支持我省

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新增＂险资人甘＂ ｜回贷款１３９亿元、续贷１１４亿元，逾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政银战略合作协
项日落地资金１５７．０２亿元，已连续三 ｜期率由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底的９．７５？？降到 议》，未米五年兴业银行将为甘肃省

｜年突破１００亿元。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年末的０．７２受到国务院扶贫办综

｜提供各类绿色融资支持５００亿元。截
服务业，２０１８年全省新增各类保险机 合司的通报表扬。成功组建总资本规 至２０１８年末，全省绿色信贷余额
构６７家，全年实现保费收入３９８．９８亿 模达１２０亿元、服务网络遍布１１个市 ２４１６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８０２有力

｜元，同比增长８９０？？其中产险公司 （州）的金控担保集团，已经开始为 地支持了生态产业和绿色发展。推动

累计实现１３８．０９亿元，同比增长 全省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市场化、多层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通过融资租赁模式 甘肃
１２．６？？？险公司累计实现２６０８９亿 ｜次的融资担保服务。推动开发省级种 为兰州市水源地项目融资了１５亿元，
元，同比增长６．９９？？全省赔付支出 ｜养产业综合保险，探索自然灾害和市 ｜武威发展集团成功发行了７．３７亿元资 ｜年鉴
１３９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５？？
场价格波动＂双保险＂，实现农业保 产证券化产品。
｜２０１９
｜【金融体制改革】１１月１日，权

险对有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所有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破 ＧＡＮＳＵ

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甘肃省机 种养产业及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两 解民营企业和巾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 构改革方案》，新组建的甘肃省地方 个风险＂的全覆盖，形成＂３＋３＂农 贵难题。推动出台《金融支持小做企

业保险保障体系，这一做法被评为全
融监督管理局整合了省政府金融工作 国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新典型案例。
｜办公室的职责，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 引导各金融机构下沉金融服务并向贫
会的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职责，省商 困地区倾斜，加快＂农金室＂推进力
务厅的商业保理公司、典当行、融资 度，实现金除机构经营网点乡镇全覆
金融监督管理局挂牌成立。省地方金

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
召开了全省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座谈会，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将信贷

资源更多投向金融服务薄弱领城。引

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推出＂蓝天

租赁公司监管职责等。作为省政府直 盖，金融便民服务点行政村覆盖率达 贷＂＂陇原农担贷＂＂税ｅ融＂＂惠企
属机构，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将围 到９５Ｓ？？２０１９年春节前绝大部分行政 ｜通＂＂助创贷＂等金融产品，努力为
绕服务实体经济、财控金融风险、深 村完成＂农金室＂挂牌。
｜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加
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强化监督履
［绿色全融］树立和践行＂绿力 ｜大＂银税互动＂推广力度，对足额纳
职，以高质量的服务、高水平的监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念，落 税的民营企业给予信用贷教支持。全
管，推进我省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 年向１．７１万户企业发放贷款８６１４７亿
【金融精准扶贫】强化农村金融

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决定》，完善 元。充分运用小微企业贷款互助担保

服务，助推脱贫攻坚。推动出台了 支持绿色发展的顶层配套政策，推动
《甘肃省金融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意
攻坚政策措施》《关于金融进一步支 ｜见》。争取国家赋予甘肃省先行先试
持脱贫攻坚的意见》《甘肃省２０１８－ 权，加快推进兰州新区国家绿色金融
２０２０年农业保险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 ｜改革创新试验区申建工作，编制完成
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特色产业发展 《甘肃省兰州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工程贷款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金 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已经省政府
融进一步支持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上报国务院审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 批。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绿色金融体

｜基金和兰白科技创新贷款增信基金，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其中通
｜过小微企业互助担保基金发放小微企

业贷款４４７３户、１６７４亿元，通过兰
白科技创新贷款增信基金发放科技企
业贷款３８７笔、３０．３亿元。民营企业
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得到明显

｜缓解，贷款规模、贷款增速较快上

涨，２０１８年末小型企业贷款加权利率

｜省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建设运行的实 系，支持金融机构绿色发展，加快绿 ６１３较年初下降０．９０个百分点，

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落实精准扶 色信贷产品创新与推广，引导设立各 微型企业６．７３较年初下降１．０６个
｜贫工作部署要求，支持六大特色优势 类绿色发展基金，鼓励发行绿色债 百分点。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金融机
产业和涉农带动龙头企业发展，通过 券，成功促成省政府与兴业银行签署 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４６３５．１７亿元，
｜鼓励金融服务创新、组织银担企对接

等方式，加快推动特色产业贷款投
放，全年全省投放特色产业贷款３９５
｜亿元，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３００

亿元年度贷款任务，同时发放农产品
收购贷款１４４亿元。同步做好精准扶
｜贫专项贷款回收续贷工作，建立联动

机制，强化各查指导，截至年底，收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融资担保业骨干企业经营情况表

２０１８年融资担保

２０１８年融青担保

新增业务额

年末在保余纸

｜甘育省再把保集团有限公司

９１化

什有省农业信货担保有限★任公
甘育省融资担保集团般份有限公司

２１．６亿元

１５９亿元
２２．１亿

５７亿元

６７亿／

｜甘肃全控融资担保集团殷份有限公司

１１６亿无

１１６亿元

企业名称

金融业｜２１９

舅
甘肃
年鉴

较年初增 加３７６．５亿元，增速
１０．２７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０．８７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个百分点，小微企业贷款比重已接近
大型企业，占比达到３５．７？？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各项贷

｜强化年＂专栏，组织总行级＂合规先

锋＂和省行级＂合规标兵＂巡讲团开

｜展巡回演讲。制定治理措施工作方

案，开展理财投资、理财销售、票

｜【金融安全稳定】强化＂底线＂ 款余额１６３２．１４亿元，净增１１０．５０亿 据、同业、信贷防假与反假和互联网
｜思维和风险＂意识＂，落实属地金融 元；全部存款余额１７１８．３８亿元，时 金融、员工行为及网点场所管理、授
风险处置责任，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 点净增１４６４８亿元。贷款不良率为 ｜权控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风

｜险＂组合拳＂，牢牢守住了不发生区 １．６低于省内同业平均水平；逾 险检查。根据总行和监管要求，组织

｜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 ｜期贷款剪刀差余额４４４亿元，较年初 辖区内各行开展整治市场乱象工作，
减少２．３６亿元。全年未发生重大案件 ｜防范和化解风险隐想。
ＧＡＮＳＵ 险攻坚战实施方案》。靠实监管责 和重大风险事件，
（供稿：骆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支持重点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
｜任，推动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目标考核 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及电力四个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责任书》《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 行业累计投放贷款２９９．５７亿元，占总
坚战目标责任书》开展金融领域风险 ｜ 投放额的８０．７５农业、信息行业公 【业务发展】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总

死 动出台《甘肃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

摸排，摸清全省农信社系统的风险情 司贷款实现较大突破，全年向农业投 ｜资产达２０１７亿元；各项存款净增
况，推动农信社改革和风险化解；强 放贷款３．５７亿元，较年初净增２３３亿 ｜６９．５６亿元，同比多增６４．３７亿元，余
化上市公司退市风险跟踪预警，督促 ｜元，增幅１９２．２５？？？年向信息业投 额达到１９４９２９亿元；各项贷款净增

｜地方做好日常监管、违规处理和风险 放贷款５．５亿元，较年初净增１．９３亿 ８９．４９亿元，余额达到１５０８．９２亿元。
处置；针对民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 元，增幅８６５？？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２０１８年，
险，推动设立舒困（并购）基金，开
｜【民生消费领域服务】２０１８４
累计承销地方政府债券１００．６４亿元，
展舒困工作。加大各类金融乱象清理 个人贷款净增５１４６亿元。与省公积 余额３０４．０１亿元。为金川公司等重点
｜整治力度，开展打击非法集资宜传月 金中心开发融。借＂金闪借＂业务， 企业以黄金租赁业务融资１７．４７亿
活动、广告资讯信息排查活动、涉嫌 上线３６０金融借条合作项目，推动ｅ 元，累计办理国际结算１．７１亿元，结
｜非法集资专项排查活动，始终保持打 ｜分期业务发展。金融社保卡发卡方面 售汇３４亿美元。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累
击非法集资的高压态势；开展互联网 有１４个二级分行取得发卡资格，累计 计向铁路、公路、能源、城市公共交
｜ 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和交易场所清理整 ｜发卡２５．７３万张，新增发卡１０６８万 通、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投放贷款

顿工作，系统排查处置投资理财、互 ｜张。制定《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１０６亿元；投放战略新兴产业贷款
联网金融及各类交易场所等领域风险 ｜的意见》，协调各金融机构在支持民 １９１４亿元；服务兰州公交集团３亿元
｜营和小微企业发展中贡献力量。建立 新能源公交车售后回租业务
点，关停转型违规企业１３５家。
｜【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甘肃省 小摄企业目标客户库，把好客户准人入
【服务＂三农＂】２０１８年，累计
融资担保业共有法人机构２７９家，较 关。对小微企业实行信贷规模保障， ｜ 投放＂三农＂和县域贷款２５３６２亿
上年末减少５家。注册资本金共计２３９ 推广小微金融服务平台，推广经营快 元，余额净增２２５５亿元。制定服务

亿元。全年新增融资担保业务额２１７．２ 贷、网贷通、线上供应链融资等线上 乡村振兴＂七大行动＂推进方案，支
亿元，年末融资担保在保余额３９７８８ 金融产品，全年累计投放小微企业贷 持大型水利、河西３０万亩高标准农田
亿元，在保余额同比增长６１６？？在 款４７．５亿元，同比多投放６０９亿元， ｜等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放水利、城
融资担保机构许可准入方面，深人落 余额达到６１９亿元。围绕＂十大生态 镇化、旅游等领域贷款１３．２５亿元。
实省政府＂放管服＂改革精神，主动 产业＂，建立农业龙头企业客户库， 与省农担公司合作，创新推出＂陇原
的优化准入服务，精简审批材料，压 创新推出了＂戈壁农业贷款＂＂特色 农担贷＂，全年累计投放１２７５亿元。

｜缩审批时限，２０１８年融资担保公司批 产业担保贷款＂＂惠农担保贷款＂等 与省金控融资担保公司签订合作协

准事项实现统一在＂甘肃政务服务 产品，累计投放特色产业贷款５６２８ 议，筛选确定４９个项目，启动实施
｜网＂电子申报，基本做到＂最多跑一 亿元，推广＂＂蓝天＂模式。
＂特色产业发展贷＂，２０１８年紧计投放
次，只进一扇门＂。全年共办结３０件 【风险防控］开展＂固本强化 １５．３２亿元。推进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业
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行政许可事项，２４ 年＂主题活动，整治市场乱象的专项 务试点，支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
治理，强化监督检查与控制和反洗钱 体、社会化服务主体、产业化联合体
件换证备案事项。
（供稿人：郭晓波） 业务集中管理：开设＂内控合规固本 等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累计投放
２２０ ｜金融业

＂三权＂抵押贷款１０４９万元。推广

度。制定普惠金融业务专项评价方 年全球银行００强＂榜单中甘肃银行

＂惠农ｅ通＂电商服务平台，已有３．０３ 案，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模式。重｜排第３９１位。在２０１８年中国商业银行
万户商户入驻平台，交易额达到８０．２２｜ 点支持单户授信１０００万元及以下的小 竞争力评价中＂最佳战略管理城商
亿元；新增电商服务点１００１８个、静 微企业。
行＂和资产规模２０００亿—３０００亿城商
态聚合码服务点１１００２个；实现通讯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压控产能 行竞争力排名第二

费、电费等基础缴费服务全省覆盖。 过剩行业和高风险行业用信，钢铁、

｜【对公业务］２０１８年，推进与重

（供稿：邱 鑫）

个，承接存款６１．２亿元，存量授信项
目１３个金额４５．４亿元。通过＂政银便

推动农户贷敦线上化、批量做，净增 有色、煤炭等１５个设限行业压降用信 点客户的战略合作，同２６家重点客户 甘肃
＂惠农ｅ贷＂１８．１２亿元。向２３个深度 １３．１９亿元。开展高风险领域信用风险 重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人围省政府
｜贫困县发放贷款８４．９４亿元，余额净 ｜排查和重点区域专项治理，及时消除 ｜债券主承销商后，承销债券４７．１亿 年鉴
增２００亿元，增幅高于全行水平２９ 风险隐患。全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本 元；中标省级国库现金管理３３．５５亿 ２Ｏ
个百分点。先后选派７名处级干部担 金３２０２亿元。开展＂双基管理深化 ｜元、省级社保资金２４．３６亿元；中标 ＧＡＮＳＵ
任帮扶村队长兼第一书记赴西和县开 年＂活动和柜面业务综合治理，加强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一般账户。开立省
展扶贫工作，抽调４批２０人次轮流驻 通用账户清理，规范电子验印处理， 退役军人事务厅等６户机构账户；对
村扶贫，捐助２４６８万元完成危房改 ｜严防各类操作风险。加强反洗钱合规 接省列重大建设项目，对接省列重大
造、路桥等１５个项目，捐建＂精准扶 文化建设，全方位强化洗钱风险监测。 建设项目１３３个，开立各类账户１４６
贫励志书屋＂１个。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截至２０１８
年末，央行降准、银保监会口径普惠 甘肃银行

金融贷款分别净增１９．８７亿元和６．８９亿

民通＂业务开立基本户９７２户，代办
营业执照１２６７个。

【个人业务】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累
元，分别完成总行计划的１４６．１３？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甘肃银
１０４．３２实现监管＂双达标＂。建立 行资产总额３２８６２２亿元，新增５７４．７４ 计发放社保卡７０．４１万张，占全省城
音惠金融专门服务平台。成立普惠金 亿元，增幅２１２？？？项贷款余额 镇职工社保卡总发卡量的２３．４７推

｜ 融事业部，牵头负责全行普惠金融的 １６０８８５亿元，新增３０６．０１亿元，增辐 进＂六个智慧＂项目、甘肃一卡通项

统筹规划和推进管理，在全行设立２８ ２３．５？？负债总额３０３．７５亿元，新增 日，初步形成信用卡系统建设方案．
家普惠金融专营机构。强化营业网点 ４５２８亿元，增幅１９２？？？项存款余 优化＂我惠＂个人金融产品综合营销
直按营销和基础服务功能，提高小微 额２１０７．２３亿元，新增１８４９３亿元， ｜平台。拓宽高端客户增值服务渠道进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调整小微企业信 增幅９６？？全年实现净利润３Ｍ４亿 ｜一步。启动全行柜面业务向智能柜台

贷业务报备范围，对小微客户转授权 ｜元，同比增加０７６亿元，增辐 ｜设备迁移工作。
｜【服务县域＂三农＂】２０１８年，
进行全面梳理，缩短贷款审批链条。 ２６？？资本充足率１３５拨备覆
建立小微企业信贷业务集中审查审批 盖率１６９４７拨贷比３８９？？？产 财政社保专户、非税专户等联户数量
工作机制，对小微企业信贷业务实行 ｜利润率１．１５资本利润率１６４３？？ 稳定增长，财政非税专户账户覆盖面
专业化集中审查审批，加快审批进 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２０１８ ５３．１２机关养老保险支出账户覆盖
面３４．３７？？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年末
｜涉农贷款余额４９３６６亿元，校年初新

｜增６１．２３亿元。新建＂三农＂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平台。发行１５亿元＂三农＂
专项金融债券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发展。

【风险防控】加强投资类授信业
务投后管理、柜血业务合规、现金日
常风险监测、事后监督管理，推进操
作风险管理工具运用；逐户制定风险
处置化解方案，细化管理：建立总行
领导包行挂片、带头督导制度，落实
各行＂一把手＂第一责任的制度，全
面摸排资产家底；制定流动性储备债
管理规则，开展应急操作实景演练；
｜金融业｜２２１

｜ 提升存贷款定价管理水平，降低全行

【信贷支农］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湖

［【电子银行］截至２０１８年底，电

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缓解流动性压 农贷款余额２７７．８亿元，占贷款总额 子银行替代率７８．３４较年初提高

｜力；通过ＦＴＰ曲线调整，加强ＦＴＰ价 的７７．６５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９．６个百分点，卡均余额较年初增加

格对业务发展的引导作用；建立全行 ４０９３？？制订１２７．５亿元农户贷款净 １０５８７７元。年内上线＂飞天Ｅ码

甘肃
年鉴

ｚ０

｜ 统一的行业风险偏好，防范行业风险 增计划，加大农户贷款投放力度。截 ｜通＂、养老通等６项新业务，实施１５
以及集中度风险；全面摸排存量政府 至２０１８年底农户贷款余额１９８８．２６亿 个智慧公交项目。陇西农商银行和兰

｜类授信，及时更新优化政府类融资指 元、有信贷关系农户１３９４２万户，覆 州农裔银行分别建成＂智慧交通＂和
｜导意见，澈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 ｜董面达３１４３？？评级授信农户３９５．６７ ＂智慧商圈＂，第三方支付手续费收入
量；坚持风险导向和战略导向并重的 万户，授信总额１７９５９０亿元，授信 比上年增加近１倍。
｜【创新研发］２０１８年，开展贵金
审计原则，２０１８年，立项实施审计项 ｜面达８９．１８分别较年初提高７．８７万

ＧＡＮＳＵ １３８个，实施专项审计项日７项

户、８１．５６亿元和１．７７个百分点。单列 属代销业务，引进９家贵金属公司，
（供稿：张博文） １５０亿元小微企业信贷计划，通过创 在全省８３家行社全面开展实物贵金属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甘肃省信用联社

｜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果道、降低融 代销业务。截至２０１８年末，共代销贵

资成本等措施，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 金属１１６３．５７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
求。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小微企业贷款余 人１０６４１１万元；指导各农商银行、

农合银行积极中报理财业务资格，全
合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４０３２亿元，较年 元，支持２０．５万户农业产业化龙头 省已有１３家行社完成申报，８家获得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农 额５９７９８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７４４亿

｜初增加１５２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 ｜理财业务资格；指导兰州农商银行推

机构的２１．７６？？各项贷款余额３５７７ 营主体及小微企业的发展。

【资金运营】２０１８年，调剂资金
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０４亿元，占全省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１８７４？？实现净利 １１８．８５亿元，其中为贫困偏远少数民
｜涧１４．２９亿元，计提拨备７９９７亿元， 族地区行社年内调剂资金１９４亿元，
上缴各类税金１８．２４亿元。全省农村 累计调剂资金７１４．８亿元。省联社拟
合作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８５家，其 定＂全省农合机构资金营运＇１＋Ｎ＇
中省级联合社１家，省农村合作金融 示范性合作模式＂方案，引导辖内农
结算服务中心１家，县级农村信用合 商银行独立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业
作联社４ｌ家、农村合作银行５家、农 务，采取传帮带等方式，扶持３家行
｜村商业银行３家。全省农合机构共有 ｜社自主开展资金业务。向承销省财政
｜物理昔业网点２２５４家，便民金融服务 厅地方政府置换债券１期，将五家联
点１１０７７家，覆盖全省 ８５．５？？行政社２２万元不良贷款联合置换为地方
｜村和８９？？农牧民。

２２ ｜金融业

｜政府债券。

出个人外币存款业务，可以受理美

元、日元、欧元、港元等币种；指导
武威农商银行和麦积农合银行推出保

管箱业务试点工作正常运行。推出

＂祁信惠＂草原奖补资金质押贷款业
务。在兰州农商银行推出＂薪易融＂

和＂ＰＯＳ贷＂特色产品。为加大对小
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指导定西农商银
行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出＂惠企通＂

｜ 贷款产品。指导宕昌县联社研发上线
｜助力脱贫货，该产品植人自助循环功
｜能，操作快捷方便。
（供稿：康建华）

谪弊沅避 裹节缘

ｓａ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商业贸易

长。全省实现商品零售额２９４６９亿 点，比前三季度回落了０７个百分
元，同比增长７．４？？？现餐饮收入 点。其中：限额以上批发业实现销售

额４３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２增
【景况］２０１８年，外贸进出口快 ８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７？？
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有所下降， 速比前三季度回落０４个百分点。
速增长，全年进出口３９５亿元人民

币，增长２１增速居全国前列， 粮油、食品类同比增长０．７？？？装、 零售业实现销售额３７２３．３亿元，
２０１４年以来连续下滑的局面得到扭 鞋帽、针纺织品类同比下降０．８？？？ ｜同比增长１０．５？？比上年同期回落０．５
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回落０８个百
转。全省服务进出口１６．５亿美元，增 用品类同比下降１．９？？

长１５．４？？内贸流通创新发展。全年

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

分点。限额以上零售业实现销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４２８４亿元，比 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增长１０．５？？？ ８７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增速比

上年增长７．４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度 育、娱乐用品类同比增长１６０？？？ 前三季度回落２．１个百分点。
住宿业实现营业额１１８８亿元，
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利用外资提质升 西药品类同比增长２３０？？
级。全年实际到位资金４１００亿元，降 ｜ 居住类商品销售出现回落。家用 同比增长１１３比上年同期提高２２

幅较上年收窄１３．５个百分点；实际利 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同比增长７．１比 ｜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回落１个百分

用外资５０４１万美元，增长１５．３？？ １－１１月份回落０．３个百分点；家具类 点。其中：限额以上住宿业实现营业额
外经合作再创佳绩。全省对外投资实 同比增长７５，比１－１１月份回落３．７个 ３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４增速比前
三季度回落２．５个百分点，
际投资额６８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百分点。

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７９７．２亿元，
石油及其制品类增速趋缓，汽
｜同比增长１１．６比上年同期回落２．５
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３？？？派劳务 类降幅继续扩大。石油及其制品类同
４０５２人，同比增长３２．７？？
比增长９５增速比１－１１月份回落 个百分点，与前三季度持平。其中：

４２？？？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３．１３

【消费市场运行】城镇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３．２亿元，同比增

了１４个百分点；汽车类同比下降 限额以上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３６．４亿

８．７降幅比１－１１月份扩大０９个百 元，同比下降３．７比前三季度收窄

０．６个百分点。
长７６？？？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分点。
【冷链物流】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
额６７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６６？？城镇 ［【行业销售运行】批发业实现销
增长快于农村１个百分点
售额６４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 省拥有冷藏库近２千座，冷库总容量
商品零售额和餐饮收入稳步增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了１１４个百分 约６４０万吨。从业人员达１０多万，静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２２３

态库容５万吨以上企业２０多家。冷链

物流信息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３０％
的冷链物流企业应用物流信息管理系

４０００

８１专８１

－８人８

统。零售企业、大型流通企业积极投

资建设冷链配送系统及生鲜、果疏等
配送中心，初步构建绿色食品供应链
｜及物流体系
｜ 【国家级公益性农产品示范市场】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８年，定西马铃薯综合交易市场建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２月１－３月１－４月１－５月１－６月１－７月１－８月１－９月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２

ｐ０Ｗｇ

立常态化产销对接机制、应急保供机
量（亿元）＋－速度（％）
ＧＡＮＳＵ 制、重要农产品储备制度、创新平价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供应机制，土豆、白菜、大葱、洋 并投入人运营。４月，甘肃省跨境电商 设兰州国际港务区汽车整车进口、兰
葱、萝卜、辣子、茄子、黄瓜、西红 零售进口首单业务完成通关放行，实 州新区粮食进口指定口岸。新开通兰

州至泰国曼谷、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空
柿、西葫芦等２３种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现零突破。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２０１８
货运航线。澳大利亚至兰州种羊航空
关鲜活农产品批发价格低于当地物价
主管监测价格１３？？１２？？８？？ 年甘束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 货运包机顺利通关。全省口岸出入境
６？？５？？７？？２？？４？？７？？３％， 区实现进出口１７２９亿元，增长 飞机１１７１架次，出人境人员１７．４万人
并与国内多个流通企业签订合作框架 １８６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４３８？？ 次，同比增长１０．３６？？国际贸易＂单
协议，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年销售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共有２７０多家各类企 一窗口＂标准版得到广泛应用，实现
业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内注册。国 ｜申报３万票，是２０１７年的１２倍，主要
额达到２１亿元。
｜【会展业】２０１８年，甘肃省举办 际货运班列在２０１７年试运行基础上， 业务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招商引资】认真贯彻落实省政
各类专业展会活动数达３００多场，展览 新增回程班列，２０１８年底实现每周一
面积达到２万平方米的展会超过１０个。 班稳定运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推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促进外
其中，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室内展馆面积 ｜动作用明显，通过兰州局发往成都｜资增长若干措施》，省商务厅与省发
３．２万平方米，２０１８年共举办展会７６ 局、昆明局、南宁局等三局的货物达 ｜改委、财政厅联合出台《招商引资项
个，举办展会总面积５７万平方米。

２８．５万车、货量１６４０万吨，三局发 日省级奖励办法》，为全省招商引资

往兰州局货物达５．２４万车、２０７万 提供政策支持，注入强大活力。２０１８

【［对外贸易】２０１８年，组织企业
参加境内外展会３９个，组建全省外贸 吨。加大＂兰州号＂等中欧、中亚、
｜企业联盟，推动外贸发展进入龙头带 南亚国际货运班列开行密度并实现常
动、骨干支撑、新兴成长的阶段。组 态化，白银市开行至阿拉木图中欧国
织参加首届进口博览会，来自５１４户 ｜际货运班列。２０１８年，中欧国际货运
企业的１４００多人参加首届进口博览 班列共发运１７１列（７６４车），货量
｜会。在进博会期间，成功举办＂甘肃

省进口贸易对接会暨现场签约仪式＂
活动。甘肃省４７家参会企业与德国、
日本、韩国、香港等地一批跨国公司

商引资推介大会，共签订１１个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项目４３个。各市州收获
颇丰，社会各界反响超过预期。１１

月，赴浙江、江苏开展＂通道物流产
１２．３万吨、货值３６９亿美元。建立通 业专题招意活动＂，与浙江省商务厅
道物流产业项目库，征集项目６３３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签约项目８个。
个，确定３个重大带动性项目。全省 举办＂中医药产业招商大会＂，签约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资项 项目４５个。组织召开丝绸之路国际商
目１７个，实际投资额３．３亿美元，同 协会（敦煌）圆桌会议和通道与物流

｜和境外６０多家展商集中签订进口合同
｜和合作协议。展会现场成交４０５亿美 比增长３．７倍。
【口岸建设】２０１８年，洛实《
元，场外成交意向２１．１３亿美元、实

际成交额为３２１８亿美元。合力推动
跨境电商迈出实质性步伐，兰州获批
｜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兰州
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兰州海关地

年，４月，甘肃考察团赴香港组织招

专题论坛，举办＂首属甘肃好味道美
食节＂。邀请广药集团、新加坡太平

于加快发展口岸经济的意见》，推动 ｜船务集团等重点客商５批次来甘肃省
口岸经济成为建成兰州新区肉类指定 ｜考察，组织５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口岸，实现进口牛肉１０批２２吨１０００ 区承接产业转移，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万元；建成并启动运营兰州中川机场 ｜ ６９个、８６３亿元，２０１８年底资金到位

方数据分节点、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 水果及冰鲜水产品指定口岸；建成武 ｜率为４１．８项目开工率达１００？？
网购保税场地和兰州铁路口岸跨境电 威肉类和木材指定口岸，已通过中欧 【电子商务】２０１８年，电商三级

服务体系加速覆盖，７５个贫困县实现
商监管中心等跨境电商支撑项目建成 ｜班列进口１５００方板材。甘肃省获批建服

２２４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

电商服务中心全覆盖，８８？？建档立
卡贫闲人口的乡镇设立电商服务站，
７１？？深度贫困村建成了电商服务
点。新增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２０个，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两州一

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已覆盖
９１．４？？全年，全省实现农产品网上
销售Ｉ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５？？上，

甘肃

带动农民群众人均增收约３００元。《人
民日报》刊发了《山货牵了电商手脱

２０Ｉｇ

｜年鉴
ＧＡＮＳＵ

｜贫驶上快车道》的专题报道。电商扶

贫新模式成为亮点，在全省组织大规

模电商人才培训，复制推广陇南、环

县、广河模式，广河县电商扶贫车间
建在贫困村的做法，得到商务部的充

２０１８年，第二十四届兰合会开幕式暨丝卿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

亿展品涉及２０多个大类。进馆观众累计
资项目４２００个，到位资金４１００亿
元（其中省外境外资金２０１．９３亿 ｜达２６万人（次），展览展销总成交额
流。东西协作电意扶贫结出硕果。临 元），降幅收窄１３５个百分点；截至 １６．２７亿元。
夏州＂厦门馆＂、甘南州＂天津馆＂、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第２３届兰洽会签约 ｜ 【境内境外会展交流】２０１８年，
陇南市＂青岛馆＂、定西市＂福州 项目资金到位率４２４８？？开工率 组织参加８个省外境外展会，宣传推

｜分肯定，并在全国会议上作经验交

馆＂等４个甘肃省特色产品东部地区 ８１５？？建成率３９８３？？？２４届兰洽 ｜介甘肃投资环境、产业优势和特色产
电商体验馆建成运背，成为贫困地区 会签约项目资金到位率２０．７？？开工 品。９月，省政府领导率团参加第十

｜七届西博会，全省３００多人参会参
｜特色网货＂走出去＂的＂新窗口＂。 率７６．２２？？
｜在厦门、天津举办＂迎新春陇原网货 【招商推介】２０１８年４月，省政 展，两省签订《经济社会发展合作行
精品展＂，现场销售４００万元，签订采 府主要领导率团赴粤港考察招商，签 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对口厅局

订１１个合作框架协议和４３个合作项 签署了农业、林业、教育、产业、文
目，投资额达到４８４８亿元。１０月， 化等５个专项协议。召开甘肃省招商
上海等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落 省政府分管领导赴江浙进行通道物流 引资项目推介会，２０多家商（协）会
购协议７２００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复制推

实全国通关一体化，推进大通关建 产业专题招商，签署８个招商项目合 代表和１００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会
设。实现报关、报检无纸化，使得通 作协议，投资额达到４８亿元。编印 议，重点推介甘肃省十大生态产业、

｜关时间缩短、费用减少、效率提高。 《２０１８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册》《２０１８ ｜投资环境和重点项目。
【药博会招商产业大会】组织
制定《甘肃省商务厅关于推动构建新 年甘肃省中医药产业招商项口册》和
型政育关系的若干措施（试行）》。 《甘肃省通道物流产业重点招商项目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博览会的展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建立并联审 册》，以多种渠道宣传推介。２０１８ 览展销，展览总面积２１万平方米，
批、联席会商、项目包抓、督查通 年，累计接待重点项目投资客商５５批 搭建展位５９６个，共有６６６家企业参
展：签约３９个产业投资合同项目，
报、约谈问责机制，推进招商引资项 次３００余人。
目＂招的进、落的下、实施好＂。制
【第二十四属兰洽会】境内外共 ４００多位国内外中医药企业、科研院
｜定《甘肃省商务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３万多人注册参会参展，中亚一中国 ｜所代表参加会议；累计接待 １４．８万人
方案》，设立全省商务系统营商环境 （甘肃）经贸合作洽谈会等３２项双 （次，交易额达３９７万元，签订供货合

投诉举报平台，通报反面案例，宣传 边、多边性投资贸易促进和文化交流 同６８０万元、意向性交易订单１１２万
好经验，营造促进商务发展和作风转 活动。新加坡、韩国担任主宾国，广 元，与２４６家销售企业达成代销意向。
变良好氛围。
东省担任主题省，分别举办主宾国、
（供稿：张文耀）
（供稿：于清 主题省系列活动。签约４７１个招意项
目，引进广药集团、广州宝供等９家 供销合作
经济合作
＂三个５００强＂企业入驻甘肃省。境内

外参展企业达到１４００多家（其中境外

【主要经济指标］２０１８年，全省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实施招商 企业１６０多家），参展商近２５００人。供销系统完成裔品购进总额５９３．５亿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２２５

元，同比增长１５．５？？？售总额６２８ 万升，向村集体和贫困户让利超过２０ 参与＂三变＂改革。玉门市委认真贯
｜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７？？农产品购进 万元：开工建设第一批５００个＂乡村 彻中央１１号文件精神，将扶持产业、
２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６？？？生资源 加油站＂。组织省内２００多种农产品在 促进＂三变＂等新职能交给供销社。
回收额５３６亿元，增长１３．２？？汇总 天津大型超市设立陇货专柜，促进东 落实省政府关于在贫困村建设冷藏保
实现利润２５８３９万元，同比增加１８３７ 西部协作帮扶工作。
鲜库的要求、筹集资金２７００万元，在
万元，增辅７．５？？全省供销系统资 【＂兰洽会＂签约】２０１８年＂兰 古浪、天祝、民勤、环县建成农产品
｜甘肃 产总额１８１６亿元，同比增加１８０２亿 洽会＂期间，组织国外４家、省外１２８冷藏库１６个，覆盖３５个贫困村，购
家企业与省内１１２家企业签约，约定 ｜置冷最运输车３０辆。弥补贫困村的农
年鉴 元，增辐１１０２？？资产负债率
６３．４１同比下降０２６个百分点。所 三年内采购甘肃农产品１７５．３亿元。 产品冷链设施短板。２０１８年，省社选
列０ 有者权益６６４５亿元，同比增加７．０２ 【服务社会】省供销联社与省扶 择宕昌、环县等９个深度贫困县开展
ＧＡＮＳＵ 亿元，增幅１１．８２？？
贫办联合下发助力脱贫攻坚的《实施 ＂零利润＂供肥试点，为建档立卡贫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综合改革】２０１８年３月，正式 意见》，制定《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困人口人均供应１袋＂零利润＂价格
组建甘肃供销集团，经省委省政府研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和《关于贯彻 化肥，试点涉及１６１个乡镇８０１个村
究同意，定为省管企业，将原有直属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指 ｜５６８万深度贫因人口，供肥９１２１吨，
１６户企业纳入供销集团统一管理运 导全系统集中力量、多途径助推脱贫 让利２６０万元．惠及２２０７万建档立卡
营、实现了社企分开、市场化运作。 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三变＂改 贫困人口。针对农村农民加油远、加
２０１８年，全系统新建基层社２１个、村 革。省社专门下发通知，指导有条件 油难、加油贵问题，通过省供销集团
级综合服务社４４７个，领办农民专业 ｜的县供销社牵头组建产业扶贫公司， 能源公司牵头、在县级供销社设立子
合作社４２６个，乡、村服务覆盖面扩 向下与基层社、村级社、农民专业合 公司、与村委会合作实现上下贯通，
大到７４？５０６？？成立省供销联社 作社延伸对接，采取＂产业公司＋合 三级共建共管建设乡村加油点，在加
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现从管企业 作社＋农户＂模式，让更多农民融入 油站配建农资合作社，逐步融入加
向管资本的实质性转变。截至１２月 产业发展链条。甘南州及临洮、通渭 气、充电、农资供应和农产品、日用

底，全系统全资企业发展到２０８个， 等２２个县供销社已建成运营或正在组 ｜品、物流配送、合作金融等综合服务
通过股权投入、开放办社等方式，发

｜建县级产业扶贫公司，７个县将＂：

联合省扶贫办印发助力精准扶贫《实
｜施意见》，指导全系统多途径推进扶

智等具出资金、划房产，指导供销社 配股资金２０４５．６５万元，已按入股金

功能，构建新型基层服务体系。５００

展控股企业１１５家、参股企业１４４ 变＂改革试点任务交由供销社承担， 个乡村加油点全面开建，先期已有１８
家，开放办社企业１８５家；有１６个 初步形成＂产业扶贫公司＋合作社＋ 个开始试运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启动岷
市、县组建起供销集闭，逐步探索规 ｜贫困户＂＂三社合一＂助推＂三变＂ ｜县供销社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试
｜模化发展。
＂乡镇供销社＋合作社＋农户＂＂旅游 点，县社所属３户企业和５个基层供
【服务贫困地区项目】２０１８年， 公司＋贫困户＂四种模式。宁县、通 ｜销社承接２００７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

｜贫工作。在宕昌、环县等９个深度贫

因县实施＂零利涧＂化肥扶贫，供肥
９１２１ 吨，惠及建档立卡贫闲人口
２２０７万。筹集２７００万元在古浪、环
县等地建设１６个冷藏保鲜库，服务覆
盖３５个贫困村；招标采购２０辆冷藏

保鲜运输车，服务覆盖３５个贫困村，

参与农产品冷链配送服务。围绕服务

古浪县万亩戈壁农业精准扶贫产业基
地冷藏需求，省供销集团投资建成

１０００吨冷藏保鲜库、农产品展示展销

２０１８国际采胞商大会暨中国（书Ａ用

ａｎ０ｅｌ

ｇｒ：

中心及农化服务中心。推进＂乡村加

油站＂项目，配套建设农资合作社，

先期建设的２０个加油点在试运营２个

２０１８年７月７日，在第二十回属兰附校紊贸易洽试会期间，由省保你合作联社系办的中

｜月期间，实现供应汽油、柴油４１．４５
｜ 国（甘肃）供稍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在计素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２２６｜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

售５１４８万箱，比重达到５８７５同
｜比提高０４９个百分点；单箱销售额

２５４万元，同比增长２９８其中，
三类以上卷姻销售比重６８．３２同比
｜提高１．９２个百分点；实现卷姻销售收
人２２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９？？？

９教在营＂答汽＂产袋＇十学闪

现税利５２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３４？？ 甘肃
｜【市场管理】２０１８年，查处各类
假冒走私卷姻案件３００起，查获假私 ｜年鉴

卷烟４５４８万支，破获百万元以上网 ２０Ｉｓ
｜ 络案件２１起，其中千万元以上网络案 ＧＡＮＳＵ
件６起。司法机关依法刑事拘留２３

人，批捕２２人，判刑１７人。兰州市

局破获的＂３．３０＂走私雪茹烟案，实
物案值２００余万元，上网追逃３人，
抓获犯罪嫌疑人１０人，捣毁窝点６

２０１８年４月，在广州南召开甘肃揭商推介大会

｜额的８？现分红，分红金额１６３６薯、静宁苹果、庆阳黄花菜、永登苦 处，扣押冻结涉案资金２６４万元，落
万元。＂联合社＋专业社＋农户＂服务水玫瑰等２０多个农特产品，以图文形 实涉案金额达１．３亿元，实现甘肃省

模式正在完善，有３个合作社吸纳 式在签约活动现场布展。来自泰国、 ｜查破走私烟网络案件和涉烟金额过亿

１４０４户农户自有资金５．１６万元，为 ｜哈萨克斯坦、波兰等国的客商，江 的两个新突破。坚持以提升市场净化
农户分红３．９６万元；５个合作社创办 ｜苏、浙江和东西扶贫协作四市天津、 率为目标，围绕＂管、控、查＂三个

｜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员就业１２０ 青岛、厦门、福州的１２８位企业家， 环节，建立和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在
人，发放工资１７２８万元，人均月收 以及省内张搬市绿涵农产品有限责任 ＂管＂上下功夫，以＂双随机、一公

入２４００元。组织甘肃农产品在天津大 公司、酒泉史斯维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开＂市场监管模式为基础，充分发挥

｜型超市设立陇货专柜。与对口帮扶天 ｜司、瓜州县常鸿棉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ＡＰＣＤ＂工作法发现异常的作用，加
津市供销社对接，开展互访考察和项 １１２家企业代表参加签约。活动现场 大多部门综合执法力度，强化卖烟大
目合作，组织２００多种农产品在天津 签约金额１６４８亿元，场外签约１０５ 户日常监控，精准监管重点区域、重
大型超市设专柜销售。
亿元，累计签约１７５．３亿元。签约合 点市场和重点对象，有效遏制违法违
［２０１８年国际采购商大会暨中国 同共１３份，其中：１０亿元以上的合 规经营行为。在＂控＂上下功夫，强
（甘肃）供销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 同３份，５亿元以上的合同６份，１亿 化市场信息采集，密切关注市场动
动】２０１８年７月７日，２０１８年国际采 ｜元以上的合同５４份；最大金额的签约 态，及时掌握周边市场动向，专销结
购商大会暨中国（甘肃）供销农特产 合同是由瓜州县常鸿棉业有限责任公 ｜合牢牢掌控卷烟市场主动权。在
｜品产销对接活动在甘肃国际会议中心 司和江苏三房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 ＂查＂上下功夫，以查办真烟非法流

举行。对接活动是第２４届中国兰州投 订棉花购销合同，合同约定３年内双 通大要案件为重点，组织专项治理，
资贸易洽谈会的一项重要投资贸易活 ｜方完成棉花购销１２８５亿元；签约农 深挖涉娟网络，严防非法卷圳流人流
动，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办，省供销 特产品涉及１３大类８１个品种；签约 出。２０１８年，全省查处真姻非法流通
联社、省经济合作局、亚欧贸易发展 企业２４家，其中：国外签约企业４ 案件６６７６起，查获非法流通卷烟４７２３
协会承办，是省供销合作社系统参与 家，省外签约企业１２８家，省内签约 万支，其中案值５万元以上或２０万支

＂一带一路＂建设、深化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重要行动，活动目的在于把甘

｜企业１１２家。

以上大要案件８２起。２０１８年市场净化

（供稽：姚建平） 率达到９３．３８？？

肃的农特产品推向国内外，为贫困农
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创造条件。全 烟草销售
省供销系统在＂大健康产业展区＂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烟草商业
｜＂粮油展区＂等展出蔬菜、小杂粮、
果品、药材、肉食品等１３５种农特产 ｜系统销售卷烟８７６１万箱（含雪茄
品，并从中精选兰州百合、定西马铃 烟），同比增长０．５９其中地产燃销

｜【营销网建】２０１８年，全省建

｜成现代卷烟零售终端２６５万户，比重
｜达到２２１？？全面推进客户自律互助

小组建设，将小组建设与小组管理、
大户控制、货源供应、状态调控等工
作紧密结合，建立健全自律互助小组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２２７

的长效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小组在市 购烟叶０．３５万吨（（７．０７万担），均控制 ２０１８年，全网公开１１大类、６２分
场管理、客户股务、品牌培育和学习 在国家计划之内。上等烟叶比例为项、４７２小项交易信息。社会公众可
｜ 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截至２０１８年底， ２３．９收购均价２２２５元千克。收购｜ 以在线查看交易情况，公共资源交易

甘肃
年鉴

｜全省建成客户自律互助小组５２９５个、 等级合格率为８１？？实现烟农总收入 公开透明、廉洁高效。
｜客户之家１３８７个，覆盖零售客户８６ ８４６０．０２万元（含产前投人补贴），烟 【＂阳光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万户。持续深化客户服务工作，认真 农户均收人４．３９万元。深入人推进精益 为全省各市（州）免费安装＂阳光招
落实＂１３Ｓ＂工作法应用规范和客户 烟叶生产，开展９个新品种试验研究 标采购平台＂，２０１８年７月正式上线。
经理工作规范等服务标准，针对不同 ｜４００亩，推广烤烟新品种云媚９９、延 截至１２月底，全省通过＂阳光招标采
区域、不同业务零售客户卷媚经营状 安１号１７００亩。开展姻草水肥一体化 购平台＂完成限额以下工程项目６６１

团 ｜况，实施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大对客

试验研究４０亩，推广＂先进适用技术５ 个，预算金额３．６９亿元，成交金额
ＧＡＮＳＵ 户的培训和经营指导，着力提升客户 项。推广精益烟叶生产示范面积１万 ３．６１亿元，节约项目资金８５．７２万元。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供稿：王沛栋）
经营能力和盈利水平。２０１８年全省客 亩，精益育苗减工１个，降低用工成
户卷烟经营毛利率达到１２？？上。加 本８０元：精益施虎亩均减少化肥用量
强文明吸规环境建设，全省建成吸烟 ｜９．５８公斤，降低成本３４．３２元；精益植 非公经济
区８００个。深入推进精益物流建设， 保亩均降低成本９元；精益烘烤亩均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上下认真
着力深化非法人实体化运作机制建 降低成本２１元；精益分级亩均降低成
设，建立健全物流中心指标体系、责 本１０元。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鼓励支持非
任体系、跟踪体系、评价体系和考核 推进合作社转型升级，全省烟 公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
｜ 体系，扎实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现 合作社已发展到１１个，人社农户５１３ 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
｜场管理、设备管理、信息系统应用， 户，占比２６６？？专业化育苗、植 创造力，全力促进非公经济平稳健康

积极构建精简高效的物流配送机制， 保、分级分别达到５２．６？？３０．４？？ 发展。截至去年底，全省新增非公市
卷烟库存周转率不断提高，客户需求 ６１．５分别提高１１、７、１８个百分 场主体２５．４万户，同比增长３．３４％，
的相应速度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点。耕地、起垄、覆膜环节机域化作 非公市场主体达到１５５．８２万户，同比
【管理创新】２０１８年，通过管 业率分别达 到１００？？５８７？？ 增长７．０３？？

理诊断，明确问题４１６个，制定提升 ４５．２起垄、覆膜机被化率分别提

｜措施５６４项，＂同题发现一纠偏一再评
｜价＂机制作用有效发挥。２３项市级局
（公司）对标指标中１３项同比提升，９
项县级局（营销部）对标指标中７项
｜同比提升，市级局（公司）短板指标

｜【优化营商环境】２０１８年，甘肃

高１４个百分点和５个百分点，促进烟 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释放
叶生产减工降本。扎实做好娟农培收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放宽市场准

工作，提高姻农收入。以合作社为渠 人条件，持续简化审批手续，积极推

道，在生产空闲期组织开展劳务输 行＂先照后证＂改革，先后将１３４项

出。２０１８年全省姻叶基本设施和基本 前置事项改为后置事项，行政审批及

目标完成率７６．３２？？强化成本管控， 领田多元化利用实现产值１５００万元， 备案事项由２０１项减为１５项，减幅达

全省系统完成降本增效金额９８０６８万 ｜收人１２３１万元。全面推进烟叶种植保 ｜９２．５？？实行注册企业名称自助核准

元，占全年目标任务９００万元的 ｜险，实现烟叶种植保险全覆益，为姬

１０８９６？？深人推进创新工作，实施 ｜农增收提供了保障。

｜重点创新项目５９个，省公司表彰奖励

和登记申报承诺制；推进简化住所登

记改革，允许＂一址多照＂＂一照多

（供稿：毕耜栋） ｜址＂办企业，降低准入门槛。优化退

创新成果４项；开展ＱＣ活动２５５项，
省局发布０ＯＣ成果６项。１名同志荣获 公共资源交易
行业精益改善年度达人称号；２个团
队荣获行业年度优秀精益改善团队称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公其资源
号。省局物流处与定西市局（公司） 交易平台共组织完成３４７１２个交易项

出机制，全面实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
改革，将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改革试

点扩大至７个市州县区。积极推行

＂互联网＋登记注册＂，开发企业登记

全程电子化系统，核发电子营业执照

｜承担的行业物流研究课题荣获行业二 目，成交金额３５５４４亿元。公共资源 ９６１６１份。同时，省市场监管局全面
等奖；物流岗位３名同志获评行业 交易平台＂四零服务＂和信息全网 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全
最美物流人＂。
公开＂工作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为全 省 ２７５Ｓ个行政执法部门实现＂双随
【烟叶产销】 ２０１８年，全省种 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１２项创新成果之 机＂抽查结果信息公示及共享交换，
植烟叶２．７万亩，签订烟叶收购合同 一，并向全国推广，
｜抽查计划完成率和结果公示率均为
１９２７份，户均种烟面积１４．０１亩，收
｜【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共享】 １００？？？强企业年报和企业信用监

｜２２８｜商贸流通重要节会

管，推动企业诚信建设。切实维护企 德·萨尔瓦尔·丹尼什，密克罗尼西
业合法权益，加强对专利权、著作 ｜ 亚联邦副总统尤斯沃·乔治，乌克兰
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 议会文化与精神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叶
｜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和打击力 连斯基，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度，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
安心经营。
｜ 【金融助力非公企业发展】２０１８

书记、省长唐仁健等省领导一同参

｜观。参观结束时，林铎发表讲话。展
览从甘肃改革开放４０年回眸——序

｜致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主任林铎，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从严治

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 ｜党和牢记嘱托阅步前行等八个方面，

视总局局长聂辰席，中央宜传部副部 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颢、实物等 甘肃

年，甘肃省积极引导全省银行业金融 长孙志军，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共 ｜多种手段和方式，以甘肃改革开放４０
｜机构从加强信贷支持、创新产品服 同启动＂民心相通＂光源，正式拉开 ｜年以来的历史变迁为主线，围绕＂五
务、完善激励机制等方面聚焦发力，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 ｜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从严治党以

｜年鉴
２０Ｉｓ］
积极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非公企 览会的维筹。开幕式上孙春兰、林铎 及习近平总书记＂八个着力＂重要指 ＧＡＮＳＵ
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展民营企业融 ｜致辞。第三届丝澜之路（教煌）国际 ｜示精神，多角度、全景式展示甘肃改
资渠道，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 文化博览会由中央宣传部牵头，甘肃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构通过发行小微金融债、＂三农＂专 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 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和发展成就。

项债等，募集资金专项用于扩大小微 ｜播电视总局和中国贸促会联合主办， ｜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
企业贷款投放。通过符合条件的民 是我国自前唯一以＂一带一路＂国际 博览会】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 日，２０１８
营、小微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 文化交流为主题的综合性博览会。本 ｜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开幕
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扩大民营企 ｜届教想文博会以＂展现丝路风采，促 式暨甘肃省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
｜业融资渠道。至年底，全省累计有２８

进人文交流，让世界更加和谐美好＂ 综合试验区主题论坛在陇西举行。全

家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通过 ｜为主题，将围绕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 国政协副主席李斌致辞并宣布开幕。
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项目收 区的文化交流合作、互鉴共进和创新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益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 发展，组织开展会议、论坛、演出、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崔丽，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余艳红
２２０９亿元。完善民营企业融资风险分 展览等多项主体活动。
担方式，通过＂政府风险担保＋企业
【甘肃民族地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在开幕式上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
互助担保＋银行信贷支持＂为模式的 成就展］１２月１１日上午，由省委宣传 唐仁健主持开幕式暨主题论坛。省政
小微企业互助担保贷款政策，以１０亿 部、省委统战部、省民委联合举办的 协主腐欧阳坚，省委副书记孙伟，外
｜元财政风险补偿金撬动贷款投放１３５ ＂同心共筑中国梦——甘肃民族地区 ｜交部原部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

亿元，惠及３６００多家小微企业。同
时，我省税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
以纳税信用为基础，相继推出了＂税
易贷＂＂银税通＂＂税贷通＂＂税ｅ融＂
等１６个＂银税互动＂产品，满足不同
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民营
企业的融资需求。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底，全省通过＂银税互动＂已累计为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成就展＂在甘肃省博 交流与合作分会名誉会长李肇星，马
物馆展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达加斯加共和国前总理夏尔·拉贝马
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南贾拉出席开幕式暨主题论坛。林

为皮就展揭幕并参观展览。省委常 译、崔丽、余艳红致辞。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廷礼致辞。省

领导欧阳坚、孙伟、李元平、陈青、
王嘉毅、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

吉尼玛、王玺玉、何伟、德哇仓、马

１３１９１户企业发放贷款６９０．３９亿元。 文云、黄选平等共同参观展览。此次
（供稿：曹立萍）
重要节会

李肇星，夏尔·拉贝马南贾拉，
以及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艳华，康美药业集
团董事长马兴Ⅲ，广药集团董事长李
楚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
学院常务削院长黄璐琦等先后发表演
讲。本届药博会吸引来自１０个国际机

展览展期是１２月１１日至１８日。展览
通过大量珍贯的图片、实物、图表以
及文字解说，全面集中展示改革开放 构、１２个省级代表团、２００多家中医
４０年来全省民族地区经济、民生、文 药全国５００强企业和各方面３０００多名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化、生态、党的建设、民族团结等社 嘉宾参与。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文化博览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第三 会各项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图
属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

开幕式置高峰会议在甘肃教煌举行。 片晨］１２月１７日，甘肃省庆祝改革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放４０周年图片展在兰州开幕。省委书
孙春兰，阿富汗第二副总统穆罕默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

商贸流通 重要节会｜２９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四章 内容
第二十一条 年鉴内容应存真求实，客观反映经济社会发展

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年鉴内容记述应综合运用多种形式，一般以条

目为基本记述单元。

条目分为综合性条目和单一性条目等类型。综合性条目反映
｜ 年度内各个领域发展变化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具有高度的察
括性；单一性条目一事一条，基木要素齐全。
第二十三条 条目。条目编写应饮到：

（一）选题选材注重有效性、完整性和新颖、准确、系统．

（二）有效信息含量大，避免空河无物和简单重复。
消除部门工作总结、报告痕迹。不应记述非部门主夏职能的

｜信息
《三）坚持述而不论，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四）标题中心词突出，题文相符。
（五）条目排列有序，并避免单个条目构成分目。
第二十四条 大事记。选录大事要得当，做到重要事项不

漏，时间、地点、人物（单位）、结果等要素齐备。可将编年体

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

按通运 通萄

甘肃

年鉴

ｓ证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公路运输

米。加快运输场站建设，天水高铁综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水平不断提高。新
合交通枢纽东、中区投入运营，兰州 改建农村公路１．０８万千米，其中完成

新区综合客运枢组主体完工，建成张
固定资产投资７２７．４３亿元，完成投资 ｜掖西站综合客运枢组以及２个县级客
总量居全国第１３位，交适运输促投资 运站、２１个乡镇客运站、２６个快递产
稳增长成效明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业园区，自驾游营地达到２５个，定西
展作出积极贡献。
｜综合客运枢纽及兰州货运西站等６个
【概况］２０１８年，完成交通运输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

＂畅返不畅＂路段整治４１４７千米，建
成自然村组道路３８５８千米，建成一批

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新增通客

车建制村６０６个，建制村通客车率达
到９８．３贫困地区交通出行条件得

客货运枢纽项目加快建设。２１个收费 到显著改善。累计创建国家和省级

建成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３７２千米， 公路ＰＰ项目纳入财政部ＰＰ综合信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２１个，其中清

新改建普通国省干线及旅游公路１２２６ 息平台项目库，９个公路项目ＰＰＰ合 水县、陇西县、西和县、民乐县、定
｜西市安定区等５个县（区）被交通运
千米，兰州南绕城、金昌至水昌、甘 同正式签署。
｜【交通脱贫攻坚】２０１８年，安排 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联
谷至武山、平山湖至甘州等一批高速
公路和一级公路建成通车，马鬓山口 车购税资金４４亿元用于农村公路建 ｜合命名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

岸公路全线贯通。特别是兰州南绕城 设。提请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实施 ｜县。统筹推进临潭县定点帮扶工作，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缓解兰州都市圈 交通扶贫行动的意见》，在陇西县召 调整选派２７名优秀干部到脱贫攻坚一
环线过境交通压力；北山至仙米寺高 开全省＂四好农村路＂ 建设现场会。 线驻村帮扶，重点实施贫困学生资
｜速公路民勤至武威段建成，民勤县实

坚持管养一体化发展，出台农村公路

现通高速公路目标。彭大、敦当、张 工程技术标准、自然村组道路建设工

程管理办法、农村公路路长制工作方
底，在建高速公路达到２４条２６５１ 千 案，建立全省自然村组道路建设项目
｜米、普通国省道及旅游公路达到１３０ 数据库、乡镇及建制村＂畅返不畅＂
｜扁、武九高速公路全线开工。２０１８年

助、劳务输转培训等９项常态化制度
化帮扶措施，在１２个帮扶村培育和发

展蜜蜂养殖、中药材加工、标准化牛

羊饲养等一批扶贫产业项目，带动示
范效应明显。

条５８９８Ｔ千米。全省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路段整治数据库，启动农村公路＂畅 【公路养护】２０１８年，制定《省
到１４３２万千米，其中，高速公路达 返不畅＂路段整治工程，建成＂五位 养公路保护工作办法》，实施公路路
｜到４２４２千米，二级及以上公路达到 一体＂乡（镇）交通综合服务中心２１ 域环境专项整治，累计拆除清理高速
１．４万千米，农村公路达到１１０５万千 个，探索推广农村公路＂路长制＂， 公路和国省干线沿线大型非公路标志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３１

牌４３７５块、广告杂牌１．９８万块、违法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清理 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技术指南
建筑６２０处；实施国省干线公路养护 ｜３１件、废止修改３件规范性文件。积 （试行）》《甘肃省交通运输环境监测

维修工程３９１千米，维修隧道单洞１８ 极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贯彻和 ｜网络建设技术指南（试行）》。组织

座，修复水毁１９处，建成普通国省

｜＂七五＂普法活动，加大《快递暂行

开展全省公路建设项目环境监管检查

｜张掖等９市（州）实现交通＂一卡 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的指导意
通＂互联互通。全省１１８个三级及以 见》《关于鼓励引导县级政府与省属
上客运站联网售票覆盖率达８１４？？ 国有企业合作建设养护普通省道旅游
营运车辆实现＂两检合一＂，普通货 公路及农村公路的意见》，探索研究
运车辆综检实现全国范围异地检测。 提出＂资金池、建养一体化、经营性
【运输服务】２０１８年，建成＂甘 租赁、融资租赁＂等四种投融资模

心＂被交通运输部评为２０１８年交通运

干线公路服务设施５处。高速公路优 条例》宣传贯彻力度。规范公路治超 专项行动，督导推进祁连山自然保护
良路率达到９９．普通国省干线公 执法，推进公路路政和公安交警联合 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整改，及中央环
执法，超限超载率控制在０．２？？内。 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推进兰州南绕
甘肃 路优良路率达到８１．１？？
｜［客货运输】２０１８年，全省累计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全面推进 城、武九高速公路创建绿色公路示范
年鉴 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１１４２．３亿吨千
＂四办＂改革，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平 工程。新增及更新新能源营运性车辆
ｐ０ 米，增长６．３９？？加快道路客运转型 台投人运行。公路建设项目网上办理
３６３７辆，在５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
ＧＡＮＳＵ 升级，延长４９８辆班线客车的营运年 服务平台实现与甘肃政府服务网投资 充电桩４８个。积极倡导公交、自行车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限，将３３９辆班线客车转为旅游客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无缝衔接；取 等绿色出行，兰州市成为西北地区第
运，开通白银、临夏、武威等市 消２项许可事项、２６项证明事项，６３ 一个通过考核验收的绿色交通试点
（州）至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客运专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 ｜城市。
线，３２家汽车客运站改造增设旅游集 办＂、办结率１００？项涉企备案事 ｜【行业科技创新】２０１８年，３项
散服务功能，促进交通旅游融合发 项实行＂多证合一＂，８项涉企行政审 成果入选交通运输部重大科技创新成
｜展。甘肃省被交通运输部确定为全国 批事项实行＂证照分离＂。跨省大件 果库，２家科研平台通过省级高新技
首个定制客运试点省份。兰州、天水 ｜运输许可办件量排名全国前列。提请 ｜术企业认定，＂公路建设与养护技
｜＂公交都市＂创建深入推进，武威、 省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交通运输基础 术、材料及装备国家级行业研发中
输行业重点创新平台。３２项科技项目

｜通过部（省）和厅级验收，共获得９

项实用新型专利、３项省级工法和３项

软件著作权。标准工作取得新进展，

发布２项地方标准、２项技术指南，１０

肃省机动车驾驶培训监管平台＂，６２５ 式。加强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上服务 项地方标准获省级立项。
家驾培机构实现＂计时收费、先培后 能力审核，及时约谈网约车平台，７ 【平安交通建设】２０１８年，全面
｜付＂服务模式１００？？盖，１２３７家 个市（州）出台网约车服务管理细 整改折达公路质量问题，成立整改领

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全部加人全国 则，兰州、天水、定西已开展网约车 导小组，实行销号管理、挂牌督办。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成高 经许可业务，有１７家网约车公司取 ｜按照省政府公开承诺时限，全面完成
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２１个、 ｜得经营许可，取得道路运输证并上线 ｜折达公路考勒隧道４０米隧段加固维
｜＂房车驿站＂１４个，组建高速医联体 ｜运营的网约车达到１０１６辆，全省网约 修，以及全线质量安全隐患整治。出
１２个，３８对高速公路服务区获得尿级 车发展逐步规范。
｜台《甘肃省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体
｜评定。
｜【智慧绿色交通】２０１８年，＂交 系》，再造项目建设流程。制定＂平
【高速公路运营】２０１８年，有序 通运输出行与旅游数据融合＂＂交通 ｜安交通＂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扎
推进载货类车辆全计重收费工作，两 ｜运输行业数据资源交换共享与开放应实开展平安交通百日行动、公路水路
｜段高速公路试点差异化收费，新增 用平台＂２个项目，人选交通运输部 工程质量专项治理、危险化学品道路
ＥＴＣ专用车道２５条、用户３５．３８万， 首批交通运输大数据融合应用试点项 运输专项整治。以及安全事故隐患大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３日，ＥＴＣ用户累计 目。加强政企合作，积极推广腾讯乘 排查大整治活动。召开全省公路建设
突破１０万；ＥＴＣ车载设备免费安装 ｜车码在兰州市公交车应用、推动高速 项目质量提升暨品质工程创建现场推
实现全覆盖。认真落实鲜活农产品运 公路无感支付技术在白银西收费站试 进会、公路工程设计质量提升工作
输＂绿色通道＂、重大节假日和货车 点应用。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实现 会，开展全省长陡坡路段安全隐患排
通行费优惠等政策，累计减免通行费 手机移动支付全覆盖。出台《关于加 ｜查及安全评估，平定、天定高速公路
１５．７６亿元。
｜快推进全省绿色交通发展加强生态环 质量安全隐患处置分期实施；加快３
【行业治理】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 ｜个部级和７个省级＂品质工程＂示范
公路路政管理条例》发布实施。出台 施方案》，编制印发《甘肃省公路涉 ｜项目创建，完成乡道及以上公路安全
２２ ｜ 交通运输 通信

生命防护工程６３８８千米，改造普通国
省道和农村公路危桥９９座，全省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抽检指标总体合格率

９７．３同比上升０．６个百分点。西峰
至合水二级公路改建工程，被交通运
输部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冠名为公路水

运建设＂平安工程＂。
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
大。推进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建设，出
台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责任清

日傥月
的高速２０１ｓ
到防× 二ｔｒｍＣ
｜ｍｗｗｒｍｔ

ｗｘｒ

ＴＣ宣传类广月＂

胥突们￣引启园
铺

ＤＤＯ＠ｓＧｅ

甘肃
年鉴

ｚ０Ｍｇ

单，以及信用管理办法等制度。实现
全省＂两客一危＂重点车辆全方位动
态监管，人网率达到１００上线率

ＧＡＮＳＵ

达到９８．９２？？
应急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完成敦
煌文博会、首届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７月１７目，甘高建２０８年＂ＥＴＣ室传推广月＂、农业银行货车胧通十及ＥＴＣ移动发行
终路上线启动仅式在兰则行，甘素高主自主研发的ＥＴＣ移动发行体端正式上线（摄影：
｜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和重 刘海在）
｜大节假日交通运输保障任务。积极应
速＂建设步伐，提前一年实现交通运研发甘肃高速移动采编报发系统，实
｜对冰冻雨雪和暴洪灾害，妥善处置舟

曲南峪江顶崖滑坡险情、国道３１０线
牛北公路龙风１号大桥灾损、兰州
＂１１·３＂重大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
实施高速公路清障教援服务１．１８万

输部确定的ＥＴＣ车载设备免费安装、 现全省高速出行信息多端采集和统一
移动支付在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 编报。新建多媒体直播室，建成全国
＂两个全覆盖＂目标。

统一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

【＂互联网＋服务平台＂】着力 ＂１２３２８＂与报警救援电话＂１２１２２＂

高度融合的服务监督电话系统，为公
次，出动救援车辆１．３万台次。＂非洲 搭建服务功能更全、覆盖范围更广、 众出行提供及时、权威、多元的出行
｜服务渠道更多、采集精度更高、发布
｜猪瘟＂防控、＂扫黑除恶＂和反恐怖
等工作扎实开展。行业安全生产死亡 时效更快的信息服务体系。以高德地 信息服务。在２０１８年全国公路交通出

图大数据为支撑，集成ＡＰＰ、微博、 ｜行产品服务效果综合评价的６项排名
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行业安 微信、头条号、网站等新媒体，自主 ｜中４项名列前茅。＂甘肃高速＂头条号
研发甘肃高速公众出行服务平台并依 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最具影响力民生
人数和受伤人数＂双下降＂，未发生

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供稿：胡俊璐）

｜托该平台和天翼对讲手持移动终端， 头条号＂。

高速公路管理

【概况】２０１８年，共征收高速公
路通行费６２．９７亿元，累计减免车辆
通行费１５．７６亿元。其中＂绿色通
道＂减免１２．３７亿元３３７．９３万辆。严

格贯彻落实国家降本增效、减税降费

和国务院督查组的有关要求，选定高
台至总寨以及临夏至合作两条路段顺
利开展为期一年的差异化收费试点工
作，启动货车全计重收费工作。全年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３亿元，占省交
通运输厅下 达４２亿元任务的
１２６．２？？特别是借助＂互联网＋＂，通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８日，全省高速公路随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在Ｇ７０１１十天高速公路红

｜过政银企联动，不断加快＂智慧高川Ｍ道成功奉行（摄影：王￥）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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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其中正线１９８组、站特线１４１组。接｜肃段８０００万元、兰州至合作铁路１００
【＂互联网＋ＥＴＣ发行＂】推动其中］
ＥＴＣ进万家，开通＂甘肃高速＂ＡＰＰ触网运营总里程 ５１９６．５９千米 万元、银川至西安铁路甘肃宁夏段
和甘肃政务服务网ＥＴＣ网上预约申 （１２９７３１条千米），其中高铁接触网 １４０００万元、吴忠至中卫铁路
办、充值业务等服务功能，在１４３处 运营里程１１０４．６０千米（３０１３９１条千 ２９０００万元、平罗铁路综合货场５００
车管所和车辆检测中心设置＂一站 ｜米）；电力线路１６２２７．２０千米（高铁 万元、平谅南铁路综合货场２７０万

式＂ＥＴＣ服务网点，拨付ＥＴＣ车载电 ３６８０．２４千米），集团公司接轨的专用 元、中卫至兰州铁路５０００万元；１个

子标签（ＯＢＵ））专项采购资金，研发 线、专用铁路２３２条，其中专用线２０６ ｜新开工项目下达投资计划为敦煌铁路
｜提速改造工程２５０００万元。
并投放手持发行终端＂掌上营业厅＂ 条、专用铁路２６条
７００余台和自助充值机１００余台，实现 【运输主要指标】２０１８年，兰州 【乌鞘岭隧道自动闭塞设备更新

死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全年共

局集团公司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改造】乌鞘岭隧道自动闭塞设备改造

ＧＡＮＳＵ 发行ＥＴＣ卡３５．３８万张，占２０９年以 ６０４９．５万人，日均１６６万人，完成年 为ＺＰＷ－２０００型无绝缘轨道电路自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来累计发行量的３６较２０１７年翻了 度计划５７９０万人的１０４．５同比增 闭塞设备，建成投用减少电务信号设
一番多，累计发行量近百万，占全省 加１００６１万人，增长１９９超年计 备对运输安全生产的影响，保证兰新
｜车辆保有量的３２？？客车ＥＴＣ使用率 划２５９．５万人。完成旅客周转量 线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乌鞘岭隧道长
达４４居全国第１２位。

４１２．７８亿人千米，日均１１３０９万人千 ２００５千米，工程批复总概算４８０６９万

米，完成年度预算３９７亿人千米的 元，改造工程于６月开工，１２月竣
多元化高速缴费体系。支持兰州银行 １０４．０同比增加３７５５亿人千米， 工，计划于２０１９年１月投人运营。
［【＂互联网＋智能收费＂】构建

【货运产品供给】２０１８年，完成
等公司合作，解决智能收费技术难 米。货物发送量７６万吨，完成年度 冷链物流运量９．５４万吨，同比增加
题，推动全省所有１７９个收费站的６３６ 预算７６００万吨的１００９货物周转 ２２万吨，增幅３０．３２主要是组织
条人工出口车道移动支付全覆盖、支 量全年完成１４９１．６１亿吨千米，为年 青铜峡、银川南发往成都局、上海
持手机微信、支付宝缴纳通行费。在 计划１４２５亿吨千米的１０４．７？？
局、郑州局和广铁集团等站奶制品；
白银西收费站试点上线＂无感支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２０１８年 组织开行兰州东川、陇南西发往钦州
付＂。全省高速公路非现金支付使用 中国铁路总公司下达兰州局集团公司 港的中新南向班列（洋葱、苹果）；

与北京特微、深圳腾讯、广州优路加 ｜增长１００超年计划１５．７８亿人千

率提高到４４．７位居全国第６位。
（供稿：刘海霞）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计划２００９９７０万 ｜组织兰州东、骆驼巷发往拉萨西的苹

元。其中，收尾销号项目２个，计 ｜果、饮料、冻肉等。商品汽车运输方

１３４００万元；续建项目６个，计
１８５０８７０万元；新开工项目１个，计
２５０００万元。２个收尾销号项目下达投
【基础设施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 资计划分别为兰州至重庆铁路１００

铁路运输

面，与中铁特货、兰州广运铁路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吉林华航等企业开展
合作，全年运输５２７０台，同比增加
４２９３台，增长４３９？？

末，兰州局集团公司管辖线路延长总 万元、新建宝鸡至兰州客运专线甘肃 【国际运输】响应国家＂一带一
计１１００６．９４千米，其中正线延长 段４１００万元；６个续建项目下达投资 路＂政策号召，配合地方政府＂丝绸
８７９５．３５千米、站特线延长２２１．５９千 计划分别为新建敦煌至格尔木铁路甘｜ 之路经济带＂建设，开行经阿拉山口
米；集团公司道岔总计７０８３组，其中
正线道岔２８２０组、站特线道岔４２６３

组；受委托管理的太中银铁路太中

线、定银线，兰渝铁路兰州北环线、
兰谕线，敦煌线，西平线、中川城际
线、天平（天华）线等普速合资铁路
延长２６８６８８ 千米，其中正线２１４７３０

千米、站特岔线５３９５８千米；道岔总
计１５０２组，其中正线４９６组、站特线

１００６组。受委托管理的徐兰高速（宝
兰高铁）、兰新客专线路延长２２１５．１６

的系动容开

２式

４

｜ 千米，其中正线２１１３．４０千米、站特
｜岔线１０１７６千米；道岔总计３９组，

２４交通运输 通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０日，甘肃载造幼奉开行首发仅式现场

行

（霍尔果斯）口岸出入境，在中国与 兰州一平凉３６列、平凉一兰州３６ 发展规划，推出＂环西部火车游＂系
亚洲、欧洲国家间开行，固定发到 ｜列）；端午、＂十一＂期间，共加开临 ｜ 列产品，精选６条旅游线路和４５种图

站、固定车次和运行线，明确开行周 客７２列（其中兰州西—北京西１８ 定列车衔接方案，在铁路旅游平台发
期和全程运行时刻，按快运货物班列 列、嘉峪关—上海１８列、兰州—平谅 ｜布并适时开行周末游、乡村游、红色

模式组织开行的集装箱国际联运货物 １８列、平凉一兰州１８列）。全年开行 游等旅游列车。

（供籍：杨雍梅）

｜列车。兰州局集团公司现图定开行每 ｜跨局旅游专列１７列、＂环西部火车

｜周４列，装车组织站兰州东川、中川 游＂旅游专列２４列、管内旅游专列
甘肃
民航安全监督管理
｜北、白银市、武减南、迎水桥、银川 ７列。
年鉴
南站，主要到达国家哈萨克斯坦、乌
｜【站车宽赛评比］２０１８年，在全
｜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 路进京、进沪、进稳直通旅客列车和 ｜ 【安全运输生产】组织召开月度２０Ｉｇ

斯坦、塔吉克斯坦、尼泊尔、白俄罗 较大车站评比中，兰州、银川、兰州 安委会、辖区安全生产联席会等各类 ＧＡＮＳＵ
斯。主要发送货物为建筑材料、瓷 西站分别获得全路＂文明车站＂称 安全会议，系统分析评估辖区的安全
｜砖、石材、玻璃、机械设备、日用 号；兰州局集团公司担当的Ｚ５５６ 形势和安全运行状况。制定《民航甘
品、医药用品等。
次、Ｚ７５６次、２ｚ２７５／６次、Ｚ２１７／８次、 肃脸管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机车、乘务交路】发挥和谐型 ＴＩ７／８ 次、Ｋ４３／４次、Ｋ３５９６０次、 批示精神和民航局党组二十六条措施
｜大功率机车的效能，优化调整机车交 ｜Ｋ１７７８ 次、ＫＩ２９５６次、Ｋ１３３１２ 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８年，全省民航
路，客运机车交路通至北京、太原、 ｜次、Ｋ２７８次列车分别获得全路＂红 不安全事件总数呈显著下降趋势，安

集宁南、武昌、上海、成都、重庆、 旗列车＂称号。集团公司＂红旗列 全态势总体保持平稳。截至１２月３０
肃北、乌鲁木齐、西宁；客运乘务交
路担当至太原、包头、西安（北）、
广元、嘉峪关（南）、肃北、西宁。
货运机车交路道至榆次、包头西、郑
州北、千河、成都北、兴隆场、肃
北、乌鲁木齐西、西宁货；货运乘务
交路担当至惠农、靖边、新丰镇、广

车＂评比，兰州客运段旅游车队敦游 日，辖区共收到并处理航空安全信息

３组、银川客运段西宁车队Ｋ８１５６次 ８４起，同比减少７６起。发生事故征候

宁２组、兰州客运段城际车队武直３

｜４起，同比增加４起，均为运输航空一
般事故征候；甘肃辖区累计完成起降

组、兰州客运段青岛车队青岛７组、
｜兰州客运段武威南车队西敦４组、银 架次１３５７９５架次，旅客吞吐量
川客运段杭州车队Ｋ１８０５６次杭８ １６３９６６９人次，货邮吞叶量６４０３９．５
组、兰州客运段深圳车队深圳２组分 ｜吨，同比分别增长９．５８？？１１．５２？

｜元南、肃北、柳园、西宁货。主要客 ｜别获得第１名：集团公司＂文明车 ０．５７？？其中兰州机场累计起降
运机车交路实现ＨＸＤＩＤ、１ＩＸＤ３Ｄ型 站＂评比，天水、中卫、嘉峪关站分 １０８８６架次，旅客吞吐量１３８５万人
１６０千米小时客运机车牵引，兰渝线 ｜别获得第１名。
次，货邮吞吐量６１４５０４吨，同比分
｜货运交路牵引定数实现４５００吨贯道，
【铁路运输扶贫】２０１８年，集Ｉ
别增长６．１４？？８．１３？０８９％
｜兰新线货运交路牵引定数实现５００吨 公司在陇西县投人１５９６万元扶贫资 【民航风险防控】督促企业深入
｜贯通。
金，用于通安驿镇东峪村富民兴村产 ｜开展安全自查自纠，查找管理上的漏
｜【移动支付方式全而推广】为满 业平台、文绛镇东梁村村级办公场 ｜洞及制度上的缺陷，形成隐患清单，
足广大旅客使用微信、支付宝等移动 ｜所、村社砂化道路和渭阳乡水泉村全 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加强不停航施

端ＡＰ完成购票支付的需求，兰州局 麦石磨面粉加工厂４个到村项目１０２
｜集团公司管内主要车站窗口、部分客 万元，为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奠
｜票代售点、所有自助售取票设备以及 ｜定基础；用于渭阳乡本驮、水泉和锦
担当主要列车的移动补票机均开通手 ｜屏村改良马铃薯原种，发展甜高粱、
机扫码支付功能，旅客购票支付更加 ｜花椒、中药材种植及养殖圈舍建设等
９个到户项目５７６万元，助力贫困群
便捷。
｜ 【陈客及旅游列车开行】全年组 ｜众发展种植养殖特色产业、受益人口
织开行临客３２９列、旅游列车４８列。 ７９７户３２８１人；投资１．２６亿元，推进
春运期间，加开临客１０２列（其中兰 陇西铁路综合货场建设。甘肃境内开
州一北京西３１列、银川一北京西３７ 行９对公益性＂慢火车＂，完善补强铁
｜列、嘉峪关一上海３４列））；暑运期

路沿线站车设施，服务贫因地区群众

工监管，充分考虑气候条件、施工环
｜境、空地安全、机场运营等方面因
素，对兰州机场机坪扩建工程不停航
｜施工组织管理方案进行审查，加强施
工现场检查，督促企业加强现场监
管，防止发生不停航施工安全事故。
努力防控危险品及锂电池航空运输风

险，做好危险品航空运输监督检查和

｜安全管理督导，推进危化品航空运输

｜安全综合治理，督促相关单位全面深
人开展宣传教育。

间，加开临客１５５列（其中兰州西一 出行，使其成为老百姓的＂致富车＂ 【机场安全保障】狠抓机场安全
北京西４９列、嘉峪关—上海３４列、 ｜＂便民车＂。按照甘肃省＂旅游强省＂ 运行关键环节，确保飞行区场地、目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３５

视助航设施、净空环境处于持续适航 测试，检验各机场消防应急救援 行程序的底线意识，查找源头隐患，
｜状态。督促企业强化机坪安全运行、 ｜ 水平。
夯实安全基础。截至年底，辖区５个
【空管安全运行监管】把握季节 ｜机场已公布ＨＵＤ运行标准，东航甘肃
跑道侵入防范、鸟害防治等工作，切
特点，前移安全关口，降低安全风
｜分公司１１架飞机全部具备卫星通信
实做好除冰雪、ＦＯＤ防范、航班备
降、专用设备、航油供应、军民融合 险，重点防止空管人员疲劳作业，禁 能力。
运行保障等工作，及时修订完善机场 止管制人员执勤超时。召开空管运行 【监管模式调整改革】制定下发
工作会，剖析＂４．２６＂事件经验教 《关于推广行业监管模式调整改革工
甘肃 使用手册和突发事件应急教援预案，
年鉴 ｜排查治理重点区域和关键岗位的安全 训，督促辖区机场严格空管各项程 ｜作的通知》，将辖区所有民航企事业

舅

隐患，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行 序。针对张家口＂２６＂事件，强化 单位纳人改革范畴，帮助指导相关企

团０效率

措施做好防相撞工作。督促辖区各空 业建立法定自查制度。规范行政检查
【飞行运行监管】抓好新开舶 管运行单位加强《民用航空空中交通 计划编制和实施，制发《民航甘肃安
｜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班、新进航空公司、新增机型监管。 管理规则》的宣贯和考核，认真落实 全监督管理局行政检查计划编制办法
抓好飞行员资质关，严格把控机长考 规章要求楠理完善相关管制运行程 （暂行）》，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计划
｜核、通过航路监察和模拟机检查，及 序、规定及应急预案。
｜编制及调整程序。推进试点企业自查
【运输服务保障］谋划部署＂Ｒ
时发现飞行人员在安全意识、飞行作
工作，将行业监管模式调整改革与安
风、驾驶技术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践 全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绩效管理、安
｜督促航空公司制定措施加以防控。抓 行真情服务底线。狠抓航班正常，有 全管理体系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截
好航空器运行监管，开展冬季运行、 效应对航班延误。搭建沟通交流平 至１１月３０日共开展行政检查１８２６
换季工作、机组资质能力、心理健 台，力促辖区整体服务水平上新台 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７７份
ＧＡＮＳＵ

康、客舱安全、应急处置各查。抓好 阶。组织开展消费着权益保护日宜传

（供稿：张金慧）

｜ 机务维修质量监管，推进辖区维修单 活动，推进兰州机场＂无纸化＂便捷
位＂三基＂建设。
甘育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出行服务。做好重大运输保障、国防
｜【空防安全监管】加强重大活动 动员任务。顺利完成春运、＂两会＂、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民航机
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安全监管，对春 朝觐包机、文博会、＂同心·共铸中 场集团有限公司累计保障完成旅客吞
运、＂两会＂、＂一带一路＂、高逢论 国心＂医疗公益活动、武威种羊包机 吐量１６０９．５０万人次，运输起降１３０
坛、教煌文化博览会等重婴时间节 等航空运输保障。
万架次，货邮吞吐量６３６万吨，累计
点，全面开展空防安全检查。开展辖 ｜【航行新技术应用】贯彻落实民 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７２？？１０．１０？？
｜区机场安保设施瘾改，中小机场空防 航局《关于做好机场飞行程序优化Ｔ ０４９？？？计运营４４家航空公司（含
安全保障能力评估专项活动。提升机 作的通知》和《偏离空管指令专项整 ４家货运航空公司）；累计执行客运航
场消防应急救援能力，开展消防能力 治方案》要求，督导辖区机场强化飞 ｜线２５０条，其巾，国际、地区航线１４
条。货运航线６条，其中，国际航线３
条，通航城市达１１６个。

旅空工业烂飞

航空工业兰飞高轻新材产业事业都
揭牌义到

【机场建设】４月１２日，兰州中

［川机场（以下简称＂兰州机场＂）机
坪扩建工程开工建设，１２月６日正式
投人运行。兰州机场三期扩建预可研
报告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计划２０１９
年１月组织评审；民航局召开第二次
《兰州机场总规（２０１８版）》修编专
｜题论证会，总规修改方案已基本获得

９２４－２０１

专家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认可；再次向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航站楼优
｜化设计方案，并获得基本认可地震安

评报告通过专家评审；现场完成Ｔ３航
｜站楼及综合交通枢组中心初勘补充勘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航空工业兰飞举行高轻新村产业事业部据单仅式

２３６ ｜ 交通运输 通信

察钻孔５４个。２０１８年，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空军已将武威机场军地协议 鲁番等１６个新航点，覆盖支线航点已 ８８２２同比提高５．３５？？启动航班
意见批转西部战区空军，要求按照军 ｜达 ４２座，航线网络通达性进一步提 正常品质监控系统，＂３１＂个节点覆
委新的审核程序和协议模板重新报批 升；新引进九元、金鹏两家航空公司 ｜盖率９９告警率７．３运行指挥效
军地协议，武威民用机场工程地震安 在甘肃航空市场投人运力。成都＝庆 率得到有效提升。
评报告通过评审。
｜【服务品牌］２０１８年，旅客整４
阳＝哈尔滨航线航班首航成功，香港
【陇南成县机场工程】先后完成 ｜往返敦煌国际旅游航班开通，敦煌机 满意度为９１．７２，同比增长０２２。地面

机场０９＃跑道ＩⅡＳ／ＤＭＥ等工程通过行 场２号航站楼国际厅正式启用，江西 旅客投诉率为００４，空中旅客投诉率
业验收、高填方边坡治理工程后评价 抗空南昌＝金昌往返直飞旅游包机航 为０．０１，均完成Ｔ３指标。

报告专家评审；经与民航局空管局情
报中心确定，０９号盲降系统及飞行程

线正式开航。

供稿：陈先鹏）

（供稿：李群芬）

序可按７月１９日如期生效并投用，０９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动
【概况】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收人
号盲降系统限用及特车等资料在机场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井近分公司
５７０９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２？？？润总
｜使用细则中修订；增设１类精密进近
导航设施工程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安全飞行】２０１８年，中国东方 额实现７１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３％；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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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二次雷达小型自动化系统工程通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以下 经济增加值（ＥＶＡ）实现４７８８万元，
过验收；增设Ｉ类精密进近导航设施 简称＂东航甘肃分公司＂）共安全飞 同比增长３．４各项经济指标实现高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完成坡

行３１５７６小时，起降１４１９４架次，飞 ｜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维

面土钉喷锚支付；开始桩间钢筋混凝 行总量同比增加４．６执管飞机空地 修收入实现３００１８５万元，同比增长
土板的预制。
日利用率１００９小时。未发生人为原 ６２．７？？全年累计外场技术服务１４９
【基础建设］１月２７日，兰州机 因不安全事件，飞行、空防和地面安 人次。
【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２０１８
场人脸识别系统正式启用，在国内各 全形势平稳。顺利实现第２５个航空安
机场中率先实现＂剧险登机＂。兰州 全年，第五次荣获东航＂连续１０年以 年，共组织开展科研型号项目２７型机
３６项，军民融合项目１２项，实现科研
机场进境水果指定口岸能力通过国家 上无事故征候优胜单位＂。
质检总局考核专家组现场考核验收。
【市场营销】２０１８年，实现客运 型号研制里程碑节点１００？？成的

贡献收人Ｉ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５？？ 目标。
营，开通中川机场至新胜利宾馆的机 东航在甘肃辖区和兰州机场客运市场
民用航空，ＡＧ６００飞机配套产品
７月，兰州首个城市候机厅投入运

｜场大巴运营线路，提供航空售票、值 份额均居首位，分别为２６？２３？？ 实现水上首飞，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适

｜机、巴士转乘、休息住宿、行李托 运输总周转量２３６０２４９万吨千米，同 航取证工作顺利开展；ＡＣ３１２Ｅ直升
运、旅游咨询等一系列服务。１０月１２ ｜比增长３？？客座率８４同比增长 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通过适航符合性

日，兰州新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合交 ０．４个百分点。
｜通物流园项目在兰州新区综保区内举
【运行品质】２０１８年，执管航班
行开工典礼，完成一期清表及强夯试 正常率８１．７８同比提高８８？？所
验区施工和检测、工程规划许可证办 ｜属航站关舱门正常率９１．９同比提
理、工程初设及概算获批、取得节能 高１０．５３？？所属航站放行正常率
变更备案表以及３Ｍ、４＃地块一期施工
图审查合格证。１０月１５日，敦煌机场
海关货运库房卡口系统工程和监控大

试验，并完成技术鉴定；ＡＣ３１ＩＡ直
升机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实现首飞及部
分科研试飞工作；全年申报专利２０
件，获得授权专利１６件，其中发明专
利１２件。授权专利数量年增长３３％，

屏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新增航线】２０１８年，兰州机场

换季新开多条新航线，省民航机场集
团累计新增航线８８条。３月２５日，民
航夏航季航班正式开始执行。兰州机
场联合相关航空公司开展一系列换季
｜ 新航线首航仪式，新开通大同、巴彦

淖尔、长治、襄樊、常德、陇南、衡
阳、邵阳、哈密、伊宁、石河子、吐

集两公ｓ，ＳＮｗ

１．ｆｎ ）０１ｐｐｈｏａｃｅｐＡ
ｒＰ（，ｓｅｒ资ｔ产亡ｒ材ｅｎ

热烈捉贺第１１架Ａ３２０飞机加盟东航甘肃分公司Ｃ
２０１８年，东械甘肃分公司第１１架Ａ３２０飞机模利抓兰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３７

极推进工艺信息化，完成１１３项批产
｜质量、数量创历年新高。公司荣获松

公路学会评选为＂２０１８中国交通投融
＂甘肃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荣誉称 产品ＢＯＭ建立。西安研发中心正式建 资年度最具成长性企业＂。公路全产

号。全年两项科技成果通过鉴定，总 成启用，争取到中航电子可转债项目 业发展势头良好。张掖丹霞机场开展
｜体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核心关键 全额支持，实现零负债运营，资产成 研学活动接待游客超过２０００人次；丝

倍增值，把西安研发中心打造成为公 绸之路航空运动俱乐部开展低空旅游
｜【军民融合发展】２０１８年，销售 司创新基地、解化平台和人才入口的 业务，接待游客突破１万人次；与四

技术自主可控

甘肃
年鉴

川泛美合资成立甘肃泛美通航公司开

收人完成 ８４６９万元，完成计划的 战略目标正在逐步推进，

１３３．４８同比增长６９．３８？？＂＂同服电
机＋＂产业化项目加速推进，经营目

（供稿：王 磊） 展飞行培训、低空旅游、航拍航测、

警航飞行等业务正式运营。与上海金

死 标连续实现３０？？上增长，进入中航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电子可转债项目融资约１．５亿元发展

｜资金，累计争取到甘肃省、兰州市军

民融合资金支持５００万元。新型高强

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成功推广，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４０项目荣获２０１８

汇开展医疗救护合作已经落地。旅游
板块完成营业收入４．９１亿元，实现利
｜【概况】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 润５４６５万元。全年接待游客达２５５万
｜资集团有限公司是２０１１年由甘肃省 ｜人次。张掖丹霞景区入选＂２０１８中国
委、省政府整合全省高等级公路、相 品牌旅游景区２０强＂、荣获＂首批全
关民航机场等资产，批准成立的甘肃 国最具特色魅力旅游胜地＂；荣获

年中国第七届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省级唯一的集公路、航空、旅游和金 ＂中国旅游影响力企业品牌＂。金融板
并成功入选工信部《军用技术转民 融为一体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负责 块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用》十大重点推荐项目名录、成立事 全省高等级公路、地方铁路、通用航
｜业部助力做大做强高轻新材项目。配 空、文化旅游等事业的投融资建设和
套有公司主舵面系统、油门系统和襟 培育开发，并独资、控（参）股相关
｜翼系统的京东京鸿货运无人飞机首飞 ｜地方金融机构，繁荣地方金融市场。
成功，为中小型无人机提供集成化、 公司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亿元，资产总额
一体化、高性价比的舵系统产品和解 ４７１２亿元，负债总额３１４９亿元，净资
决方案奠定基础。便携式制氧机研发 产１５６３亿元。集团公司现有子（分）

构建金融科技核心业务系统，完成营
业收人１１．７３亿元，实现利润５亿元。

全力拓展大宗金属和工程主材贸易，

｜背业收入突破８００亿元，利税总额突

破７０００万元。同时，以优化产业布局

｜为目标，先后设立张掖、武威、天
水、陇南、临夏、白银、金昌、酒嘉

成功，完成样机整机测试并实现小批 公司４０余家。现有正式员工２１５０ 等地区投资公司。紧抓＂一带一路＂
生产，公司在军民两用制氧供氧设备 人，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员工 建设机遇，设立香港公司和白俄罗斯

公司。
新领域取得新突破。与中车兰州公 ４０４人。
司、兰州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建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 【资本运营］全年累计完成融资
立紧密合作，共同在机车电控产品、 收人１００９亿元，实现利润５亿元，位 ６３７亿元。适应项目建设方式转变，
伺服电机控制器、无人机整机及飞控 列２０１８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第２３３位， 与各金融机构对接，累计获得ＰＰＰ项
系统方面开展研究工作。
在年末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 目银行授信３９亿元；成功在境外发行
［转型升级】２０１８年，共完成投 台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２名；被中国 ｜５亿元美元债券，进一步提升集团公
资１４９５万元，项目预算执行率达到
９９．７？？购置＂ＦＰＧＡ开发验证软件＂
等１０台套工艺设备，进一步提升公司
航空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和水平，初步
构建起基于模型的先进研发体系。信
息化水平不新提升，开展综合管控系
统建设，实现各系统用户的统一管理
和单点登录。完成网络及数据服务虚
拟化系统建设，提高硬件资源的使用
效率。工艺能力不断夯实。全年完成
工艺能力提升项目１８项，协调处理生
产现场问题８８项，完成工艺攻关５

｜项，完成首件鉴定２４项，铝合金砂型

铸造等３项特殊过程完成再确认。积

２８交通运输 通信

生来８林孔家寺黄河特大娇

司的国际形象。公司累计银行授信达

【实体运营】宾馆服务通过改善 ｜推进领导小组，把握重点环节，强化

４３００亿元。积极推进市场化融资＂债 ｜ 硬件条件，加强营销工作力度，整体 督办检查。着力补齐甘肃省农村信息
｜转股＂工作，已到位资金２９０亿元， 效益进一步提升，全口径统计全年营 通信基础设施短板。前两批试点已全

达成合作意向金额１８５亿元，优化公 业收入、经济效益创历史新高；水电 面完成竣工验收，第三批试点已完成

司负债结构。目前公司国内主体信用 公司靠实工作责任，提高生产效率， 企业自有验收、州政府初验，第四批

为Ａ正面展望，境外主体信用等级 ｜保证机组设备良好工作状态，发电量 试点完成招投标等工作并进入人工程建

设阶段。同时，利用试点结余资金支 甘肃
【平台业务】积极就平台础资与 持１２８个深度贫闲行政村和深度贫困

｜为ＢＢＢ，被多家银行列为总行级重点 创自投产以来历史纪录。

客户，国内外资本市场形象良好。

２０１８年集团公司和金隐资本公司再次 有关借款单位沟通协调，及时督促用 县的５２００个２０户以上自然村通光

｜荣获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金融奖＂。 ｜款单位还本付息，全年按季清收各高 ｜纤；深入推进第四批试点，支持全省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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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全年完成项目投资 校贷款１．３２亿元；提前收取省农信社 ｜１１个地市２７９个行政村建设３１６个４Ｇ ＧＡＮＳＵ
２８０亿元，是由省政府国资委、省交 ＂两市一州＂受灾农户住房重建项目 基站，完成后将实现全省行政村４Ｇ
通运输厅下达投资任务的１０５超 贷款本金１０８亿元。贷款余额由年初 网络全覆盖，彻底改变甘肃省农村宽
｜ 额完成建设项目投资任务。公路项目 的２６６３亿元下降为２４２３亿元，无违 带网络的落后面貌。全省行政村通宽
完成投资２７０．３２亿元。全年建成５８千
米高速公路，兰州南绕城高速如期通

｜约的行为发生。

带水平赶上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为

【存量资产及投资收益管理】做 全省脱攻坚做出贡献，受到部省

车。景中、双达、渭武、武九、平 好存量资产及参股项目股权的管理工好评。
天、会老等传统在建项目稳步推进。 作，确保公司合法权益，盘活现有资
｜【兰州新区圆际互联同专用通道
通定、陇漳、定临等ＰＰ高述公路项 ｜源，全年实现收益６６４５８８万元，其 建设］２０１７年９月，该项目获工信部
｜目顺利实施。开创＂以资源换资本， ｜中转让甘肃稀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专家评审会论证通过，１１月工信部正

拿资源换公路＂的新模式。通航项目 ｜股份收益６０２２５万元，参股分红 ｜式文批复，建设期一年。召开会议推

全年完成投资１８０７万元。武威民勤、 ９４．１８万元，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
甘南玛曲通用机场完成场址评审和空 委托理财、新股申购等收益２４９．４５
域核准等前置手续。旅游项目全年完 ｜万元。
（《供稿：许晓东）
成投资９．７６亿元。永靖黄河三峡游客
｜综合服务中心项日完成竣Ｔ验收，并
人选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张掖 邮电

进协调工作，明确由通信管理局牵头

组织建设，省财政厅、工信委、兰州
｜新区管委会负责落实政府补贴和支持

保障政策。７月提前４个月完成专用通

｜道主体建设，经评估，工程质量优
｜异，具备业务开展能力，满足企业信

滨河新区自驾游基地项目一期工程顺
息化系统国际部署、跨境电子商务、
利完成并运背，成功举办甘肃省首届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完成电信 跨境物流、国际数宁内容传送、业务
房车露营大会。天水麦积山国际露营 业务收入１８８．５９亿元，同比减少 网站与数据库查询、总部型企业和国
地等项目按计划推进。陇南市文县天 ４．３？？？成电信业务总量１１９２４３亿际会议举办等６个方面国际互联网需
池景区综合开发等项目加快推进。总 元，同比增长１６１．５？？？成固定资产 求。１０月协调本地政府落实补贴资金
投资５８亿元的武威雷台景区文化旅游 投资５６０７４亿元（其中４Ｇ投资２２４７ ５００万元，并在相关路由、管道购置

亿元），同比减少１４．３１？？全省电话 ｜方面给予基础运营企业优惠，专用通
街区及重点历史文物保护建设项目签 用户达到３０６４３万户，其中移动电 道已投人商用。提前完成兰州新区国
｜综合体项目开工建设。武威历史文化
署框架协议。

（供稽：俞霄山）

话用户２７３５９万户（其中４Ｃ用户 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建设。
２０００９４万户，占比达到７３１３？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７４２．８４万户，
工业交通投资
同比增长２８．８８？ＴＨＯ用户占比
达到 ９４１？？？动互联网用户达到
【经营指标】２０１８年，实现营业 ２２５５０８万户，同比增长１０８６？？

【网络提逵降费】推进网络提速

降费、推动光纤宽带提速升级，新建

住宅光纤到户项目３８７９个，老旧小区

光纤改造项目７９９４个，光纤到户覆盖
家庭数６９４万户；加快推进ＬＴＥ网
总收入８７１６万元，利润总额－１０９０万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甘肃省农 络．主要自背移动互联网ＩＰＮ６改造，
元（核销历史上的资产和投资损失 ｜村通信落后组织实施任务繁重，省 同步开展互联网骨干网、骨干网间互
８１４０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人２７１１ 局紧密结合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战联体系、城域网和接入网ＩＰ６改造：
万元，投资收益５９６６万元，当年实下
完成经营利润７５０万。

略，争取省政府出台系列支持保障政 ｜进一步增强骨干网络承载能力，固定

｜策，联合省工信委、财政厅成立协调 互联网宽带端口数达到１１４３万个，光

交通运输 通信 ２３９

把用户申诉办理质量和办理时限，强 １６．１４？？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
纤到户占比达到９４．１全省省际出：
口带宽６３９３Ｇ；加大网络提速降费优化日常接待管理工作，定期组织业务 计完成８９１１５９万件，同比增长
惠力度，其中移动流量资费同比下降 培训，提升申诉处理效率。
２３．７４？？？务收入累计完成１５８５亿
｜
【应急通信保障】协调做好应急
元，同比增长２７２９？？其中，同城业
６．２互联网宽带接入资费水平同
比下降２８．１家庭宽带接入资费水 通信指挥系统及各类应急装备的运行 务量累计完成２５４１９万件，同比增

平同比下降１７．１单位宽带接人资 维护管理，协同开展＂十三五＂应急 长３６９６？？？地业务量累计完成

｜甘肃 ｜费水平同比下降３１？月１日全面取 通信工程立项及实施，做好重大活动 ６３６２４万件，同比增长１９．１６？？？
的应急保障。加强应急协调联动，跟 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５．１５万
年鉴 消移动流量＂漫游费＂。
【通信基础设施】加强对行业 进落实工信部＂互联网＋应急通信＂ ｜件，同比增长５３６？？邮政业服务满
团０ ＂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和重点工作 ｜全方位综合保障体系建设、构筑网络 意度稳中有升，消费者中诉处理满意
ＧＡＮＳＵ
｜率达９９？？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的督导落实，在２０１７年完成兰州、白 ｜安全保护屏障。抓好舆情服务、技术 【政策支持】出台《甘肃省人民

银市政府批复基础上，强化督导抓好 支撑和处置配合，完成＂两会＂、郭
城市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协 煌文博会等重大活动信息安全保障以
调争取省政府督查室发文督办市州政 ｜及＂扫黄打非＂、违法违规互联网传
府加快通信基础设施规划审批并限期 播平台处置等专项整治工作；７月，
完成。联合省工信委组成督察组进行 甘肃省连降暴雨，造成多个市州受

专项督查，５月１４个市州政府通过批

复，全部完成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
【通信市场放管服改革］深化放

管服改革，针对简化市场准入审批流

｜程、建立网站备案绿色通道、落实电
｜信业务经营不良名单和失信名单管理

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６月底省内增
值电信业务许可、网站备案信息审
核、码号资源核配等＂三项行政审批
许可事项＂办理时间都达到＂再减一
半＂要求。启动＂多证合一＂改革和
涉企信息统一归集公示，向省电子政
务办推送基础数据。建立两库两单

｜ 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
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努力为
行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良的政策环境。

推广＂快递＋电商＋农产品＂发展模
灾，省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协 式，全力打造新的业务增长极。１４个
调各公司全力投人应急抢险及通信保 市州保障快递车辆便捷通行文件全部
障工作，按照响应级别实施２４小时值 出齐，省政府和９个市州分别出台推
班制度，做好汛期自然灾害通信 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意
障，完成各项保障任务。
见，省市两级共出台有关邮政业发展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升级反 文件５１份。嘉峪关局为３家快递企业
系统版本，建设试点互联网诈骗监测 争取政府扶持奖励资金６５万元；天水
系统，有效遏制通信诈骗高发态势。 局争取商务部门电商专项补贴资金，
推进电话用户实名登记视频认证试点 一次性流转秦州区电商孵化园场地１．２

应用，开展对物联网卡、行业应用卡 ｜万平方米，确定２家城乡高效配送试

等专项检查，巩固提升电话用户实名 点企业；白银、定西局分获地方政府
登记成效。完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物流仓储设备、包装箱补贴和邮政培
制定省级《公共网络安全威胁监测与 训等政策资金支持。
处置办法实施细则》《公共互联网网
【音遍服务】推进建制村直接通
（企业基本信息库、违法不良记录信 络安全应急预案》，实施网络安全防 邮，加强政企沟通协调，对甘南和陇
息库及不良名单、失信名单），全面 护能力提升行动，抓好网络信息安全 南开展重点攻坚，全省直接通邮的建
完成首次年报和公示工作。
责任属地化考核，以及网络安全监 ｜制村新增１６４个，直接通邮率提升
【通信服务质量监管】坚持电信 测、预警信息通报、网络安全事件处 １．０３个百分点，达到９８６？？共办理
服务质量监管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 置等工作，持续加大对企业移动上网 撤销提供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的行
｜ 会议，及时研究解决监督检查过程中 日志留存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考核 ｜政审批３起，办理停止办理或限制办

出现的电信服务质量热点难点问题、 力度。
（供稿：田卫国：
保障监管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坚持
服务质量通告制度，对基础运营企业
出现的用户投诉量居高不下问题督促 邮政
限期整改。完善用户中诉、信访协调
｜处理工作机制，邀请熟悉相关专家组
【业务发展】２０１８年，全省邮政

理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业务的行
政审批２起，办理行政备案事项６５
项。组织全省＂双随机一公开＂执法
｜检查，对１０个市州开展全覆盖检查，
｜深入开展中央巡视移交普遍服务问题

专项整改、督促企业拖理５７项具体措
成咨询小组，对用户热点或潜在敏感 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 施，完成整改５５项，６６８个手工局所
的用户申诉处理决定审核把关。建立 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３７．２６亿 实现电子化升级改造，累计检查邮政
完善窗口服务规范和岗位职责，转变 元，同比增长１７．６３？？？政行业业务 背业场所１５５４处、５８４３人次．向邮政
工作作风、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严 ｜总量累计完成３１．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企业下发监督检查的通报文件５６份，
２４０｜交通运输 通信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８２份，４３个县级 更申请事项５３６起，完成年度报告１４７ ｜检机２６３台，运用远程技术手段开展
城市实现党政机关《人民日报》当日 ｜ 家，注销许可企业３家，快递许可平 监督检查，严防＂配而不用＂＂用而

见报，当日见报率提升至６２．３？？督
促企业对确认超过保管期限又无人认

均办结时限控制在１０个工作日内。采 不实＂等情况发生。全省共查堵管制

取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快递暂行条 刀具、枪支配件等禁寄物品２７７件，

领的信件报备１５４件。全年推动建成 ｜ 例》宜贯。建立完善企业和执法检查 协助公安部门查获毒品案件３４起，查
邮政农村电商服务点５０８５个，推动农 人员名录库，规范检查清单，严格开 缴各类毒品４７．０公斤。
特产品进城交易额３４２亿元。构建开 ｜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积 开展寄递渠道涉枪涉爆专项整
放共享邮政综合服务平台，推动５７８ ｜极探索市州间跨区域联合执法和父又 治、危爆物品寄递渠道清理整顿、寄

个网点开展税邮合作，全年累计代开 检查，嘉峪关、酒泉和张瓶，武威和 递渠道＂２０１８两打两控＂＂食药农环
｜普通税务发票１９９万份，代征税款突 ｜金昌、甘南和临夏等临近市州间联合 烟＂等一系列专项行动，靠实寄递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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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破８亿元，实现收人２７５５６万元。

开展＂双随机＂检查并取得较好效 业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主体责任。圆 ＧＡＮＳＵ

｜积极推动快递服务制造业，培育重点

寄递渠道涉烟违法犯罪的多发高发态 递渠道安全服务工作。＂双十一＂期

【快递服务］２０１８年，累计培育 果。配合公安、烟草等部门提升打击 满完成全国＂两会＂、中非合作论坛
农特产品项目１３９个，发运以＂牛羊 寄递渠道涉烟犯罪力度、２０１８年全省 北京峰会和＂进博会＂等重点时段寄
菜果薯药＂为主导的农特产品１６００万 邮政行业查获假烟私烟３７６万余支， 递渠道安保任务，有力保障主场举办
件，带动农产品销售额突破２２亿元。 涉案金额６５０余万元，有效遍制邮致 的第三届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寄

服务项目４９个，直接服务制造业累计 势。配合工商等部门开展２０１８网络市 间，全省共处理进出口快件２５１６万

产值突破２３亿元，＂快递＋＂项目在缩 场监管专项行动，共同维护网络市场 件，最高单日处理量突破３００万件，
｜小全省快件进出口比例差距方面的促 秩序。全省累计开展执法检查８０人 在业务量同比增长５９．９？？
（供稿：刘冠南）
｜进作用进一步凸显。全力提升末端投 ｜次，检查寄递企业网点４７２０个，查处

递服务能力。建成快递公共服务站
１０７８个，乡镇快递服务覆盖率达到
９１？？智能快件箱累计投放１５６组，
箱递率提升２６个百分点。临夏、平
凉、甘南快递智能投递工作取得突破

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５２起，责令整改
４５２起，行政约谈１４８起，关停营业网 电信
点８处，行政处罚９起，罚款金额３３
｜万余元。坚持每月公开１２３０５消费者

申诉情况，接受公众监督。２０１８年受

性进展；金昌局成功打造快递服务进 理的２６８９件有效申诉全部妥善处理，

【服务保障】推进＂翼网铸剑＂
｜暨双提升活动，创建综合网络优势，
｜＂五高一地＂４Ｇ覆盖率快速提升，农村
区域两大网络覆盖提高均超过１０ｐ，

机关范例。４９所高校规范收投成果得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近５万元。
以巩固，城区快递网点标准化率达到
【行业安全】协调召开全省寄： 核心网能力扩容近３倍。科学开展网
｜９４？？努力提升行业绿色发展水平。 渠道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印发《甘肃 络优化和网络整治，移动网和光网质
｜督促和指导寄递企业推广使用中转 省寄递渠道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工作要 量持续改善。加快智慧平台建设．围
｜箱、环保袋、笼车等物品设备；大力 点》，加强同政法、公安、国安等部 绕＂四精＂应用做实智慧运营，核心
｜推广应用电子运单，主要品牌快递企 门的协调联动，进一步打通交流壁 能力有新突破。推进服务互联网化、

业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９８？？上。全 垒、凝聚共管合力、有效防范各类事
省快递企业拥有计算机６０００多台， 故的发生。结合行业实际梳理相关法
配备手持终端１３万台，重点快递企 律法规，将寄递企业９个方面１１５项
业业务员基本实现手持终端人手一 ｜主体责任、邮政管理部门５个方面４０
台。拥有半自动化分拣设备３６套，邮 项监管责任内容编印成册下发企业和
政速递、顺丰、中通等２４个重点品牌 执法人员，要求以此为钢澄项对照落
分拨中心实现半自动化分拣设备全覆 ｜实。省局同市州局签订综治禁毒责任
盖，多功能＂龙门扫码机＂在中通、 ｜书，市州局同辖区企业层层签订责任
韵达、圆通等９个品牌企业中率先投 书，明确责任段落。完菁培训、检
入使用。快递企业电话、网络平台查 查、执法、考核制度，压实企业主体
｜询业务开通率达１００？？

｜服务体验显性化，扩大＂当当慢＂实

施范围。快速提升队伍能力，构建专
家岗位体系。开展分层分级培训，加
快队伍能力转型。
【运营管理】智慧人力、智慧财
务快速推进、为企业转型提供高效支
｜撑。＂三供一业＂移交进展顺利，全

面完成协议签署和分离移交。强化业
务稽核，深挖管理效益；落实审计全
覆盖，完普审计整改机制，推进重点

责任。督促寄递企业严格执行《禁止 ｜事项审计结果执行；推进价值采购、

【行政执法】２０１８年，其办理法 寄递物品安全管理规定》。全面推广 绿色采晌、阳光采购；牢固树立设计
人快递企业许可审批事项３１家，办理 实名收寄信息系统，全省实名收寄率 就是最大的节约的理念；积极开展税

分支机构备案审批事项８４个，核准变 稳定在９？？上。全省共配备Ｘ光安 收筹划。通过强化管理，全年节约资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４１

金６３亿元。
｜ 【企业管理】完成敦煌文博会、

曾

文县暴洪灾害等７９次重大活动、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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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深入推进国务院大督查整改。
打好脱贫攻坚硬仗，六大攻坚措施全

死

教灾、应急演练等通信保障任务，得
｜到集团、通管局等上级单位充分肯定
和社会各界普遍赞誉。落实提速降费
｜面实施。网信安全、电话实名制、个

人信息保护、不良信息处置、打击通
ＧＡＮＳＵ ｜信诈骗等工作全面落实。同时，依法
ＹＥＡＲＢ８００Ｋ
治企、处僵治困、工会离退、安全生
产、新闻宣传、保密信访、档案后勤
等工作顺利推进。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全省通信行业共建关要协调管理会议在兰州召开

５３．６３？？５．１４？？８．４６？？１１．２３调 ３．５亿元进行网络建设和升级。新建
３．５住
结构转方式符合预期，
４Ｇ基站４３００余个，４Ｇ基站规模达到
（供稿：张杰）
【基础设施】２０１８年，新增４Ｃ １．６万个，４Ｇ网络人口覆盖率超过

移动

基站８８１８个，替换升级ＣＳＭ基站 ９０？？通过网络升级和优化，县城以

１６１９０个，建成ＮＢ－ｌｏＴ基站２１０３个， 上区域４Ｇ网络平均下行速率超过

【概况］２０１８年，净增４Ｇ客户３０．２ 光纤到户覆盖８６４万户家庭，集客专 ５０ＭＢｂｐｓ，峰值速率可达４００Ｍｂｐｓ。移
万户，净增宽带５０４万户，连接规模 ｜线接入８８万条，内容网络已下沉至 动网ＮＰＳ 客户口碑较２０１７年提升５．１
｜不断做大，通信客户市场份额为 ｜１４个市州及个别重点县区。网络品质 分，达到２０５分。新建宽带端口９万

５７５收人市场份额为５０４继续 明显提升，４Ｇ高负荷小区占比持续控 个，宽带端口总数达到６９万个。加快
宽带网络＂光进铜退＂，ＦＴＴＨ用户占
保持市场主导地位；流量占收比 制在０．５？？内。
５１４数字化服务占收比１８３调
结构转方式符合预期。

【移动市场】２０１８年，全年完Ｍ
｜通信服务收人９１．０２亿元，收入市场

联通

（供稿：唐 浩） 比提升至８２．４？？
【服务用户】落实＂提速降费＂
惠民生，家庭宽带全面提升至１００Ｍ
以上，１００Ｍ２００Ｍ家庭互联网融合产

【业务经营】２０１８年，公司主营 品成为主流。通过＂提速不提价＂、
份额５０．２？？不含铁通）。通信客户市
场份额为５７．５净增４Ｇ客户５８．７万 业务收入同比增长１０２超出本省 ＂流量不清零＂、丰富通信产品内容、
户，发展不限量套餐７３１万，不限量 ｜行业增幅１４．５ｐｐ。收人市场份额较 降低资费价格及与互联网公司合作推
｜套餐渗透率提高至４５．？？？庭市场 ２０１７年底提升１５６ｐｐ。全年净增用户 出互联网化产品，有效降低客户通信
方面，净增家庭宽带６４．８万户，家庭 超过２５万户门，各类用户总数达到５００ 费用支出。取消手机国内流量漫游
｜宽带到达份额为３７３６？？？企市场方 万户，移动用户市场份额达到 ｜费、下调国际和＂港澳台＂语音漫游
面，新增集团单位１２万家，新增 １４．７？？４Ｇ用户渗透率较２０１７年底提 与数据漫游资费，进一步满足消费者
ＮＢ－ＩｏＴ用户８０００户，信息化收入份 升９．５，达到６７．２？？以客户为中心 对流量快速增长的需求，提升老百姓
额为２９３？？？业务方面，咪咕视频 加快互联网化转型，助力甘肃社会信 ｜的获得感。大？？调低面向中小企业
息化发展，在信息化与各行业融合应 的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以实际行动
月均活跃用户达２１８万。
【调结构转方式】流量、家庭、 用方面取得进展，智慧党建、智慧消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供稿：李兆勋）
信息化、新业务收人占比逐步调优， 防、工业互联网、智慧教育、智慧医
由 ２０１７年的 ５１．５５？？３０１？？ 疗和智慧扶贫管理等实现突破。
［网络运营】２０１８年，投资近
７６５？？９４７？？善至 ２０１８年的

｜２２ ｜交通运输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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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 等重大生态规划加快实施，玛曲县沙
面落实兰州一西宁城市群和关中平原 ｜ 化退化草原巩周治理项目启动实施，
【经济运行】２０１８年，全省生产 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实施方案和三 ｜祁连山和大熊猜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总值８２４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３％， 年行动计划。编制生态产业发展总体 ｜作有序推进。民勤红崖山水库加高扩
增速比上年提高２．７个百分点，实现 ｜方案和相关专项行动计划，制定绿色 ｜建工程建成投运，有效解决青土湖生
发展与改革

了６？？右的预期发展目标。一般公
共预算收人８７０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３增速比上年提高０．５个百分
点。全年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９５６．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６？？粮食总产量

生态产业发展基金设立方案。编制高 态补水和红崖山灌区高峰期缺水问
铁经济发展规划和《甘肃省支持总部 题。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基本建成，
｜企业发展政策措施》。甘肃省发改委 廿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

｜开展甘肃融人＂一带一路＂打造＂五 纳入同务院１７２项重大水利工程范

｜个制高点＂和融入国际陆海贸易新通 围。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实

１１５１４万吨，比上年增长４．１连续 道战略研究，谋划区域发展新增长 施全省冬季清洁供暖总体方案，报请
省委省政府印发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
８年保持在１０００万吨以上。２０１８年１－ 点、增长极和增长带。
１１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

（生态农业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

和制度若干意见的实施方案。

务收入同比增长９３？？实现利润总额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加大祁连山保护 ｜【交通项目建设］全年全省铁路
２８８．１亿元，增长３１．２？？进出口总额 区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制定祁连山保 客运量５４７３．５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３９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０？？城镇 ｜ 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办法，祁 ２２．５？？？运周转量４０１．３亿人千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２９５７元，比上 连山保护区内４２座水电站退出１０ 增长８０？？铁路货运量６０８６８万吨，
年培长７９增速比上年回落０２个 座、保留在建２座、规范运背３０座， 增长０６？？？运周转量１４９０９亿吨千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张掖市、武威市在保护区核心区的 米，增长７．２？？公路客运量３．７亿人
８８０４元，比上年增长９．０增速比上 ２０８户农牧民完成搬迁安置，祁连山 ｜ 次，比上年下降３８？？？运周转量
年提高０．７个百分点，
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有序推 ２３３．３亿人千米，下降５．８？？公路货
【规划政策制定】全省＂十三 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甘 运量６４亿吨，增长６．９？？？运周转
五＂规划中期评估报告经省人大常委 南、定西、酒泉、兰州国家生态文明 量１１９．０亿吨千米，增长６．７？？
｜ 会审议通过。《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

先行示范区。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印发实施。 生态保护和＂两江一水＂、渭河源区 滑源至武都、景泰至中川机场、平凉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４３

｜至天水等高速公路在建项目加快实 纳持续好转，全年新能源发电量同比 育力度，新认定２６户骨干企业，１－

施，武都至九寨沟、王格尔墉至夏河 增长２４５弃风、弃光率同比分别 １１月骨干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等高速公路项目开工建设，彭阳至大 下降１４、１０个百分点。２０１８年，甘肃 ｜ １７９？？推进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协调，青 港建设，知识产权港公司挂牌成立。
庄浪至天水、灵台至华亭等高速公路 海、河南两省同意青海至河南特高压 依托优势企业和科研院所，布局建设
项目可研或补充可研获批。敦煌在文 ｜直流工程输送甘肃富余电力，在全国 国家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争取国家
｜博会期间开通动车，兰涂铁路动车组 首次实现特高压工程过境省份电力共 新认定省建设投资集团公司、兰州高
正式上线运营，银西铁路、中兰客 同参与外送。
｜压阀门有限公司２个国家企业技术中
｜桥村、兰州新区至兰州（中通道）、

甘肃
年鉴 专、敦格铁路和敦煌铁路提速改造等

【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２０１８＇

２的 ｜在建工程顺利实施，兰州至张掖三四 甘肃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６１．７亿

｜心，新认定２６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争取国家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建设专项

ＧＡＮＳＵ 线、中川机场至武威段、酒泉至额济 元，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６５亿元。出台出 资金０００万元，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兰州至合作铁 让国有资源资产和资产证券化工作实 ２６５０万元，支持３４个国家和省级创新

｜路、西宁经合作至成都铁路、平凉至 施方案和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 平台建设。加快兰州市城关区国家双
庆阳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进展顺利。 度实施方案。省发改委向银保监部门 创示范基地和７个省级双创示范园区
全省全年民航旅客存吐量达到１６３９．７ ｜和金融机构梳理提供补短板重大项目 建设，引导创新创业资源向示范基地
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１５？？陇南成县 清单，共涉及项目１６８个、总投资 ｜集聚。新认定省级众创空间２４个，总
机场通航运营，全省正式运营运输机 ｜５１３１．７亿元。甘肃省发改委牵头向社 量达到１２７个。提前超额完成＂宽带
场达到９个。
会推介ＰＰ项目６４项，落实进一步激 乡村＂示范工程，兰州市获批成为中
｜【能源项目建设】３月２０日，甘 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的实施方案和鼓 国电信、中国移动首批５Ｇ规模组网
肃７５０千伏输变电项日落户张般。该 励民间资本参与ＰＰ项目的指导意 建设及应用示范城市之一。广通新能
｜项目实施后将联通甘肃７５０千伏主网 见，开展ＰＰ项目规范核查，张般市 源电动汽车项目建成投产，中核甘肃
和青海７５０千伏主网，为甘肃７５０千 和榆中县入选全国推广ＰＰＰ成效明显 核技术产业园、兰州红古＂城市矿
伏主网安全运行提供第三条输电线 的市县，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产＂示范基地、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
路。５月４日，世界最高电压等级输电
全省民间投资增速自去年５月以 试验区、中车高端轨道交通装备造修
线路昌吉－古泉＝１１００千伏特高压直流 来保持正增长，全年增速预计比２０１７ 基地等项日加快推进，武威针基熔盐

输电工程甘肃段全线贯通。该工程在 年回升近４０个百分点。持续加强投资 ｜堆核能系统实验平台等项日启动实
甘肃境内途经酒泉、张掖、武威、金 管理，省级安排１５００万元对前三季度施，１０万吨年动力锂离子三元前驱
昌、白银、平凉、庆阳７市，线路全 清单考核为前三名的定西市、兰州 体项日开工建设
长１２７９．６千米，共有铁塔２２８９基，占 市、张掖市给予项目前期费奖励
｜【价格管理】甘肃省开展电价市
线路总长三分之一以上，
【生态产业发展和骨干企业培 ｜场化改革，企业用电成本年降低近５０
国电兰州热电异地扩建项目建设 育］全省关闭退出煤矿２８处、产能亿元。甘肃省实施新版《甘肃省定价

完成。国家能源局对甘肃省煤电规划 ５３８万吨，提前两年完成国家下达的
建设项目实施红色预警。国家能源局 ｜煤炭去产能任务，杜绝已化解产能企
同意甘肃省开展国家网域大规模电池 业复产和＂地条钢＂企业死灰复燃。
储能电站试验示范工作。甘肃网域大 ２０１８年全省实施市场化债转股４０９亿
规模电池储能电站是国家批复同意的 元。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落实国家诚税降费
全国第一个电池储能试验示范项目， 政策，企业成本降低４２７亿元。统筹

目录》，放开１４项、下放６项政府定
价项目，定价项目减少３３．３？？农业
｜ 水价综合改革被国家绩效评价评定为

优秀等次。《甘肃省价格监测报告制
度》修订后实施，全省价格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投入使用。甘肃省发改委开

在酒泉、嘉峪关、武威、张械等地选 推进十大生态产业发展，全省谋划绿 展成本监审１３６项，共核减不应计入

址建设。一期建设规模７２０兆瓦时， 色生态产业项目２６５个，总投资达 定价成本费用９４５亿元。办理价格
｜总投资１２亿元，电站储能时间４小 ８００亿元。２０１８年确定并实施省级重 认定案件７６２１件，认定金额４８．５８
时，计划２０１９年建成。完成农村地区 大带动性工程３４个，完成投资３４３亿 ｜亿元。
【重点领威改革］２０１８年，甘肃
电网改造升级建设，全省贫困自然村 ｜元。引导新兴产业集浆化规模化发
动力电实现全覆盖。甘肃省出台扶贫 ｜展，初步形成兰白综合性高技术产 ｜省发改委编制全系统涉及企业和群众
｜龙头企业电价扶持政策。通过优化电 业、金昌新材料、酒泉新能源、天水 办事事项目录，公布＂最多跑一次＂
力调度、新能源替代白备电厂发电、 装备制造业、定西中医药等产业集群 事项。出台进一步加强投资项目审批
｜增加电力外送等措施，推动新能源消和产业聚集区。持续加大骨干企业培和管理改革工作的意见，研究制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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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项日承诺制模拟审批、容缺受

贫因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分工方案，开展政策性金融支持返乡

理、区域评估、代办制等试行办法。 ｜施项目纳入国家规划。＂十三五＂第

创业，争取建设定西市、张掖市、灵

一批光伏扶贫项目安排２９个县（市、 ｜ 台县、西和县等４个公共实训基地。
改为备案制，并将备案权限下放到市 区）建设３１．１万千瓦村级电站，已完 陇南８．７暴洪泥石流灾害灾后重建资
县。甘肃省政府政务大厅投资项目并 成并网发电３０５４万千瓦。兰州工业 ｜金落实累计达６２亿元，争取中央应
联审批综合窗口按时办结率达到 学院实训中心、甘肃政法学院教学实 急恢复建设资金６５００万元，省级安排
１００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训综合楼等高校基础设施项目全部开 资金４６００万元，用于暴洪灾害基础设
台平均办结率达９６．４４甘肃省发改 工，省人民医院住院部二期和兰州新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建设。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２０１
委项目核准总体时限压减５０？？全省 区分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门诊综合
国有林场改革基本完成，盐业体制改 楼等项目进展顺利。省发改委印发实 年，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６个
革和行业协会裔会脱钩改革取得进 施积极稳定和促进就业重点任务落实 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通过国家验
｜将加油、加气站及油库项目由审批制

｜展，１１个市州建成社会信用信息平

商品名称

开，党政机关公车改革受中央车改领
导小组通报表扬。
【扩大对外开放】２０１８年，甘肃

｜兰州国际港务区获批为汽车整车进口

国家级物流权组基地。省公航旅、省

面始

／Ｓ０Ｏ克｜２１
八

水

新鲜剔骨后腿肉｜

｜县中央预算内投资８６．１亿元，占全省
争取中央投资的一半以上，６４个深度

元／５００克

新鲜带骨
薪定悠

元／Ｓ５００克

Ｉ

８．９１

４１Ｂ

Ｄ

及

ｄ

元５０克

元／５００克

街鲜－级

元５００意｜

新并一线

｜元／５００意

新鲜－

九５Ｕ０危
尤／５００克

额鲜一

｜元／５００充

新鲜一１
普鲜一多

元／Ｓ００克
元Ｓ０１竟

新鲜一级

元／５００克

｜１６．ＨＲＢ３００

稳
运西
端

１

Ｈ１９
国

｜｜ 中２２．ＨＲＢ４００ｌ

高线６．５．，ＨＲＢ３０Ｎ

ＡＬ９９．７０

普通硅酸盐水泥
尿素

磷酸二钱

含象４６？产

运
致
３８ｉ

３９０８

岛

０６７：

８９０

国

５８

应

地
托煤５０００大
４２．５强度

言

４１４

１０５８１
动力煤

９４４

３９３４

６４３８

５ＡＩ

建铁
也解例

｜－３，６７

９．３６

／ｃＮｏ 这

为红柿
洋墓
完圆钢ｉ
｜军纹钢

ｒ
１４．１９

１２８５

元／５００克｜

｜金金属收购和整合项目、天水华天科
｜技收购马来西亚封装公司等境外投资

３９３万人，搬迁人住率达７８．６？？下
达＂两州一县＂及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

元５Ｕ克

｜条鲜期骨

新一朝

白银公司与中非基金联合开展第一黄

｜五＂计划搬迁５０万人，已搬迁人住

地

元／５００克｜

大白第
胡萝］

电投和酒钢集团境外发债７亿美元。
金川公司印度尼西亚红土镍矿项目、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全年下达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１５．９万人，安排资金６８．５３
亿元，建成住房２万套、完成宅基地
复垦及生态修复１．２４万亩。＂十三

ＧＡＮＳＵ

格｜圣均价有

昆合小麦，中等 元／５００意
黄马齿型，中： ｜元／５００克｜

鲜羊责

指定口岸。兰州市、酒泉市被确定为

｜【保障改善民生］２０１８年，甘肃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７年｜与上年同期

单住

规格

小文以的价

省发改委编制印发甘肃省合作共建中 根
新南向通道工作方案，就桂铁海联运
班列全年发运２８列。兰州市获批全国
跨界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

｜开级为省级开发区。

年鉴

１８年全省主萎商品价格监测

台，省属国有企事业单位车改工作展

项目加快实施。中国一以色列（酒
泉）生态产业园建设方案开始实施。
甘川两省经济社会发展合作行动计划
签署。全省６６个开发区纳入国家六部
委公告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
（２０１８年版）》，２０１８年新增３１个。
白银刘川工业集中区等１１个产业园区

甘肃

５９５０

２３７９６
｜元／吨
元／公斤
元／公斤

３４３

３０３

２１

３０８

２．０ｓ

Ｌ７

｜高压聚乙烯湖飘｜析径１米厚 ｜元／公斤｜｜
０．１０ｍｍａ９０２｜

１３２０

１８７１
－２．２０

烯地膜｜厚０．０１４ｍｍ±０．００２｜ 元／公斤｜ １２．１３｜ １２．３７
经济管理监督｜２４５

收，兰州市和平凉市崆峒区列为首批 ２０１９年＂好粮油＂项目、质检体系、 营龙头企业＂，对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甘肃省发改 产后服务体系建设正在分阶段组织实 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委对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循环化改造 施。粮食安全保障调控和应急设施专
［粮食库存大洁查试点】甘肃省
情况以及循环经济示范试点环保同题 项建设总投资１５９７亿元、中央补助 是２０１８年全国粮食库存大清查１０个
｜全面梳理排查。制定节能环保产业投 １．５９亿元，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军 试点省份之一，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

甘肃
年鉴

２

资子基金方案，初步确定目标基金管
理公司和目标投资机构。完成＂十三
｜五＂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完
成情况中期评估，在天水开展节能量

民融合军粮供应工程＂总投资３８２亿 备局对省、市、县参与清查的１２０多

元、中央补助１．１５亿元，已完成前期准 ｜人进行培训，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
｜备工作。粮本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总投 责任务，提高检查能力。组织１１个工
｜资３０３亿元、中央补助１．２８亿元，临夏 作组８０多人，对天水、武威２２户承

交易试点用能权交易试点工作，全面 州和省陈官营、景家店粮油储备库等３
ＧＡＮＳＵ 启动全省用能权交易制度建设。推进 个试点单位投入使用，省平台、市州和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基本建成省 直单位正在抓紧全面建设。
级平台构架。
｜［粮食产业经济发展】２０１８年，
【国内首座百兆瓦级光热电站并 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调查研究
｜网发电】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６时５８分 ｜的基础上，提请甘肃省政府印发大力

储企业的粮食库存进行了全面检查，
共检查粮食库存８９万吨，完成３８４份

样品的质量托样检验。承储企业对发

现的４９个间题进行认真整改，已整改

｜到位４５个，其他问题正在逐步整改。

试点清查工作达到试方案、验方法、
国家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项目敦煌 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的实施意见，与国 ｜测系统、强队伍的预期目的，对２０１９

１００兆瓦熔盐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并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订战略合作协 ｜年全面清查工作奠定了基础。

｜网发电。该项目是国家第一批示范项 ｜议，在粮食产业培育壮大主体、创新
目中第一个实现并网的熔盐塔式光热 发展方式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和制度
发电项目，为国内首个百兆瓦级大型 安排。兰州市整合现有粮食资源，总
商业化光热电站，成为全球已建成项 ｜投资３０多亿元，在兰州新区建设现代
目中聚光面积最大、吸热塔最高的熔 粮食产业岗区；天水市总投资５．２２亿

［粮食流通监管】２０１８年，甘肃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按照深化＂放管

服＂改革的要求，将＂从事粮食收购
活动许可＂审批项目经省政府批准下

放至各市（州）。全年开展粮食流通
｜盐塔式光热电站。按照国家能源局关 元，建设区域粮食仓储物流生态产业 执法检查２１４４次，检查企业５１２７个
于首批示范项目的并网时间节点要 园；武威市引进投资２６亿元，推进 次，依法处理１８例。甘肃省粮食和物
求，该项目将可享受１．１５元ｋＷｈ的电 粮食产业园区项目；平凉市总投资１８ ｜资储备局及时开通１２２５粮食流通监
价政策。
亿元，建设粮油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管热线，创新监管方式。组织以＂端
（供稿：刘武喆） 白银市总投资４４８９万元，建设粮食物 牢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全＂为主题
流园项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的宣传活动，推进全社会爱粮节粮。
粮食和物资储备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确定的武威红太阳 开展＂深化粮食财务管理提升年＂活

【全省粮食流通基本指标】２０１８
年，全省收购粮食２８３．８万吨、销售
粮食３３１．２万吨，收购食用油６．２万
吨、销售１１９万吨。从省外购进小麦
１０５万吨、大米７０万吨，销往省外玉

米２５万吨。至１２月底，全省粮食综
合库存２６８．１万吨，食用油综合库存
５．５万吨。全省国有粮食企业实现盈利

面业公司等１７户＂全国粮油产业化经 动，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制度，有效

无二十四届中同学州ｎｇＢＢ

带一路＂
路＂粮食安全高锋论坛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ｒｕｍｆｃｒ ｃａｍｓｅｓ

５２８０４４万元，连续１０年统算盈利，
其中省直企业实现盈利２２１．４７万
元、１３个市州实现盈利。

【［粮食流通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甘肃省
财政、发改等有关部门积极争取国家
＂优质粮食工程＂项目总投资１４．１２亿
元、中央补助４．３４亿元，２０１８年至

２４６ │经济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首届＂一爷一路＂粮食安全高峰论坛在甘肃兰州举行

防范资金风险。全面推进仓储规范化
管理提升年活动，夯实储粮安全和仓

肃省粮食局的职责，以及甘肃省发展 万吨动力锂离子电泡用三元前驱体、

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战略物资收｜ 酒钢集团铝材精深加工、白很公司湿
储管理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轮换、管理和省级粮食、物资储 法炼锌液综合回收及无害化处理、甘
法》、＂一规定两守则＂，与省直三总 备计划管理等职责，甘肃省民政厅、 肃电投紫金云数据中心、省物产集团
公司、事业单位、东风粮食局签订 甘肃省商务厅的相关物资储备职责等 皋兰公铁综合物流园、兰石集团老工
《安全生产责任书》。按照＂双随机＂ 整合，作为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业基地改造提升等重点项目有序
原则，组织专门力量对粮食出入库等 ｜的部门管理机构。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甘 推进。
２０１８年，全省国资监管系统企业
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 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正式挂牌后，
查。组织３００多个单位２０００多名干部 职责有序交接，工作平稳过渡，实现 ｜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２９１．２９亿元，
职工开展知识竞赛，促进了＂两个安 机构改革和业务工作＂两不误、两促 同比增长１２６８？？？现营业收人
全＂知识的学习和＂一规定两守则＂ ｜ 进＂。
６２７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８３？？？现利

的落实。结合＂两个安全＂落实，组
织１４个市（州）业务骨干６０多人，

（供稿：常慧君） 润总额９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６１？？？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缴税费１５７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１？？其中，３７户省属企业实现工
对１６５户企业的２１４万电库存粮食进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行全面春秋两季普查，确保库存粮食
业总产值２２１５．３４亿元，同比增长
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国有经济运行】２０１８年，甘肃 １２．１３？？？现营业收人６１０８２９亿
【举办粮食安全高峰论坛】２０１８ ｜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印发《省 元，同比增长７．９１？？？现利润总额
年，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促进 政府国资委监管企业２０１８年提质增效 ９０．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１？？？缴
区域发展为目的，围绕实施国家粮食 稳增长攻坚行动方案》，明确５个方面 税费１５０．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５？？
安全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在第 ６０项具体措施。监管企业通过减少 【国资国企改革］２０１８年，甘肃

二十四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 ＂两金＂占用、强化成本管控、加强 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规范监管企

｜上，举办＂一带一路＂粮食安全高峰 管理创新等一系列指施，深挖内部潜 业董事会建设为重点，会同省委组织

论坛暨＂中国好粮油——－陇上行＂活 力和全面降本增效取得积极效果。有
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 ３７户监管企业成木费用利润率同比增
疆、泰国、日本５个国家的企业代 长００５？两金＂占用流动资产比重
表，２１个省（区、市）及所属市 同比下降３６人均创收、创利同比

部选派外部董事１１０人次，３５户监管

企业实现外部董事占多数。制订《关

于开展落实监管企业董事会职权试点

工作的实施意见》，选择白银公司、
华龙证券、工程咨询集团等５户企业

分别增长１０．３？？１４５？？金川公司、
全省１４个市（州）粮食局，１３０多家 省国投集团等６户企业同比增利１亿 开展试点。将企业中长期发展决策、
｜（区、县、旗）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粮油企业，共１４００多人参加。国内外 ｜元以上。
经理层成员选聘、经理层成员业绩考
｜专家学者围绕融人＂一带一路＂建
｜２０１８年制定《省政府国资委监 ｜核、经理层成员薪刊管理、职工工资
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实施办法（试 分配、重大财务事项管理等６项职权
场＂、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出 行）》《资产负债率分类管控办法》， ｜授予试点企业董事会行使。深入推进
｜具有理论性、指导性、针对性的一系 进一步完善监管企业债务风险预答和 三项制度改革，印发《关于改革国有
列观点；签约招商引资项目和粮油贸 ｜应急处置机制，加强债务风险动态监 ｜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赋
易协议３２个，协议粮油贸易数量４０ ｜控，督导高负债企业深入开展风险评 ｜予企业更大自主权，推动建立与经济
｜余万吨，建设投资及贸易额共１１４３ 估，制定化解措施，强化资产负债约 效益和劳动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机
亿元，涉及粮食生产、贸易、加工、 束。有３７户监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制。推行经理层成员契约化管理，探
信息服务、仓储物流等领域；白俄罗 ６３８６比全国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 索职业经理人制度，监管企业内生活
斯、哈萨克斯坦、日本等３个国家和 平均资产负债率低５．０４个百分点。积 力进一步增强。金川公司、西北永
国内２０个省（市）、省内１４个市 极推动监管企业市场化债转股，２０１８ 新、交建集团等６户企业被列人全国
｜（（州）的１３０多家知名粮油品牌，展示 年新增到位资金２２４亿元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国企改革从
千余种绿色安全健康粮油产品，参与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国有资产管理委 单户企业、单项任务向综合改革
人数达２万人以上。
员会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推进。
【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 ５８３．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个省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国有资产管理委
日，《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印发， 列重点项目全年完成投资 ４５６８亿 员会指导２５户省直部门改制脱钩移交
组建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甘 元，超额完成年度计划。金川公司１０ ｜企业完成公司制改制，省属企业公司
经济管理监督｜２４７

｜制改制面达９５４？？制定出台《省属 军产品＂，酒钢东兴铝业入围国家知 意见》（甘办发［２０１８］６２号）精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推进方 识产权优势企业，省建投、八冶公 神，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案》，明确省属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 司、长城建设集团、路桥集团荣获６ 理委员会（简称省政府国资委）为省
经济主要目标、实现路径和推进措 项省建设工程飞天金奖。推动省属企 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有内设职能处
施。选择酒钢集团祁牧乳业公司等８ 业建立与中科院兰州分院＂一院三 （室）１８个，即办公室（党委办公
｜户企业开展员工持股改革试点。金川 所＂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协同机制， 室）、政策法规处（研究室）、规划发
公司积极引进民营资本建设金川有色 承担省级科技专项１３项，重点研发计 ｜展处、财务监督处、产权管理处、企

甘肃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酒钢集团以混
年鉴 改为突破口促进铝产业链延伸，形成
死

划９项，兰石集团油气田压裂装备成 业改革处（甘肃省国资国企改革推进

｜院等合资设立兰石恩力微电网公司。

专家工作站，新增１０个省级研发平 处、对外经济合作处、信访与维护企

功市场化，西北永新凹凸棒石产业化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甘肃省企业兼
４０万吨铝材深加工规模；兰石集团引 应用取得突破。省机械科学研究院、 ｜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办公室）、

ＧＡＮＳＵ 进恩力能源科技、河北清华发展研究 化工研究院等企业积极筹建设立院士 ｜考核分配处、资本运营与收益管理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各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共同出 台。探索建立股权激励等长效激动约 ｜业稳定工作处、综合处、监督稽查

资、项目合作等方式，积极发展混合 束机制，激发高管人员、科研人员、 ｜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党建工作
所有制经济。
技术骨干等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 处（党委组织部）、宣传工作处（党
｜【资本布局结构优化】２０１８年， 造性。
委宣传部）、群众工作处（党委统战
甘肃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监管企业 【国有资产监管】２０１８年，甘ｉ 部、党委巡察工作办公室）、老干部
固定资产投资９５．６？？上投向主业， 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出台《省 处、机关党委。
（供稿：李 军）
指导帮助监管企业完成１２０万吨煤炭 ｜政府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

产能化解任务，安置职工１３６５人。妥 变方案》，取消监管事项９项、下放１０

善处置１６户＂僵尸企业＂，完成１０户 ｜项、授权８项，将监管重心由事前审 市场监督管理

省直部门管理的小微企业处置。有序 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移。修订监管企
｜推进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及职工家属 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建立投资项目

【＂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年，甘

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３０户监管 负面清单，明确＂禁止类＂和＂特别 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实行将注册
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正式协议 监管类＂投资项日。加强产权管理， ｜ 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

全部签订。完成２３个社区职能移交、 完成３２项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评估增 ｜册资本限制。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
３３个市政设施移交、２５个教育机构和 值率３２？８宗项目进场交易，交易 报公示制度，企业现在直接在网上年
３２个医疗机构的分类改革。
｜增值率７７９２？？加强财务监督，委派 报公示即可，不再提交审计报告等材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国有资产管理２ 财务总监１９名。制定监管企业违规经 料、同时将个体工商户的验照制度也
｜员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 营投资责任追究办法，加强违规投资 改为年报公示制度。将＂先证后照＂
｜际产能合作，酒钢集团牙买加氧化铝 迫责力度。积极推进国有资本授权经 改为＂先照后证＂，先后将１３４项前置
厂复产后实现良性运营，金川公司南 ｜营体制改革，推动省国投集团民有资 事项改为后置事项，行政审批及备案
非梅特瑞斯金森达铜矿实现出矿，印 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通过省委改 事项由２０１项减为１５项，减幅达
｜尼红土镍矿项目顺利推进，白银公司 革办验收，并在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 ｜９２．５？？实行全省＂多证合一＂和全
｜秘鲁多金属尾矿综合利用项目达产达 上交流经验。经过尽职调查、清产核 国统一的＂多证合一＂改革，做到全
标，省建投积极推进中白工业园入园 ｜资和经济责任审计，完成省直部门管 省范围内整合数量统一、登记信息共
｜项目建设等一批国际产能合作项目顺 理９７户企业脱钩移交改制工作，涉及 享、执照应用畅通。开发上线＂证照
｜利推进、为甘肃省产品、技术、服务 总资产６４０５亿元、职工３．９５万人、涉 分离＂业务系统，＂证照分离＂改革
进入国际市场提供平台支撑。
及１８个省直部门，基本实现省级经营 在全省全面推开。上线运行＂甘肃省
【科技创新发展】２０１８年，全省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全面取消
国有企业完成研发投入５４．５亿元，同 【机构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办 ｜名称预先核准，进一步提高企业登记
比增长３２９？？兰石集团１５０００米海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 注册效率。推行＂互联网－登记注
洋平台钻井包项目技术设计基本完 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 册＂，开发运行全程电子化系统，实
｜ 成，省建投建筑机械等六大类产品获（２０１８］１２０号）、《中共甘肃省委办公

行＂网上申请、网上受理、网上审

欧盟认证，金川公司生产的＂矿产 ｜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 核、网上公示、网上发照＂电子化登
镍＂被工信部评定为＂制造业单项冠 落实《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 记服务，做到业务１００？？上流转。
２４８ │经济管理与监督

报请甘肃省政府印发《甘肃省市场主
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

等行业的定向抽查任务。全省企业、 ｜种植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根

｜扩大至全省７个市（州）和县（区）

端、符合业务实际、国内一流的标 工作，对部分产品进行涉嫌缺陷调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率 据国家监督抽查结果，责令酒泉、金
法》，通过＂住改商＂＂申报承诺制＂ 分别为９５．６６？？８８１３？？９２９９？？企 昌、兰州、定西等地对不合格企业和
｜＂一照多址＂等措施，进一步打破住 ｜业年报率排名全国第三。公示行政处 ｜不合格产品进行缺陷召国和相关处
所登记方面的限制，降低创业创新的 ｜罚案件信息３６件，公示率１００％： 理。配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东
制度性成本。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累计公示行政处罚案件信息１８６８１ 风Ｈｏｍｄ２０１７款思威（ＣＨ－Ｖ１．ＳＴ）汽
｜全面实行，个体工商户简易注销改革 件，公示率达１００？？按照技术高 ｜车存在机油液位增高等问题开展召回
甘肃

进行试点，有效破解市场主体＂退出 准，基本建成＂甘肃工商大数据中 ｜查。组织开展全省地厅级领导干部全 ｜年鉴
难＂问题。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８．５ 心＂。全省３８个部门＂双公示＂＂双告 血贯彻质量强省战略专题培训班；继 ２０ｇ
天以内，时间步骤上领先于国务院统 知＂＂双归集＂等机制得到较好落 续实施＂千人千企＂培训工程，培训 ＧＡＮＳＵ

一要求。按照＂零收费＂＂零距离＂ 实，基本实现行政审批、行政许可、
＂零障碍＂＂优服务＂的＂三零一优＂ ｜行政处罚等涉企信用信息的交换共

中小企业负责人３００名。

【市场执法］２０１８年，全省市场监

要求，将工商注册登记的咨询、服务 ｜享，公示系统协同监管平台实现省、 管系统共查处传销案件６起，案值
窗口前移到银行指定网点，大力推行 市、县三级全覆盖。市场监管部门累 １０１０９０万元、收缴罚没款１３．８５万
｜＂政银便民通＂业务，促进登记注册 计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４１９５万条，其 元，捣毁传销窝点２６个，遣散遣送传
便利化。按照甘肃省政府＂一窗办、 他部门累计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数据 销人员３５０余人；向公安机关移送传
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的改革部

６０万条。全省２６８５３户（次）市场主

｜便民。

被执行人做出任职限制，全省共清吊 案件４９２２件，案值４５４．７３万元，收

销案件１起，涉案人员近０００人。全

署，做到省、市、县８０？？上政务服 体被列人异常名录，８９４７户（次）通 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违法案件１．６４
｜务事项＂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 过履行公示义务或纠正违法行为申请 万件，罚没款总额６６２３．３１万元。其
｜和＂只进一扇门＂，更大程度地利企 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对１０５１３名失信 中查处不正当竞争、传销等经济违法
【市场主体放量增长】２０１８年， 企业１９７１２户，＂一处违法、处处受 缴罚没款２０１４１２万元；检查各类生

全省新增市场主体２５．６６万户，累计 ｜限＂的格局基本形成。
｜产企业１０７５２家，办理案件４０３ 起，
达到１５９．１５万户，注册资本达到３４２
｜【质量提升与知名品牌创建】２０１ 罚没金额５０８．５０万元，移送司法机关
万亿元，同期累计分别增长３．６？？ 年，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中共甘 １起；立案查办食品、药品、医疗器
６９２？？２３．５２？？全省个体工商户达 肃省委、甘肃省政府名义筹备召开全 械、化妆品违法案件１００７６件，罚没
｜到１１０．７４万户，从业人员２１２．９６万 省质量大会，制定印发《２０１８年度质 款４１００．６９万元，吊销食品药品许可

人，资金数额０．１３万亿元；私营企业 最提升行动计划》。指导兰州市积极 证１３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４６件；
３４．９４万户，注册资本（金）２．１３万亿 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通 处理各类专利案件９５５件，办理展会
｜元，从业人员２６２．５７万人；农民专业 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现场验收，成为 专利案件２９起，较上年增长４５？？？
合作社１０．１４万户，出资总额０２７万 西北地区第三家通过验收的城市。牵 ｜理电商案件３０５起，较上年增长了
亿元，成员总数７８万人。非公经 头组织完成２０１８年度政府质量工作、 １７７．２７？？投人１９０万元，委托第三方
济市场主体累计达到１５５８２万户，占 食品药品安全及非公经济＂三合一＂ ｜检测机构进行抽验，抽检成品泊７９６
市场主体总数的９７９１？？全省累计登 ｜考核工作。组织申报和争创中国质量 ｜个批次、抽检率３０抽检润滑油
记注册外裔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奖，甘肃省敦煌研究院获第三届中国 （脂）５００个批次，抽检率３０？？？全

２３４２户，注册资本１６８．９５亿美元。

质量奖；甘肃七建集团、中核四Ｏ四 省流通领域商品煤抽检２５０个批次。

有限公司和王多明荣获第三届中国质

｜开展＂规范市场秩序强化行政执法优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国务院 量奖提名奖。组织开展第六届甘肃省 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全省市
｜【企业信用信息监管】２０１８年，

＂抽查比例不低于５？？抽查结果公示 ｜政府质量奖评选活动，３家组织获第 场监管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１．７９万人
率达到１００的目标，先后组织开 六届甘肃省政府质量奖，５家组织获 次，检查市场主体６６７万户，查处各
展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和企业年报公示 第六届甘肃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甘 类违法案件２１００件，案值３３０４万
信息的不定向抽查，共计抽查市场主 肃省张掖市玉米种了产业、定西市岷 ｜元。制定《关于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
体８３６０７户。完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县当月种植产业分别被原回家质检总 告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重点
总局下达全省５００户金融、教育培 局正式批准筹建＂全国杂交玉米种业 整治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训、医疗美容、环保、知识产权代理 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和＂全国当归 的医疗、药品、食品等严重虚假违法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４９

曾
甘肃
年鉴

２Ｏ

广告和抗乱公共秩序的重点媒体；开损失４９７１．４９万元；全省各级消费者 定并发布《２０１８年产品质量省级监督
展车用燃油等重点商品监管，集中打 协会组织共接到消费者投诉７２１６件， 抽查计划目录公告》。在此基础上，
击侵权假冒行为，检查市场主体经营 ｜调解处理６５８４件，为消费者挽回损失 共对涉及工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

户６８５７户次，市场１２２个，查处案件 １１７３．２２万元。
品、农业生产资料、食品相关产品、
【价格监督检查］２０１８年，甘
案值９４９７万元。折达公路问题发生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等６２种重点工业产
后，积极参与调查并对整改所需的建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共查处各类价格违 品，开展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２９７５
筑材料进行了抽样检验，并抽查在建 法案件３７９件，实施经济制裁总金额 批次，经检验２７６５批次产品质量合
道路１６条，完成２００批次样品的抽 １８１０．２５万元。责成国家电网甘肃省电 格，总体产品质量抽查合格率为
｜取，对不合格的４批次钢材产品进行 力公司在全省清退＂两保户＂免费用 ９２９产品质量状况基本稳定。持
后期处理；加大对药店不按处方销售 电费用２．５亿元；责成国家电网甘肃 续加大对许可证获证企业的证后监管

ＧＡＮＳＵ 抗菌药物的监管整治力度，开展药品 省电力公司清退应退未退的临时接电 力度，开展建材产品获证企业的监督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零售企业依法经营集体约谈，严格落 费３．９２亿元。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管平台全 ｜检查，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化解

｜实零售药店凭处方销售抗菌药物，禁
止抗菌药物网络销售。对燃气、水
泥、煤炭行业企业涉嫌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或组织达成垄断协议的垄断行为
开展调查，查办住建、物业管理、供

｜年举报受理量达到１１３４件，比上年 过剩产能。推动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

下降１７．５实施经济制裁总金额 能，积极开展打击无证生产和坚决取
２０３．３万元。其中，罚款２６２万元；没 缔 ＂地条钢＂非法生产企业工作。组
收０．７６万元；为消费者退款１９９２刀 织抽查７个市（州）４８户企业危险化
元。停车收费举报受理量为４２２６件， 学品生产企业，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
热领域行政性垄断案件，纠正和制止 占比为３７２９？？？业管理、交通运 水平。对食晶相关产品企业存在的无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输、资源价格、医药的举报受理分别 证生产、不按标准生产、企业产品无
｜３起。
为１０１１件、７４５件、７４１件、７４０件， ｜标注现象、行业超范围添加等问题，

【消费维权］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市 占举报受理总量的比例分别为 组织专项监各检查。承担＂折达公路

８．９２？？６５７？？６５４？？６．５３？？

问题整改＂技术保障工作，组织对考
｜种、１１９６批次的商品实施了抽检。在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２０１８年 勒遂道整改工作中使用的水泥、建筑
全省３００家商场、超市、市场、企 ｜全国网络交易平台监管服务系统（甘 钢材等重点原材料开展省级产品质量
场监督管理局共对５个大类、１４个品

业、３Ａ级以上景区开展放心消费示范 肃专版）上线运行。联合甘肃省通信 专项监督抽查；完成平天高速、静天

｜ 创建活动，积极推广＂先行赔付制 管理局将１１５８６个企业域名和０００个 高速等１３个重点在建道路的１６７批次
度＂，大力推进＂放心消费在陇原＂ 市场经营主体信息进行核查，通过核 钢筋原材料和３３批次水泥的抽检；对
示范创建活动。印发《关于加强保健 查对２５１户企业予以注销、吊销处 ｜水利工程建设中使用的钢材、水泥、

｜品市场监管 切实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通知》，严厉查处保健品虚假
宣传、意标侵权、消费欺诈等侵权违

法行为；组织开展＂质检利剑＂专项

理。其中，企业网站盗链约占 管材等重点原材料５１批次开展专项监
１８０退市未退网约占６０１其 督抽查；对折达公路全线需开展隧道
他问题约占７．７３互联网上无活动痕 ｜维修加固工程的４个施工标段和需开
迹的约占６８．２４？？制定《２０１８网络市 展桥梁加固的７个施工标段的２６批次
场监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发挥网 原材料开展抽样检验工作。部署开展
络市场监管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 电动自行车及配件质量专项整治行

｜行动，部署日用消费品、农资产品、
｜建材产品、汽车配件汽柴油、电商产
品５大类专项执法打假行动；围绕敦 能优势，联合开展以打击网络侵权假 ｜ 动，从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原料
｜煌文博会、兰治会、国际马拉松赛、 日、刷单妙信、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进厂和产品出厂检验、产品质量追溯
自行车赛、国际旅游节、亚洲论坛等 和落实平台责任、规范格式合同为重 情况等方面通过加严监管的方式．加

重大活动，强化重点环节，加强食 点的专项行动，实现网络市场的全流 大监管力度，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品、餐饮、药品等商品质量安全整 ｜程、全链条监管，对网络市场存在的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２０１８年，
治，在全省范围内监督抽检餐饮环节 ｜违法行为精准打击。共检查网站１．２４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请甘肃省政
食品及相关产品８６００批次，完成食品 万个，提请通信管理局注销（关闭） ｜府印发《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
监督抽检６００余批次。推进消费投诉 ２５０个网站，移送公安机关涉嫌金融 的实施意见》，制定出台老旧住宅加
｜公示试点和＂五进＂工作，探索 案件１件，罚没款２５．８１万元。
装电梯６条便民服务措施。中央环保
１２３１５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全年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２０１８年，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扎实推进，
全省１２３１５系统共登记咨询、投诉、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２２万人 ２０１４年以来新登记的１０蒸吨以下 ８６８
｜举报等２１．５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 次开展社会调查和意见征集活动，制 ｜台燃煤锅炉，已完成淘汰整治７３３
２５０│经济管理与监督

台，整治完成率８４．４？？持续深化 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组织开展甘 ｜机构８９７家，其中，全年批准换发证
＂放管服＂改革，将所有特种设备作 肃中医药产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 ３２家，新增１４４家。组织对２０１７年

业人员资格认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业标准体系规划的研究编制工作。落 ｜底前全省７３家获证检验检测机构开

考试机构委托权限及由市（州）局发 实甘肃省特色优势农产品、高新技 ｜展统计，全省取得资质认定检验检测
证的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事项鉴定评审 术、旅游业等专项标准体系建设规 机构营业收入总额为３０．３４亿元，向

｜机构委托权限下放至市州局实施。着

｜划，全年下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５ 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３８６８万份，

批２３１项，审批发布地方标准１２７ 从业人员１．７５万，拥有各类仪器设备 甘肃
特种设备分级管控和隐思排查治理２ 项。审定发布的《政务服务＂一窗 ８３２万台（套），资产原值达３７３亿
个地方标准正式发布。组织开展＂＂降 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工作 元。加强获证检验机构监管，严厉打 ｜年鉴

｜力构建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

２０Ｍｇ

安全隐患、促平台建设＂专项治理攻 规范》等２项标准，为进一步提升全 击伪造、冒用认证证书或者认证标志

坚战，设备基础数据更加准确，隐忠 省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提供技术支 等行为。针对临夏州折达公路考勒隧 ＧＡＮＳＵ
设备有效管控，电梯贴牌率由年初的 撑。发布的《马拉松赛事组织管理规 道工程质量安全隐患事件，与甘肃省
６９？？升至８７？？特种设备应急处置 ｜范》填补了国内马拉松赛事管理标准 交通厅联合组织对全省公路项目开展
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第一时间响 的空白；指导支持酒钢集团主导编制 质量安全排查专项整治和检验检测质
应并妥善应对金川集团＂１０．５＂一氧 １项国际标准。按照＂试点探新路、 量检查。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

化碳泄漏事故，科学准确界定事故 示范树标杆＂的工作思路，在社会管 ｜管要求，重点对建筑工程、环境检
｜性质。
理、节能减排、高新技术、高端装备 测、机动车检验和食品药品检验机构

以及农业农村和服务业等领域建设了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共检查工程类机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照中共甘肃省 ３２项同家级和４３项省级标准化示范试 构１６２家、食品药品９５家，机动车１３
｜委、甘肃省政府＂折达公路＂问题整 点项目，其中新增１０项国家级标准化 家，环境检测１３家，责令改正６０
改要求，积极排查计量方面存在的风 试点项目，＂兰州市三维数字社会服 家，责令整改及依法处罚１６家。全省
｜【计量监督管理】２０１８年．甘肃

险隐患，组织对全省所有工程建设相 务管理标准化试点＂等３项国家级标 共发生各类认证活动６３６６个，涉及
关领域的施工企业、工程建设类检测 准化试点通过国家标准委考核评估。 １５９家认证机构、２９ｅ个获证组织。
实验室开展计量专项检查，并针对重 批复组建减灾教灾等３个标准化技术 对其中的４２３８个认证活动进行了现场
点单位、重点行业抽查工程建设类检 委员会，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达到 监督检查，检查百分比达到６６．５７％，
验检测机构６４家，检查施工单位施工 ｜１９个。全省共有２２０９家企业公开 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等１６家认证机构
｜现场设置的工程检测实验室７０家，检 ７１２１项标准，涵盖１２６７１种产品，分 的４０个违规事实依法进行处理。大力

｜查计量器具２．２１万台件，抽查计量检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２９？？２６？？ 开展农产品认证示范区创建，临夏州

定（校准）证书５４１２份。针对全省环 ３１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完成 永靖县和天水市秦安县确定为＂甘肃
境监测类计量器具长期受检率偏低的 了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声明公开。随机 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全省确
问题，联合甘肃省环保厅开展全省环 ｜抽取２００项企业标准开展评价检查． 定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县区（县）
境监测类计量器具的调查摸底和监督 ｜并向全省通报评价结果。全省累计有 ｜５个。推荐甘州区、民乐县、民勤
检查工作。共检查企业和实验室４７３ ２７５家企业通过良好行为确认，２６３家 县、永靖县申报创建＂国家有机产品
家，检查环境监测类计量器具５９４３台 ｜ 企业７８４个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 认证示范区（县）＂。至２０１８年底，
（件），受检率同比提高１０个百分点。 先进标准。选取外墙涂料、地膜等开 全省新增 和保持的各类认证证书
积极组织开展安全防护类计量器具专 展消费品标准比对分析并发布比对分 １０７８３张，涉及４１２５个组织，同比增
项监督检查、共检查煤矿、非煤矿 ｜析报告。指导甘肃省电工技术学会、 加１７．２各类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
山、石油石化、冶金、化工等重点领 机械工程学会推进团体标准试点，发 ９０２５张，强制性产品认证书１７５８张，
｜域企业５３４家，检查在用强制检定计 布６项团体标准，其中《单级单吸无

量器具１．７６万台件，查处违法案件 轴封永磁传动离心泵》人选工信部

与去年同比分别增长１９．？８．５？？

｜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２０１８年，

２起。
｜２０１８年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高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２０１８年
【标准化管理】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过载能力变压器》中规定的＂三相油 甘肃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请甘肃省政府办公 浸式高过载能力变压器＂的性能要求 设知识产权强省推进计划》，制定
厅印发实施《甘肃省实施标准化发展 英真补国内相关标准的空白。
《甘肃省２０１８年专利事业发展战略推
｜战略纲要２０１８年行动计划》，印发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进工作实施方案》。推进知识产权强
《甘肃省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省获得检验检测资质认定 市、强县建设，全省已有７个国家知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５１Ｉ

识产权试点城市，１个国家知识产权 件，均创历史新高。在全省设立２０２ 议；牵头召集十个联席单位召开会
强县工程示范县，９个国家知识产权 个商标品牌指导站，１２个商标受理窗 ｜ 议，研究通过《整治虚假违法广告联
强县工程试点县和４个传统知识知识 口，受理商标注册２３１７件。商标权质 ｜席会议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组成联合
产权保护试点县。做好２０１８年省专利 押贷款实现５．７５ 亿元，同比增长 督导组，进行了全面联合督导检查；
奖评审工作，经过网络申报、形式审 ７７．５？？甘肃省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及时向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通报广告监

查、评前公示和异议处理以及会议初 ｜品数量增至６７个，武都崖蜜成为全省 管情况，共通报监测报告２７０余份。
评、复评和终评等程序，共产生５０项 唯一入选欧盟的１００个中国地理标志 ｜收到投诉举报３２起，其中国家总局转

甘肃 专利奖建议授奖专利并进行公示。全 产品品牌之一。实施商标专用权保
年鉴 省新增专利权质押融资２６笔，质抨专 护，打击商标侵权假冒立案６５１件，

团 利８９项，融资额７．３亿元。落实２０１７ 罚没款４７８２６万元，调处各类专利案

｜办３起，其他省局转办６起，省长信
箱留言３起，局长信箱留言投诉１４

起。全省广告经营单位２７５６户，从业
ＧＡＮＳＵ 年度企业专利权质押融资贴息补助、 件９５５件，较上年增长４５？？组织全 人员１．２９万人，广告营业额４．９４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评估费补贴及担保费奖励３１１８万 省６７家企业、４２种地理标志产品赴长 亿元。
【食品安全监管】２０１８年，甘肃
元。做好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 沙参加＂金芒果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
复核考核及申报工作，１０家企业通过 览会＂＂陇品入湘签约仪式＂等活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请甘肃省政府办
２０１５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 动，对树立全省地标企业品牌形象， ｜ 公厅出台＂地沟油＂综合治理、餐饮
势企业复核，新认定２０１８年国家知识 推广地标产品，助力精准扶贫发挥了 业质量安全提升的实施意见，着力构

产权示范企业４家和优势企业２家， 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参加中国国际 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体

新认定省级优势企业２７家。全省共培 商标品牌节、兰洽会等商品交易会， 系。大力实施放心肉菜超市示范创
育１８６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８２ 使全省名优产品走出甘肃、走向全国 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程，推行农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０家国家 迈向世界。全省专利申请２８８２件， 村集体聚餐智慧监管，不断提升监管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３家企业已备案 同比增长１４？？？利授权１３９８件， ｜效能。提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全域创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 同比增长４４３？？２０１８年末，全省有 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农产品质量安

工作，１２家服务机构已备案为首批甘 效发明专利６８７９件，每万人口发明专 ｜全县的实施意见，已创建国家级农产
｜肃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利拥有量２．６２件，同比增长１３．１？？ 品质量安全县２个、省级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１６个、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广告监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司 ２１个。依托科研机构资源，开展调查
｜书＂，指导市州开展专利行政执法工 场监督管理局对全省报纸、电视频 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完
作，密切协作配合，加强知识产权保 道、广＂播、主要网站共１０２家媒体的 ｜善，形成＂食安甘肃＂建设初步方
护，接收移送侵权案件１５件，处理中 广告发布情况进行监测，共监测广告 案。会同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
国电子商务领域专利执法维权协作调 ｜３１３．４３万条次，较 ２０１７年增加 ｜文明办等２４部门，省、市、县同步举
度（浙江）中心移送电商案件３０５ ６．８９？？？法广告条次比２０１７年下降 行以＂尚德守法，食品安全让生活更
｜件，人驻兰治会开展专利执法检查， 了１．０６？？先后９次组织主要媒体召 美好＂为主题的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
｜检查展品２０００余件，登记检索专利９４ 开座谈会、约谈会，发放责令整改通 系列活动，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认证咨询辅导机构。与各市州局签订
＂２０１８年专利行政执法工作目标责任

ＣＴ国际专利申请３７件

知书７５份，对发布情节较为严重的、 ｜提升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围绕学校
权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４０６人次，检 ｜屡禁不止的违法广告进行立案查处。 ｜食品、婴幼儿食品等重点领域，开展
｜ 件，立案２９起。２０１８年，全省知识产

｜查商场、商户等１０２６次，抽查商品 修订后的《甘肃省广告监督管理条 酒类、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食
６．９９万件，共处理各类专利案件９５５ 例》已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用植物油、食品相关产品、＂五毛＂
件。其中，专利侵权纠纷案件３５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开展查处典 食品、食品小作坊＂百日攻坚＂等专
｜ 件、假冒专利案件６５０件，结案率 型违法广告集中行动、传统媒体虚假 ｜项整治，持续深化食品、保健食品欺
｜９７．５９？？
违法广告整治行动、涉嫌非法集资广 诈和虚假宣传整治工作。共查处食品
【商标专利监管】２０１８年，全省 告排查清理活动和开展互联网金融广 违法案件６２２４件，罚款金额６４６２９２
商标申请件数为３０７万件，同比增长 告专项整治等各项整治行动，立案查 ｜万元，捣毁制假售假窝点４个，移送
２３１商标注册２１２万件，同比增 ｜处互联网违法广告案件３４起，罚没款 司法机关案件９件。其中省公安厅立
长６．１累计有效注册量达到７３３ １６６４８万元。组织９家联席单位及２１ （破）生产销售伪劣食品药品案件９５
万件，同比增长３７１？？地理标志商 家媒体单位参加工商总局联合部署 ｜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１０３人，涉案
标达到１０５件，中国驰名商标达到７３ ２０１８年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电视电话会价值１９７３８万元。发布奠情监测周报
２５２│经济管理与监督

｜４９期，积极稳妥处置７起食品安全突

发事件（其中食物中毒事件２起）。配
｜合相关部门全面开展疫情排查，全力

时，坚持问题导向，对药品、医疗器 许可８项，行政处罚２２１项、行政强

｜械、化妆品进行全面的风险隐忠排 制２０项、行政裁决１项、行政确认１
｜查，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组织开 ｜ 项、行政奖励２项、其他行政权力３３

做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食品安 展药品净网２０１８专项行动，加大生化 项；公示的公共服务事项１７项。完成
全备案企业标准３９０余份，食品安全 ｜药、中药提取物、药品批发环节、城 了对《甘肃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追溯平台应用良好，初步形成了甘肃 乡结合部小药店小诊所整治力度，持 商品行为条例》和《甘肃省广告监督
｜食品大数据分析系统。肉菜流通追溯 ｜续开展中药饮片、医疗器械经营和使 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同时提请省

日常运行管理机制基本建立，全省农产 ｜用机构专项整治，严格落实特殊药品 政府和省人大常委会凌止《甘肃省经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基本建成电子一 ｜监管责任，实施健康扶贫基层用药保 纪人管理暂行条例》《甘肃省城乡集

甘肃

年鉴

降行动，有力保障了全省药品质量安 市贸易管理办法》《甘肃省著名商标 ２０Ｉｇ
｜次，合格率９９２７？？完成食品监督抽 全。查办药品违法案件１８３４件，罚没 认定和保护条例》三部地方性法规。 ＧＡＮＳＵ
票通。全省抽检农产品样品３４２７批

检７．１７万批次，合格率９５．７３？？持续 款３０５６万元，货值金额４万元，移 提请省政府废止《甘肃省投资类企业

净化盐业市场秩序，当年共查处违法 ｜ 送司法机关３件，刑事处罚１人。全 管理暂行办法》，并对省局制定的７５
案件１４７７起，查获违法盐业产品 省共抽检各类药品６７３６批次，完成 ｜件规范性文件中，与上位法不一致或
｜５５．９吨，确保食用盐市场稳定和食用
盐质量安全
｜ 【药品安全监管】２０１８年．甘肃

３４５批次，基本药物生产环节合格率 与放管服改革不相适应的３７件规范性
为１００流通环节合格率为 文件废止并向社会公示。扎实开展
｜９９８１中药材中药饮片合格率为 ＂七五＂普法和法治政府建设中期督

｜查工作，继续对机关实施＂一月一法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梳理陇药产业 ９１．６５％
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实行领导包 【政策扶持］省委、省政府出台 一学＂，重点开展了全省系统《宪
抓、单位包干和＂一企一策、一事一 《关于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法》权威及修订视频讲座。共审核省
议＂工作机制，切实帮助企业和服务 的若干意见》１９条，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行政处罚案件８件，审结行政复议
对象解决实际问题，为企业创新发展 局草拟《甘肃省优化发展环境条 案件２件，回复省政府、省人大和省
注入活力和动力。在发挥第一批１９３ 例》，形成具有甘肃特色的政策支持 直相关部门各类涉法修改件７４件，对
个品种的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引领作用 体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小 ｜省局１５件各类民事合同进行了合法性
的同时，研究制定第二批中药配方颗 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深入 审查。价格监督检查部门安排部署全
｜粒标准，对具有甘肃地方特色炮制工 推进＂致府＋银行＋保险＋企业＂的 省对现行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进
｜艺的３４３个药材品种６３０个饮片规格 小微企业互助贷款工作，在全省１４个 行清理，省政府宜布失效文件１１９６
｜质量标准全面进行修订和提升。落实 市州均建立基金分池，有效缓解非公 ｜件；省直部门审查存量文件１２８７件，
｜支持药品流通企业创新发展的＂十条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间题。全省共 拟修改２６件，废止９５件；各市州审
意见＂，支持天士力、康美药业开展 为９６０户小微企业发放贷款３５９亿 ｜查文件１５１万件，修订完善１６件，废
｜＂智慧药房＂建设，促进＂互联网＋医 元，累计为４４７３户企业发放贷款 止或失效２１８件。
｜疗健康＂发展。支持兰州佛慈、甘肃 １６７．４亿元。
【机构改革】根据党中央、国务
中天金丹、甘肃扶正药业、神威药业
【市场法治建设】完成了甘肃
｜ 院批准的《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甘肃公司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科研试 务服务网＂权责清单＂和＂办事指 将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省质量技
点。引导支持广药集团采芝林药业、 ｜南＂的调整和整改工作，对原省工商 术监督局、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河北神威药业等制药龙头企业在定 局在政务服务网公示的２９７项权责清 的职责，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
西、我哲建立研发生产基地。支持临 单中实施依据、责任事项和道责情形 监督检查与价格垄断行为查处职责，
床疗效确切的药品品种进行＂二次开 中存在的乱码全部作了修改，对项目 省商务厅的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
发＂，打造一批院药大品种、大品 名称、承办机构和＂办事指南＂中因 垄断调查职责，省知识产权局的专利
牌，促进国家中医药产业综合试验区 法律法规出台或修订使之权力依据发 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甘肃省市场监
｜建设。密切配合国家药监局做好甘肃 生变化或清理事项法定时限发生变更 督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
省重离了子治疗系统临床试验工作，同 的问题等进行了规范统一，取消１６项 挂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知识
步推进重离子治疗系统检验检测能 ｜行政权力，新增７项行政权力。在政 产权局牌子。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
力、资质、技术水平与注册上市，推 务服务网开通在线办理事项１７项。调 局，作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门管
动甘肃省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在严 整规范了原省工商局在甘肃政务服务 理机构。不再保留省工商行政管理
格落实省级疫苗生产监管责任的同 网公示的行政权力２８６项，其中行政 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

经济管理监督 ｜ ２５３

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省知识产权局。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甘肃省市场监督

甘肃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会

｜管理局（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蜜、

省知识产权局）挂牌成立。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内设机构为２８个处（室、
｜局）和机关党委、老干部处及其工作

｜甘肃 职黄。规定了省市场监管局机关行政
｜年鉴
２０１９｜

制３２１名，事业编制３０名．

（供稿：何文涛陈广宏）

ＧＡＮＳＵ 国家税务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省长宋亮出席甘肃省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座谈会
和节能环保等税收优惠政策，共减埃 ｜ 的纳税人享受到改革红利。加快出口

【征管体制改革】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国家 退税２８４亿元。甘肃省税务局开展千 退税办理进度，平均办理时间缩短为
税务总局的统一要求，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户生态产业企业和民营经济大调研大 ｜７．３３天。继续推行车购税网上申报和
税务局、１５个市（州、区）税务局、 ｜走访活动。梳理编印《支持十大生态 无纸化试点，实现车购税缴税全省通

｜９５个县（市、区）税务局和８９０个税 ｜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指引汇编》，编写 办。推进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工
务分局（所）按时间、按节点完成征 ｜相关国别投资税收指南，编印《＂一 作，做好过渡期新政配套征管准备、
管体制改革。甘肃省税务局优化整合 ｜带一路＂国家（地区）税收政策宣传 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正式上线、税改

征管业务，推进金税三期系统并库工 手册》《＂走出去＂企业指引》等资 启动动员、纳税服务优化等各项准备
作，做好信息系统整合和运维保障。 料。利用税收协定的双边协商机制帮 ｜工作。
｜【税费收入】２０１８年全省各项税 ｜助纳税人解决涉税争议，支持企业走 ｜ 【税攻营商环境】２０１８年，甘肃
费收入１８２２１亿元。其中，税收收入 出去发展。加强经济税收分析，从税 省税务局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在
１３５０．７５亿元，社会保险费完成４１２６５ 源变化状况、政策执行效应和宏观经１００？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
亿元，非税收入完成４９．１４亿元，其 济决策等方面入手，及时提出意见建 ｜上，健全税务与工商信息共享机制。
议，发挥以税咨玫作用
推进清税注销工作，取消首次办理涉
他收人９５６亿元。
【税制改革］《甘肃省环境保护 税事项补充信息采集、增值税专用发
｜ 【服务发展】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税
｜务局系统梳理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项 ｜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出台后，甘肃 票（百万元以下）实地核查，压缩企
税收优惠政策１１类１３７８项。落实国 省税务局完成相关纳税人员的基础信 ｜业办税时间。结合二维码一次告知、

家历年出台的持续改善民生、鼓励高 息移交核实、推进环保税征管工作。 ＂容缺受理＂、＂税务专邮＂、２４小时自
新技术企业发展、支持小微企业发 推进增值税三项改革，全面落实增值 助办税等配套措施，实现６类１１９项

展、推进西部大开发、扶持＂三农＂ 税税率调整政策，统一将小规模纳税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优化电子
人标准提高至５００万元，让符合政策 税务局功能，应用实名办税、电子签
章等技术，实现除纸质发票和税控设
１Ｂ５Ｄ５
｜备类外所有业务无纸化、一站式网上
办理，１３类１５３项涉税业务＂全程网
上办＂。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

出办税服务厅＂一厅通办＂＂一窗通

■２０１７

４１２．６５
４９．１４
税收

２５４│经济管理与监督

｜非税

９５６
｜社保

其他

｜办＂、１２６纳税服务热线＂一键咨

询、一人通答＂、电子税务局＂一网
受理＂和＂一套资料办＂＂主税附加
税费一次办＂等便民服务措施，对６
｜大类４项涉税业务实现全省通办。依
｜托大数据，推出＂刷验＂办税、＂智

慧云＂办税厅、无人值守办税区，试
点推行支付宝、微信扫码缴税，避免

纳税人多次跑、多处跑。推行新办纳 务热线受理扫黑除恶相关事项咨询， ｜恶专项斗争与打虚打骗工作、反恐怖

｜税人＂套餐式＂服务，整合办税事项 ｜发现涉黑涉恶线索立即向稽查部门反

情报信息平台数据资源整合、成品油

和申请表单，实行一次性办理，压缩

馈。设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举报 ｜市场专项整治、稀土行业税收专项整

局与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国人

甘肃
举报电话及资科邮寄地址１６批次１万 及专用发票１９６６份，金额１．３３亿元，

办税时间达到５０？？上。推行＂不来 电话，统一线索举报电话与税收违法 ｜治工作相结合，依托税收风险防控办
即享＂机制，推出申报纳税时申报退 案件举报电话号码，指定专人负责受 公室的数据比对分析，结合税务总局
｜税、依法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 理，并通过门户网站、短信平台等渠 下发的虚开案源风险数据及相关线
退税、后评估＂等措施。甘肃省税务 道，向纳税人推送涉黑涉恶遣法犯罪 索，确定关联疑点企业案源３６户，涉

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省银保监 余条。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 税额２１７５万元。利用内控监督平台， 年鉴
局筹备组共同签订《推进＂银税互 ｜推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态信息及政 ｜通过＂新办企业顶额开具发票＂风险 ２ＯＥ
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战略合作框架 策文件３８条（份），对涉黑涉彩违法 预警指标提示，筛选出５４户涉税违法 ＧＡＮＳＵ
｜协议》，并与甘肃银行签订合作框架 ｜犯罪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将扫黑除恶 ｜疑点企业、对其中具有团伙作案共性
协议、把企业纳税信用转化为信贷信 ｜专项斗争与＂黑名单＂曝光和联合怨 的陇南武都１１户企业开展重点稽查。
用，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 戒工作相结合，借助第七次＂共筑诫 ｜ 【全省出口退税增长２７？？２０１８
货的问题。
信、德润陇原＂甘肃省诚信＂红黑 年下半年国家两次提高１５０８种机电、
【税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榜＂新闻发布会，发布红榜企业３９ 文化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率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税务局运用税收大数 户，黑榜企业１１户。在省税务局网站 后，甘肃省全年实际申报办理出口退
据、风险防控指标数据及公安、海关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告栏＂公布 （免）税企业２１０户，办理出口退

和人民银行的数据资源，多部门信息 ２０１８年度第 １起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免）税６．７６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全省出
共享平台，发挥各自优势，定向分析 （黑名单）。落实国家发改委等Ｊ个单 口退（免）税５．３４亿元增长２７？？其

｜研判，集中时间和力量，依法打击重 位共同确定的２８项联合惩戒措施备忘 ｜中退税额４６１亿元，同比增长近六
｜大涉税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形成 录，省税务部门与省发改委、省工商 成。全省办理出口退（免）税实现两

对虚开骗税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有 局等３５个皮员单位签署合作备忘录、
｜效遏制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２０１８ ｜探索将走逃（失联）企业比照＂黑名
年上半年，全省税务部门通过对３２１ 单＂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对重大税收
户疑点企业中的２７７户实施重点稽 违法案件中直接从事税收核算的财会
查，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７０７６ 人员实施从业信用联合惩戒。对外部
｜份，金额１２０８亿元，税额１．８亿元。 门推送的２户环保领域失信企业，按
认定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３０６７ 照相关合作备忘录，从税收角度实施
份，金额３０６亿元，税额０．５１亿元。 ｜联合惩戒，停止该２户企业享受的资
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９５起，抓捕犯 ｜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玫策，追

年连续两位数大幅增长。国家两次提

案检查的省内第二起骗取出口退税大 系统在涉税案件检查中的职能优势，
｜案＂４·０６＂专案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涉税稽查案件全面开展线索摸排，
王某、刘某等４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依法查办兰州辖区内３６
缉拿归案，谢某等另外４名犯罪妹疑 户企业涉嫌虚开专票案、临夏＂１·

企业按政策规定重新调整分类管理类

高商品出口退税率，涉及全省７大类

｜约８２种出口产品，其中影响较大的主

要是农产品和植物制品、有机化学
品。同时由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新政

策，改变了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评定
｜标准，使甘肃省一类、二类出口企业

范围得到扩大，许多中小型出口企业
从三类上调为二类，同时一些资质良

好的生产企业可申请调为一类。截至
｜罪嫌疑人２４人，网上追逃１２人，打 缴税收８０９万元。
｜掉５个虚开违法团伙。２０１７年开始立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税务局发挥税务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全省已有２１４户出口

｜ 人被网上追逃，案件进入审查起诉 ０ｓ＂团伙虚开案、陇南１１户新办关联

阶段．

别，从三类上调至二类，或从二类调
为一类，其中１１１户企业在１２月顺利
完成退税申报。

【甘肃省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

企业虚开普通发票案、天水虚开机动 ｜转数据交接】按照甘肃省政府《关于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税务局在各市县 车销售发票案、平凉３户国有粮食企 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
办税服务厅、基层税务分局张贴扫黑 业涉嫌虚开专用发票案、庆阳利用空 ｜ 划转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社会
除恶通知公告和宣传标语，结合税法 壳企业暴力虚开专用发票案等典型大 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方
宣传月、＂５·１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 要案件。从７２６户税务稽查案件中发 ｜案》，根据分批交接的原则．１０月１０
罪等活动，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纳税 ｜现并查处黑恶势力涉税违法犯罪案件 ｜ 日，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
人咨询，调动纳税人参与扫黑除恶的 ４起。
甘肃省税务局开展首批社保费基础数
积极性和主动性。利用１２３６６纳税服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税务局把扫黑除 据交接，共传递交接数据２００余万
经济管理监督｜２５ｓ

署
甘肃
年鉴

条，主要包括省级集中的城乡居民基 １０．１？？加上政府债券还本支出２７．５ ４５主要是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
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 亿元、调出资金７０８亿元（调入一般 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增加，以
位养老保险信息和省本级、嘉峪关市 公共预算），支出总量为６４９．１亿元。 及当年清算以前年度机关事业单位养
｜＂五险合一＂相关基础数据信息。１０ ｜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６８．３亿 老保险缴费后收人增加。全省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９７．５亿元，完成预算的
｜月２０日，按照数据共享标准，由甘肃 元。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按照共享平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１１．６ １１２增长５３．８主要是机关事业
台数据交互标准，将社保存量数据加 亿元，为预算的１３６下降３．３％，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城
｜工清洗后，通过共享平台交接传递 主要是上年收入中含清缴以前年度欠 乡居民养老保险和退休人员养老金发

甘肃省税务局对交接数据逻辑校验， 缴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７４亿 放标准提高，以及新增上解中央企业

死 将符合逻辑的数据接收迁移。１１月２１ 元、上年结余２７亿元，收人总量为 职工养老保险调剂金支出。当年结余

ＧＡＮＳＵ 日，甘肃省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 ２１７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 ６３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８８２．５亿元。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数据交接仪式在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 ｜出１５．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４９下
【省级预算执行】２０１８年，省级
税务局举行，甘肃省税务局与甘肃省 ｜降２２主婴是中央政策性补助减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４２．１亿元，为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签订数据 少。加上调出资金４．５亿元（调人一 算的１００．增长８９？？加上中央
交接协议书。

｜（供稿：何旻）

财政预算与管理

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１９．６亿元。 补助２５０１．２亿元、政府一般债券收入

收支总量相抵，结转下年支出２．１亿 ｜３７２７亿元、调入资金９３４亿元、市县

元。
上解收入９５４亿元，使用上年结转结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余资金１９．１亿元，收人总量为３３２３９
１０４０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２增长 亿元。从收入结构看，税收收人１７４．９

【全省预算执行】２０１８年，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收人８７０．８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２．４比２０１７年同口径（下

同）增长８．３？？加上中央补助２５０１．２
亿元、政府一般债券收入３７２７亿
｜元、调入资金等２０９．８亿元，使用上

年结转结余７５．５亿元，收入总量为
４０３０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
收收人６１０．４亿元，增长１３．６？？？税
收人２６０４亿元，下降２３税收收
人占一般公共预算收人比重为
７０．１比上年提高３个百分点，收入
质量明显改善。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

世地占照提２３．ｓ｜

斯产程第．

灾脚貌，有，

语土烤＊用程２２２．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结构（亿元、占比％）

出３７７４．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７６％，

｜增长１４２？？加上政府债券还本１４２．８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７３．８亿
元、上解中央支出４９亿元，支出总

量为３９９５．６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
转下年支出３４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人３９２
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２９下降
｜３．５主要是二级公路停止收费后车
辆通行费收入减少。加上中央补助

１６．６亿元、上年结余７０．１亿元、政府
｜专项债券收人２３１．５亿元，收入总量
｜为７１７．４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５０．８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８．５增长

２５６ ｌ经济管理与监督

２０１８年全省一数公共预算童点支出情况（亿元）

亿元，增长１２．９？？？税收人６７．２亿
公共预算支出由年初的６７９亿元调 １４８其中：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
元，下降０．３？？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整为７２２．７亿元，增加４４８亿元；省 移支付１５６５．５亿元，增加１５１亿元，

出８２５．７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８．１增 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由年初的９３亿 增长１１８？？？项转移支付９３５．７亿
｜长２１２？？加上政府债券还本８５．３亿 上调整为１２７亿元，增加３４亿元。
｜元，增加１７１３亿元，增长２２４？？特
｜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５９．１亿
｜【政府债务控制与债券置换】财 ｜别是中央在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
｜元、上解中央支出４９亿元、对市县 政部核定２０１８年全省攻府债务限额 补助、车辆购置税补助地方资金、城

转移支付２１４３亿元（含税收返还）、 ２７４５５亿元（一般债务１７１．３亿元， 镇污水垃圾处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甘肃
债务转贷支出１９６３亿元，支出总量 专项债务１０Ｍ４２亿元），比上年新增 合示范项目以及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
为３３１４．３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转 ４４６亿元（一般债务２９亿元，专项 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同 ｜年鉴
下年支出９．６亿元。省对市县转移支 债务２０４亿元，中央转贷地方外债额 时，财政部核定甘肃省新增政府债务 ２０
付中，税收返还和一股性转移支付 度１２１亿元）。初步统计，２０１８年全 限额４４６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６亿元。 ＧＡＮＳＵ
１２９６１亿元，专项转移支付８４６９亿 省政府债务余额２４９９亿元，控制在债 【脱贫攻坚资金支持】２０１８年，
元，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占省 务眼额以内，其中：省级Ｍ４７亿元 全省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１７３．３亿
对市县转移支付总量的６０．５？？

（一般债务７８３．７亿元，专项债务６４亿 ｜元，其中：争取中央财政资金８６亿

出让收入减少。加上中央补助１６．６亿

６０４．２亿元，其中新增债券４３．９亿元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９４．５亿 元）；市县１６５１．３亿元（一般债务 元，增长２０．６？？？级通过压减一般
性支出、调整优化结构等措施，安排
元，为预算的９２７下降１４．４％， ４１．７亿元，专项债务８０９６亿元）。
主要是车辆通行费、国有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８ 年，全省发行政府债券 ４６．２亿元，增长１４５为中央补助资

元、下级上解１８亿元、上年结余８９ （不含中央转贷地方外债额度１２．１亿

金的５３．３？？全省投入深度贫困地区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１０６．９亿元，占

元），置换债券１７０３亿元。新增债券 ６１７？？？困县６０？？上的新增一般
人总量３５３．３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 中，省级 １２５．１亿元，市县３０８８亿 债券用于脱贫攻坚。完普涉农资金统
｜亿元、政府债券收人２３１５亿元、收

支出１０７．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８５．５％，
下降１２．１主要是车辆通行费减收
后安排的支出减少。加上政府债券转
贷支出１９７５亿元、对市县转移支付
２２９亿元、调出资金１５９亿元，支出
总量３４３．４亿元。收支总量相抵，结

｜元：；置换债券中，省级８５．３亿元，市 ｜筹整合长效机制，全省整合涉农资金
县８５亿元。

１７５．３亿元，集中优先用于脱贫攻坚。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依照 支持完曾贫困县贫困村生产组织、产

《预算法》有关要求和偿债计划，＃ 销对接和风险防范体系，实现贫困县
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相应列人预算。当 贫困村至少２个以上农民合作社全覆

年全省偿还政府债务本金１８５９亿
元，其中：省级５３亿元，市县００６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６．１ 亿元；支付政府债务利息６７亿元，其
｜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０１２下降 中：省级２４．７亿元，市县４２３亿元。
２４９主要是上年收入中含清缴以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２０１７年
前年度欠缴收入。加上中央转移支付 末，全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为
７．４亿元、上年结余０８亿元，收入总 １３４１亿元，其中：省级８５４亿元，市
量１４．３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县４８．７亿元。２０１８年初，全省动用预
转下年支出９．９亿元。

｜盖；在有需求贫困村建成果蔬保鲜库

｜７０１座；推动农业保险＂增品扩面提
｜标降费＂，新增省级补贴险种６个，实

现农业保险对有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所有种养产业及自然灾害和市场
波动＂两个风险＂的全覆盖。全省扶
贫支出达到３１８６亿元，增长
１０２５？？建立扶贫资金总台账和监控

支出１２．３亿元，完成预算的９９．２％， 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０９１亿元，其中： 平台，将中央４２项、省级２５项和市
下降２８３？？加上调出资金１．５亿元， 省级７２亿元，市县３７１亿元。预计 县安排的扶贫资金全部纳入动态监

｜支出总量１３８亿元。收支总量相抵， ２０１８年末全省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总规 ｜控，着力打通扶贫资金监控到项目、
｜结转下年支出０．５亿元。
模９８８亿元，约占全省总支出的 到人到户、到企业的＂最后一千米＂。
｜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３３９．１ ２６其中省级７２５亿元，约占当年 ｜ 【改府债务风险预警防控】２０１８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３９增长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含对下 ｜年，甘肃省财政厅对全省各级各部

１０．４？？？出３０４．１亿元，完成预算的 ｜转移支付）的２４？？全省及省级预算 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含融资平台公
９５增长５２９主要是企业职工养 稳定调节基金规模均在规定比例５？？ 司）政府隐性债务和相关资产情况进
老保险财政补贴资金由市县支出调整内
｜行全面摸底，出台防范化解政府隐性

【中央财政支持】２０１８年．中央 ｜债务风险实施意见，督促部门和市县
｜为省级支出，新增上解中央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调剂金。当年结余３５亿元， 财政下达甘肃省一般公共预算补助 制定化债方案，坚决遍制隐性债务增
年末滚存结余４９２．５亿元。省级一般 ｜２５０１．２亿元，增加３２２３亿元，增长 量，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健全风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５７

险预警处置机制，根据债务风险评估 ５０５．２亿元，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
和预警结果，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 老保险制度，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养
通报，将致府债务风险防控工作纳入 老保险办法，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平
｜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内容。加大专 均提高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

种方式发放贷款３８２亿元，促进特色

产业发展。省级担保再担保机构成功

纳入国家融担基金第二批合作签约范
围。支持发展循环农业，推动戈壁农

项检查力度，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 养老金从每人每月８５元提高至１０３ 业、田园综合体试点等建设，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８年，
举债、担保等行为，对个别市县违法 元。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

甘肃 违规举债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处理。
年鉴 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建立债
券资金调度和拨付绿色通道，提高债

２０

｜券资金使用效益。按期完成政府存量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债务置换工作，当年发行置换债券
｜１７０．３亿元，累计发行置换债券１１８６

亿元，每年可减轻各级政府债务利息
负担约３０亿元。

策的有效衔接，城乡低保省级指导标

甘肃省财政厅推进省与市县财致事权

准分别提高７６？？６．３特困人员救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制定包括义务

助供养省级补助标准提高７．６？？支持 教育、基本养老等八类１８项基本公共
实施助残扶贫康复项目，落实积极的 服务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划分改革方
就业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案，明确省与市县支出责任分担机
医疗卫生支出３１３．５亿元，支持深化 制。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赋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普医疗保险政 予市州对部分项目资金的审核、分配
策体系，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 权限，充分调动市州积极性。发挥就

【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支持】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开展农村妇女 近就地监管优势，进一步强化对省直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财政厅争取国家重点 ＂两癌＂检查。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管县资金监管和业务指导。清理盘活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５７５亿元，支持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提 项目结转结余资金２１．７亿元，可统筹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统筹省级财 高到每人每年４００元、５５元。住房保 使用的资金全部用于脱贫攻坚、污染
力、中央补助、政府债券资金４９．６亿 障支出１５８．３亿元，支持保障性安居 防治等经济社会发展亟须资金支持的
｜元，扎实整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 工程建设，落实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 ｜领域。组织实施新的政府会计准则，
环境问题，支持完成保护区内１４４宗 租赁补贴政策，实施城镇棚户区改查 开展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推进非
｜矿业权分类退出任务。认真实施山水 ｜２３．２２万套。采取差异化补助的方式， 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建立向人大
林田湖草项目，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 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分散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首次向
体制试点和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四类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提交国有资产管理
｜点。投人４６亿元，支持大气、水、 对象及其他农户危房改造项目，完成 ｜情况综合报告，专项报告金融企业国
土壤污染防治及监管监测。下达４２．６ 改造７９万户。采取以奖代补方式 有资产管理情况。印发《关于完善国
亿元，加强天然林保护，推动新一轮 持城市老旧住宅小区电梯改造。
｜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实施意见》，推动
退耕还林还草。拨付８９亿元，加强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２０１８年 完善地方国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机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推行农业清洁生 甘肃省财政厅认真落实各项减税降费 制。积极配合甘肃省人大开展预算联
产，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筹措 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担２８５亿元。 网监督工作，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
３８．５亿元，支持村容村貌提升、垃圾 取消２项中央、３项省级设立的行政事 会监督；及时整改巡视、审计及各类
｜污水治理等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加快 业性收费，将重大水利建设基金征收标 监督检查反馈的问题。
准在２０１７年基础上再降低２５？？延续
（供稿：闫树北）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保障改善民生】２０１８年，全省
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十类民
生支出２９８３．８亿元，增长１４４占
财政支出的７９１？？省级拨付资金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１９％

｜和失业保险总缴费１？？阶段性降低 财政监察
｜费率政策。分步有序做好清理拖欠民
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筹集３３０
【邮门预算监管】２０１８年，财政

１１９５亿元，１０件为民实事全部办 亿元。支持交通、水利、城市基础设 部驻甘专员办对部门预算监管采取动

施等重大项日建设。筹集２０亿元，支
｜元，全面落实各阶段学生资助政策， 持设立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推动
支持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十大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军民融合、
发展，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办 循环农业、通道物流、中医中药４支
学条件，实施深度贫困村中小学教师 ｜子基金已注册投运。完善融资担保体
｜结。民生支出中，教育支出５９２６亿

态监控。完善预算监管基础数据库和
台账，开展３０８家属地中央预算单位
｜部门预算审核。借助国库动态监控等
｜系统，甄别、分析、核查预算单位预

警信息，及时制止和纠正发现的问

周转宿舍建设项目和农村边远地区中 ｜系，注人甘肃金控集团资本金２０亿 题。审核直接支付资金３．９亿元，完
小学温暖工程。支持省属高校积极化 元，支持省市县三级融资担保体系建 成银行账户年检、公车改革方案审批

解存量债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设，通过抵押、担保及信用贷款等多等工作。

２５８ｌ经济管理与监督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监

管】２０１８年，财政部驻甘专员办完成 审计监督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保障性

州市等１０个市州审计局对检中县等１０
个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

源资产离任审计，，重点揭示造成资源

安居工程等６项４２８．９８亿元专项资金
【审计成果】２０１８年，全省共审 损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
｜的预算审核，以及中央提前下达２０１８ 计和审计调查项目５８４６个，查出违规 突出问题，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

问题资金２０３．２７亿元，管理不规范资 发展崛起。甘肃省的做法和经验被审
２２４．８３亿元专项资金的执行监管，开 金２２５２９４亿元。通过审计处理，上 计署推广全国审计机关交流学习。
甘肃
【政府债务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
展闲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地质灾害 缴财政资金１９．１４亿元，促进增收节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等９项１７６．０７亿元 支４６８６亿元。向各级党委政府和上 省审计厅按照审计署要求，重点对天 年鉴
｜年转移支付、普惠金融发展等６项

｜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提高了资金使 ｜级审计机关提交审计报告、审计信息 水等４市（州）本级及陇西等６县
用效率，
【防范基层财政运行风险】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驻甘专员办跟踪地方收人
｜质量、支出结构、政策出台等情况，
｜组织开展县级＂保工资、保运转、保

２０Ｉｇ

等１９３４篇，向被审计单位提出审计建 （区）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管理情况 ＧＡＮＳＵ
议９４１９条，向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及 开展审计。审计发现地方政府债务、
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４５８件，移送 隐性债务和其他需要关注的债务数据
尚不够完整和准确等问题。
处理人员７８人。
【经济责任审计】２０１８年，肃
【改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计厅对９个市州创 省审计厅受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委

｜基本民生＂、部分地区拖欠公务人员
工资津贴问题等核查，及时掌握全省 新飘动发展战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托，以经济责任审计为依托，采取与
｜地方财政运行情况。组织开展置换债 等致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加强与审 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审计等相结合的
券资金使用情况核查调研、新增地方 计署兰州特派办的沟通协调，督促整 ＂１托Ｎ＂方式，对１个市（州）、８个
政府债券使用情况核查等工作，监督 改审计发现的问题，每季度向审计署 省直部门、９所大专院校、５户国有企

地方政府合理举债、规范使用。对个 ｜兰州特派办上报重大政策指施跟踪审 业的３９名省管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
别市、县涉嫌违法违规融资举债问题 计报告的反馈意见和整改情况。通过 审计，及时向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
进行核查，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 审计，促进新开工、完工项目７个， ｜政府和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报送审计
【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工

推动加快审批和实施进度项目１３４ ｜报告。与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等部门

个，促进拨付到位资金４５６亿元、归 协作，召开审计进点会、实施审计项

作】２０１８年，财政部驻甘专员办完 还原渠道资金０．７２亿元，给予诫勉说

目各查、抓好审计问题整改，促进领

｜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
成与省人大、省政协全部代表委员沟 话１１人。
通联络工作，沟通联络率达到 【扶贫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
【财敢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
１０收到周剑平等５名代表委员 计厅抽调全省审计人员４００人次，对 计厅依法对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的感谢信。办党组书记、监察专员杨 １１个市（州））２５个县（区）２０１７年扶 收支情况，特别是对资金量大、项目
瑞金当选甘肃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 安排多的财政等１０个部门和单位开展
参加全国＂两会＂解说工作，并应邀 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审计抽 审计。受甘肃省政府委托，７月份向
参加在甘全国人大代表集中视察座 查扶贫资金９９０５亿元，延伸审计１４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
谈会。
个乡镇、４８３个行政村，人户走访 ｜１１月份作审计整改情况报告，在《甘

【工作成效及荣誉］转移支付监

１６５７个贫困家庭。揭示和反映了部分 肃日报》等媒体公告审计结果。

｜ 【企业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
管等６项工作得到省、部领导批示 县区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
肯定，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调研在全国 ｜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不到位，虚报旨 计厅对５户省属国有企业开展审计，
专员办工作会议上得到财政部领导点 领、重复申报等方面违纪违规资金 ｜揭示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决策不科
名表扬，向中办、国办上报信息１１ １３４７亿元。处理处罚相关责任人２５ 学、管控不到位和损失亏损严重等问
篇，获得财致部＂三优＂论文评选一 ｜人，移送案件６件。
题及其原因，将发现的重大违纪违规
等奖和组织奖、会计决算工作考核优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问题线索移交甘肃省纪委监委和甘肃
｜秀奖，以及甘肃省机关党建课题研究 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计厅认真贯彻 省政府国资委。同时开展省属６户企
优秀奖。
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业境外资金资产及绩效情况专项审计
（（供稿：王朝璞 计规定（试行）》，组织开展甘南州 调查，督促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内控制

党政主要领导、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原 度，完善监管体系。
厅长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授权兰

【民生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
｜经济管理监督｜２５９

署

计厅组织４００多名审计人员组成１４个
【审计信息化建设】２０１８年，甘 业审计处、农业审计处、资源环保审
审计组，对１４个市（州）、８６个县 肃省审计厅推进以大数据为重点的审 ｜计处、固定资产投资审计处、金融审
（区）２０１７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展审 计信息化建设，根据审计署印发的 ｜计处、企业审计处、社会保障审计
计，审计查出２类４２６个同题，向各 ＂金审工程＂三期项目《重点任务实 ｜处、外资运用审计处、计算机审计
｜级纪委监委和有关主管部门移送案件 ｜旅方案》编制甘肃省＂金审工程＂三 处、机关党委（人事教育处）、机关
线索３５件，移送涉案人员２８人，涉 期项目建设方案，推进＂金审工程＂ ｜纪委（纪检监察处）等１４个职能处

甘肃 案问题全额５６．１１亿元。组织审计力
年鉴 量对全省抗洪教灾资金等开展跟踪审
计，促进救灾款物拨付到位，确保资

三期项目应用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完 （室）。

成网络综合布线系统施工。完成全省 【审计成果］２０１８年，审计署驻
审计机关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数据中 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完成审计项目１１
死 ｜金项目发挥效益。
心机房、＂金审工程＂三期项目监理 个，查出违规金额４６８９亿元、损失
ＧＡＮＳＵ
｜【投资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服务的招标。加大电子数据采集力 浪费金额６．０３亿元、管理不规范金额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审计厅对引洮供水二期工程等６个重点
度，完成１１００多个预算单位的财务和 ２９５７．４８亿元；移送司法部门及相关单
项目开展审计，关注投资结构和投资绩 业务数据的标准化，完成全省１４个市 位处理事项９件；审计促进整改落实
效，着力反映投资结构不合理、重复建 州和兰州新区、８６个县区等财政收支 有关问题金额２２５．７４亿元。组织或参
设、损失浪费等问题，促进规范政府投 数据的采集。推广和运用＂总体分 与实施的甘肃省２０１７年国家重大政策
｜资项目管理，提高公共投资绩效．
析、发现疑点、分散核实、系统研 指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等３个审计项
｜ 【外资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审 究＂的数字化审计模式，在扶贫审 目被评为审计署优秀或表彰审计项
｜计厅对１６项外资项目进行公证审计， 计、政策审计、经责审计和一些部门 目。在省（区）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全
审计查出滞留项目资金１．３９亿元，有 预算审计中进行大数据关联对比分 年共发现问题１６２个，其中４１个典型
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促进 析，精准审计，提高效能
案例被审计署公告，促进被审计单位

｜【审计统筹管理】２０１８年，甘肃 修订、出台制度２７项，问责追责
【依法文明审计】２０１８年，甘肃 省审计厅推进审计一体化，加强对下 １７４人。
省审计厅制定印发《审计项目质量百 ｜级审计机关的领导。调配省市县三级 【经济责任审计】２０１８年，审计
分制管理标准》等１６６项审计质量管 力量，采取上审下、交叉审等方式， 署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紧扣经济责
｜控方面的制度，构建审计权力监督制 使＂大项目＂同步安排、＂大兵团＂ ｜任，立足被审计对象特点抓住关键事
｜约机制。对６个市（州）及１１个县 协同开展。贯彻落实《审计署关于内 ｜项，历史全面客观分析研究问题。在
｜（区）审计局的审计项目质量开展检 部审计工作的规定》，组织召开内审 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查，采取清单式实名通报方式，通报 机构座谈会及内审理论研讨，通过调 审计中，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国外贷援款项日发挥效益

审计项目中存在的质量问题。发挥优 研检查，提高内部审计工作质量。会 署，反映了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
｜秀审计项日的示范引领作用，全省评 ｜同甘肃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甘肃省审 施贯彻落实、履行重大经济决策职责
选出３０个优秀和表彰项目，其中１个 计机关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管理办 等７方面１９个问题；在中央企业及金
审计项目被审计署表够，
法》的通知，加强对全省审计机关向 融机构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中据露
【审计整改］２０１８年，甘肃省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工作的管理，以公 的重大案件线索，中央纪委已立案查
｜计厅向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下达整 开招标的方式选择执业质量高、社会 处，并移送其他部门案件线索３起。
｜改通知，列出清单，对账销号，并将 信誉好和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 【扶贫审计】２０１８年，审计署驻
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后 建立中介机构备选库，借助社会审 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围绕＂两不愁、三
续审计内容，盯紧整改。对审计中发 计、内部审计机构及各类专业机构的 保障＂＂精准、安全、绩效＂，加大对
现的倾向性和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力量参与审计。
深度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扶贫审计
（供稿：梁馨予） ｜力度、突出精准脱贫政策落实以及作
及重点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经济责任
审计情况等，通过审计专报的形式呈
风和腐败问题，共揭露扶持对象不精
送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主要领 国家审计
｜准、资金使用不精准、政策执行不精
导审阅。林铎书记、唐仁健省长每期
准等方面问题３８个，骗取套取扶贫资
｜作出批示，提出整改要求。甘肃省审

【既况】２０１８年，审计署驻兰州 ｜金等资金安全方面间题２５个，项目未
计厅持续跟踪督促，对市州和厅机关 特派员办事处人员编制１５４人（其中 充分发挥效益等绩效方面间题３１个，
审计项目的整改落实情况集中检查并 事业编制４人），在编１３６人。设有办 反映的重大案件线索被《审计要情》
｜采用。
进行＂回头看＂。
公室、法规处、财政审计处、行政事
｜２６０│经济管理与监督

【金融审计】充分发挥计算机数 数据管理系统和财政数据处理软件， 费者信心指数调查等１６项调查任务。
据分析优势，挖掘金融数据中所表现 实现数据全过程管理和财政数据处理 【普查调查】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统
出的异常特征，着重揭示金融信贷领 自动化。
计局编制投人产出调查培训方案，组
（供稿：吴建卓 王 芸） 织技术培训，，完成投入产出调查表首
域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发现部分信贷
资金流向限制性行业、个别金融机构
次联网直报工作。开展省市县三级联

管控不力虚增存贷款规模、一些不法 统计与调查
动督查指导，建立调查单位自审、县
集团违法从事非法集资和地下钱庄等
（区）初审、市（州）复审、省级终
问题，在准进反腐倡廉方面发挥积被
｜【统计改革】２０１８年，根据中央 审的四级审核机制。完成第三次全国
作用。

｜ 【企业审计】２０１８年，审计署驻

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切实推动落实党中

央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
措施贯彻落实，突出企业业务特点，

甘肃

两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 ｜农业普查工作，发布农业普查主要数 年鉴
案》要求，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 据公报，联合省人社厅组织开展全省 ２０１９］
府印发《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农业普查先进评选，完成２００６－２０１７｜ＧＡＮＳＵ
算改革方案》，甘肃省统计局建立新 ｜年省、市、县三级农业普查数据与农
工作机制，夯实基础数据采集，提高 村统计报表数据衔接工作

注重＂点＂＂线＂＂面＂结合，加大从 国民经济核算的统一性、科学性和透

【第四次全国经济鲁查】按照国

业＂发展堡起的系列部署，按照《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拖理＂十大
生态产业＂涉及行业和指标体系，建
立＂十大生态产业＂统计监测实编方
案，制定增加值核算办法，完成＂１
大生态产业＂统计监测工作。
【统计法治］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领导小

企业到行业再到宏观层面的分析，着 明度，客观真实反映全省经济运行成 务院经普办和省政府统一部署，甘肃
重揭示和反映体制机制制度性问题 果。《甘肃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负 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于２０１８年
积极推进数字化审计模式，一方面对 债表编制制度（试行）》获得国家统 ２月启动。２月２日，甘肃省人民政府
基础数据进行深度关联和挖掘，另一 计局批准，做好祁连山国家公两和大 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
方面积极与环保、工商等数据贯通， 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 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甘政发
发现某企业通过虚构贸易业务虚增收 制工作。甘肃省统计局贯彻落实省 ｜［２０１８］１４号），要求全省各级政府成
人和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等问题。
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十大生态产 立普查领导机构，决定成立甘肃省第
｜ 【资源环境审计】２０１８年，审计

署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关注生态环境
组，办公室设在省统计局，具体负责
普查的组织实施和协调。８月１５日上
保护和污染防治方面的突出问题，反
午，甘肃省政府召开全省第四次全国
映的重大问题被审计署《重要信息要
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会议和全省第四次
日》采用，移送相关单位案件线索２
｜全国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审定
起。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中突出生态环境状况和问题与领导
《甘肃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实施方
干部履职尽责情况的关联，揭示７大 计局推动统计立法，召开立法论证 案》《甘肃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
类２６个问题，推动地方政府及部门出 会，推动《甘肃省统计管理条例》的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
台５项制度和３项环境治理方案。
｜修订。制定《甘肃省统计法治宣传教育 《甘肃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审计业务管理］２０１８年，审计

第七个五年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组办公室工作规则》，全面动员部署

署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坚持依法审 全面部署和安排全省统计＂七五＂普 全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甘肃
计，严格规范审计取证、资料获取、 法工作。研究制定《关于建立全省统 ｜省统计局，开展综合试点，摸索普查
｜账户查询、延伸审计、审计处理等行

计系统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 经验，全面开展单位清查，为普查登

流程管控，深化＂两单一会＂管理，

｜ 【统计监测】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统 全省经济普查登记前各项准备工作已
计局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全国 基本完成。

为，强化审计现场管控，组织开展审 假责任制实施办法》和《甘肃省统计 记奠定基础。１１月３０日下午，甘肃省
计现场审计质量、保密、党建、廉攻 ｜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实施细则》 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兰州市召开甘肃省
综合检查，坚持立查立改，督促提高 ｜等６项规章制度，形成规范全省查处统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和
普查宣传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
审计现场管理水平。抓好审计质量全 计违法行为制度体系和机制。
加大跟琮审理力度，开展项目审计档
案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积 营商环境统计鉴测、兰白自创区筑计
【主要调查项目】２０１８年，国家
极推进大数据审计，推动构建以业务 监测、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统计 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组织完成全省农
为主导、信息技术为保障的数据分析 监测和非公经济等领域的统计监测服 ｜村贫困监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
组织模式，围绕＂三大攻坚战＂建立 ｜务。甘肃省统计局全年完成国家２０１ｓ ｜活状况、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
３个专业数据库，组织自主开发审计 年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中国消 量、主要畜禽监测、月度劳动力、居
经济管理监督 ｜ ２６１

使用．
价格、工业生产者价格、房地省调查结果进行审核ｉ
经队对分市（州）调查结果进行审核与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２０１８年，
产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采购经

舅
甘肃
年鉴

ｐ０

｜理、新设小微企业和个体户跟踪调发布，市（州）对各县（区）调查结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在获得＂市
｜查、主要农产品中间消耗、农村固定 果进行审核评估与发布。审核评估与 级文明单位＂＂省直机关文明单位＂
｜资产投资、退耕还林、农民工监测、 发布坚持自上而下的次序按季度开 的基础上，开展＂省级文明单位＂创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等国家调 展。
｜建工作。对照创建验收的１５项测评体

查项目。完成国务院大督查营商环境

｜ 【贫困监测调查】２０１８年，国家

系，制作宣传展板和纪实专题片，建

｜调查、全面从严治党民意调查、时间 统计局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立文化长廊，编印创建图册和宣传手

利用调查、ＩＣＰ国际比较调查项目、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和五部委《关于进 册，开展道德讲堂、青年论坛、学雷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和全省文明程度指 一步加强农村贫困监测工作的通 锋志愿服务等活动，机关全员注册文

ＧＡＮＳＵ 数测评等专项调查任务。
ＹＥＡＲＢ０Ｏｗ 【优质统计服务】２０１８年，全省

知》，开展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明志愿者，全年累计开展慰问狐寡老

甘肃农衬贫困监测调查工作由国家统 人、残障居民及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
调查队系统组织完成＂一带一路＂、 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负责，会同省级统 活动累计７００多小时。在全省第十四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戈壁农业等４篇 计局共同实施。调查范围涉及全省三 批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
课题和重点调研题目，编辑《甘肃调
查报告》６６期。上报国家统计局＂两
办＂信息７３篇，其中１篇被中办采用
并得到领导批示，国办采用３篇，国
家统计局《每日调查》采用９篇，局
领导批示６篇，《中国信息报》采用稿
件３３篇，省委省政府采用２４篇，在
省政府信息考核中居中央驻甘单位第
３名，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全省政务信
息工作先进单位＂。编辑出版《甘肃

｜大片区５８个片区县的农村地区及抽中 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国家统计局甘肃

的行政村、农村住户及住户成员，全

调查总队被授予＂省级文明单位＂荣

省共有调查点（村）５０１个，调查户 ｜誉称号，并作典型交流发言。金吕调

５０１０户。甘肃调查总队进一步完善监 ｜查队获＂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
浏调查体系，调查指标主要体现＂两 集体＂，兰州、临夏、渭源等７个市

不愁、三保障＂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州）县（区）调查队分别获得＂市
的要求，以农村居民和扶贫对象是否 ｜级文明单位＂＂县（区）级文明单位＂
｜稳定解决温饱、实现脱贫致富为主要 等荣誉称号。

｜监测标准，以居民收入、消费、义务

｜（供稿：马玉德 张 雪）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情况为主要监
｜测内容。不断规范数据采集、整理、 海关工作

｜调查年鉴２０１８》，按季度编印《甘肃
｜调查提要》，编印《甘肃经济发展综 反馈和发布，及时监测农村贫困状
【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兰州海关
述》《国际国内及甘肃国民经济主要 况、变化趋势和扶贫成效，客观衡量
指标排序》等手册资料。与甘肃省统 连片特困地区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与 按照海关总署党委关于机构改革的时
计局合作编辑《甘肃发展年鉴》《甘 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全面反映转变 间节点要求完成各项任务。４月２０
｜肃发展报告》《甘肃统计月报》等统 经济发展方式、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等 日，全关区实现统一以海关名义对外
｜计资料。

｜方面的进展，为科学决策、推动农村 工作，办事窗口实现＂一口对外、－

【居民收支调查】２０１８年，按照 特别是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 次办理＂，口岸通关实现＂一次申
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 快发展，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参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６月全面
查方案》，甘肃调查总队坚持统一调 考依据。
取消通关单，８月正式启用新报关
｜查方案、统一组织实施、统一管理网 ［粮食产量调查】２０１８年，全省 ｜单，整合申报系统，真正实现＂一次
｜点、统一管理数据的工作原则。各市 农产量抽样调查由甘肃调查总队负责 申报、一单通关＂；９月实现人员集中

统一组织，３０个国家调查县及１９个产 办公；１２月新＂三定＂方案获海关总
粮大县具体负责实施。亩产采用分品 署批准；２０１９年１月机构改革工作顺
种（小麦、玉米、马铃薯）现场实割 利完成。
实测的方法取得数据，每年分夏、秋 【出入境监管防控】２０１８年，兰
两季进行测产调查；播种面积采用以 ｜州海关查获各类违禁印刷品和音像制
实地丈量全面统计的方法为主，并应 ｜品３９３份，旅检果道首次查获入境航
用卫星通感技术、无人机调查和手持 ｜班旅客携带大量＂心灵法门＂宜传物
｜ＰＡＤ采集样方数据等辅助手段取得。 品情事１起，共查获书籍、画册图
实割实测所得数据汇总后报国家统计 片、卡片、收音机等物品共计１９６
｜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国家统计局对分 局，经国家统计局评估、反馈后方可 件。防控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

（州）住户调查由市级国家调查队牵
｜头，会同市统计局共同组织实施。设
立国家调查队的县（区）由县（区）国
家调查队负责组织实施；未设立国家
调查队的县（区）由县（区）统计局负
责组织实施。全省４６个县（区）抽选
４０００户城乡居民进行以省为总体的住
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全省１４个市
（州）、８６个县（区）全部开展住户牧

２６２ｌ经济管理与监督

合征、黄热病、寨卡病毒等重点疫情 长５２３案值２３亿元，同比增长 镍粉出口退税率的调研报告被国务院
疫病，完成３０８０名朝觐穆斯林群众的 １２涉税１０３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５ 关税税则委员会采用，每年为企业节
｜体检、预防接种和出境保障任务。妥 倍，罚没入库６７９２万元。侦破＂２· 约支出９００多万元。
【优化营商环境】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善处置甘肃口岸首次入境旅客群体性 ０６＂走私奇品系列大麻案，被列为公

腹泻公共卫生事件，在入境的旅客中 安部毒品目标案件和海关总署二级督 兰州海关出口整体通关时间１．２小
首次检出诺如病毒和沙门氏菌。组织 ｜办案件，查获尚品大麻２３８公斤、毒 ｜时，较２０１７年度压缩９８７５压缩

专项督察，开展应急演练，严防重点 资２５９万元。开展＂国门勇士２０１８＂ 比择名全国第１位：进口整体通关时
口岸重点部位，防控口岸非洲猪窥疫 缉枪专项集中行动，协同地方公安联 间８４８小时，较２０１７年度压缩
情。强化进境种子检疫监管，开展苗 合经营作战，发现并核查９条涉枪线 ｜８２６２压缩比排名全国第７位。积
期和成株期田间跟踪调查，检出检疫 索。推进全省反走私综合治理，破除 极协调口岸各有关单位减免经营服务

性病害４种。开展《绿蕾４》专项行 省内涉枪涉毒涉及固废走私的渠道，
动，对兰州铁路口岸及其沿线外来杂 切断寄递走私通道，对走私冻品、疫
草进行调查，筑牢国门生物安全＂防 区产品、粮食的购运储销环节实施全
火墙＂。完成对进出口食用农产品和 链条打击，全面构筑反走私立付
饲料８０份样品１４３６个单项的安全卫 防线，
［推进综合治税］２０１８年，兰州
生风险监控任务，全面掌握甘肃省进

甘肃
｜年鉴

２０ｓ

｜性收费，取消不合规收费。口岸整体 ＧＡＮＳＵ
｜收费下降１０？？上，部分收费项目最

大降幅达５０切实减轻了企业负

担，企业获得感大幅提升。全面做好
关区＂多证合一＂＂多报合一＂改革
工作，＂单一窗口＂覆盖率１００％，
出口农产品质量状况。完成进出口食 海关完成税收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服务经济发展】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品７５个样品１４７个项次 的抽检任务， 倍，税收人库增幅列全国直属海关第 ｜兰州海关落实＂渝桂黔陇＂省区市合

１５个样品供港蔬菜专项监测任务，保 １位。内销征税７１８亿元，增长４８
障２１３吨进口冷冻牛肉、１９吨进口冷 ｜倍。自报自缴、关税保证保险等系列
冻水产品分别从指定查验场（口岸） 税收征管改革措施顺利运行，全年自
入境通关，进出口食品未发生任何食 报自缴税单７７８票，同比增加３６倍，

作备忘录以及四地海关合作备忘录，
｜支持＂南向通道＂国际货运班列常态

化运行和中欧班列扩大运行。监管中
欧货运班列９１列，货运量５．６万吨，

｜品安全事故。开展进出口商品风险监 税款４８９万元，同比增长３８倍。汇 货值１５亿美元；保障发运＂南向通
｜测和缺陷消费品调查，加强对进出口 总征税征收税款１．４亿元，同比增长 道＂国际货运班列２３列，货运量１．９

危险化学品、出口危险货物包装等重 ２８倍。１１月关区首票＂关税保证保 万吨，货值４千万美元。推进口岸扩
点商品的检验监管，发现入境不合格 险担保＂报关单在关区实现＂即报即 大开放。积极支持甘肃＂三大陆港、
货物１３批次，出境不合格货物６批 放、先放后税＂的担保通关。以非贸 ｜三大空港＂建设，指导甘肃（兰州）

次。２０１８年审核报关单１８９７８份，监 易渠道付汇、特许权使用费为重点， 国际陆港兰州保税物流中心（Ｂ型）
管货物１６５８万吨，货值２７３３亿元， 部署开展系列专项溶查，完成将查补 项日申报建设工作，推进进境木材检
｜增长１８９？？检验检疫出入境货物 税１５３１０９万元，同比增长２２４？？深 疫处理区项日署级验收进度。积极参
２３６万批，货值１７２．５亿元，同比批次 入开展税政税则调研，１篇提高碳基 与敦煌航空口岸建设，敦煌航空口岸
增加４４．９货值增加２０．３？？监管
｜进出境航班１４４６架次，验放进出境人
员１７．８万余人次。

【打击违法犯罪】２０１８年，兰州
｜海关深入推进＂国门利剑２０１８＂＂蓝
天２０１８＂系列打私联合专项行动，联

合甘肃省环保厅对全省经营危险废物
的２０余家企业进行问题线索摸排，查
处首起＂洋垃圾＂人境案。重点加强
对涉毒涉枪、涉恐涉爆、濒危物种走
私的风险分析，组织开展打击食糖、
濒危物种、芬太尼类毒品、虚开骗税
违法犯罪等多个专项行动。全年刑事
立案６起，同比增长２倍，抓获犯罪

｜嫌疑人６名；行政立案３５起，同比增

２０１８年，兰州海关执行国际货运直航包机监管任务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６３

旅检作业现场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 会等国际会展的服务保障工作。推动 促进特色产品扩大出口。指导全省创

用，全年共保障进出境航班５２架次， 指定口岸建设并投入使用，中川机场
验放进出境人员７５６４人次。敦雄航空 进口冰鲜水产品及进境水果指定口
口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通过国家口岸办验 岸，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肉类指定查
收，正式开放在即，敦煌机场海关也 ｜验场正式运营，兰州至曼谷、河内国

甘肃

全示范区、３个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
范区、２家国家级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企业。积极推荐出口企业获得国外官
｜将同时开关办理业务。圆满完成丝绸 ｜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推动兰州铁路 方注册，帮助甘肃特色产品打开国外
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兰洽 集装箱场站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建设。 市场，共帮扶苹果等甘肃特色产品出

年鉴

｜口５．３３亿美元。用足用好自贸区优感

来２０１８年主罢业务指标终计表

２ｇ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建１０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单住

项
进出口报关单
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进口货运总量

＿

其中

出口货运总量

其中

进出口货述有
进口货运总值

身口货运总值

说放入库

其中

ｔ口环节税

上嫩罚没收入

内销植税
审就诚免关税

审批诚免造口环节税

备案加工贸易合同
｜合同备案金额
监管进出境航血
出入境人员
棺查补说

剂事案件立案

行政违规案件立案
行政违规案件案召

票

会
低

段

觉
最

００６
２３３

－２６

９５８９

６美

２０

５人Ｅ

出入境人员查验
健康栓查

艾通病监测

发现病例

及部现

｜入境

Ｄ

真
２３８

［ＤＯ

医

温

奶４

１３５１

１２４．７５
－１８０

４１．

２９

贤
在

量
见

４９％
９８
Ｂ２０
２０３

｜人次

８９ｏ０５
１３７４

５．８％

入境｜人

省内口岸功能拓展，开展＂集拼集

｜运＂业务调研，推动跨境电商业务落

地，累计办理跨境电藏直购订单２７９
票、网购保税订单１８票。加强外贸统
计监测与分析。紧密围绕甘肃外贸发
｜展中的热点、难点，召开企业座谈会
现场答疑解惑。开展中美贸易摩擦、
｜稀上以及一带一路、改革四十年等专

题分析，共计撰写、报送监测预警专
题分析报告１２篇，中共中央办公厅采
用１篇，海关总署《海关要情》采用４
篇。向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及
地方部门报送贸易统计分析、支持开
放型经济发展等研究分析报告１０余
｜篇，积极其中获得省政府主要领导批
｜示９次。编制《甘肃主要出口国家和

地区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指南》，帮
助企业合理规避风险、增强开拓国际
市场的能力。
（供稿：丑永刚）
能源监管
【市场监管】制定《Ⅱ肃调峰辅

市场交易品种达１２类，是全国电力市

３例
３４释

６２５

１５６
３２
１７３９

元。支持推动新业态发展。持续推进

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甘肃省富余
新能源跨省跨区增量现货交易规则》
等系列市场规则，推动电力市场化建
设。２０１８年，全省自行组织或参与的

８０５

人２
人忑

为甘肃产品减免进口国关税３００３万美

２１０％
１８０

人５

入境 人次

２６４ ｜经济管理与监督

１６７２

云

由境 人次

预防接种

６７９２

长

七美无
乙表Ａ

员

２３４

１ｓ１

｜｜出口
货物检验检疫货值

出口

２０３３

－８７
－２６１
－２５８
－３２

２Ａ５
－２１０

其中｜

进

１８９７８
１６８
１９４
６４

比去年网期：外

２３８
３５０

低ｓ

货物检验检疫批ｄ

其中

２０１８年

政策，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５３３０份，

５５．８％
６２５％

｜场交易品种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形成
｜较为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全年省内

７６％
３３．３％

２０？？？省外送电量３２４亿千瓦时，

１１３．５％

交易电量１０９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５９８？？？中通过市场化途

径，甘肃富余电量已经送往陕西、湖

南、上海等１９个省（市、自治区）； 要求，进一步优化升级电力业务许可 故５起、死亡５人，与上年同期６起、

｜新能源跨省区增量现货交易２５６５笔， 在线申报系统，方便群众、企业网上 ｜８人相比减少１起、３人，分别下降
送出新能源电量３２．４９亿千瓦时，占 业务办理；向酒钢自备电厂等颁发电 １６７？３７．５？？？矿百万吨死亡率为

全国交易量的４６７甘肃跨省区新 ｜力业务许可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０．１３９，同比下降３５．１３实现事故
能源现货交易电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 ｜行政审批事项向＂告知承诺＂转型， 起数、死亡人数和百万吨死亡率＂三
｜第一。２０１８年，甘肃弃风率下降 ｜构建信用监管工作机制，推动能源监 个下降＂，全省煤矿安全形势创历史

１３．８０弃光率下降１０．４７完成国
家能源局下达的＂双升双降＂目标。
｜【行业监管】启动油气管网设施

管从主要依靠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手

最好水平。

｜【重点监察执法】针对矿井瓦斯 甘肃
变。全年颁发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 ｜防治及防火火、水害防治和机电运输 年鉴
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和信息报送专项督 类）２５家，变更电力业务许可证（发 三项重点，根据辖区煤矿特点和变化 ２０Ｉｇ
查，全面了解企业概况、油气管网设 电类）登记事项４３家，注销电力业务 情况，按照年初计划开展专项摸底和 ＧＡＮＳＵ
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情况、油气管网 许可证（发电类）５１家；颁发承装 ｜隐患排查，坚持将＂三个专项＂列入

段向综合运用信用激励、信用约束转

公平开放及信息报送工作机制建立情 （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证４８家， 每个监察组的必查详查内容，并坚持
｜况。组织全省电力监管统计工作培 许可延续２７家，变更６２家，重新核 ｜在每月执法分析会上进行总结讨论，

训，进一步提高监管统计报表质量， ｜定许可等级１家，许可注销８家。 分析研判矿井可能存在的薄弱环节、
【电力稽查】开展停电频繁和低 ｜确定下一步监察重点。针对辖区国有
开展甘肃能源行业（非电专家库建设

工作。按照冬季天然气保供要求，配 电压问题专项督查，督促企业加大农 重点及隐患致灾因素严重、煤矿零星
合开展保障民生用气专项监管现场检 网改造力度，解决＂用电优＂的问 事故多发的情况，对辖区国有重点及
｜查，深人了解油气企业供需保障、管 题。开展＂获得电力＂综合监管，按 隐患致灾因素严重的正常生产矿井监
｜道布局、应急预案、运行管理等方面 照＂双随机、一公开＂方式，督怪查兰 察时，一律由分局按照专业配比统一
情况。认真开展油气设施产供储销专 州、金昌等８家市（州）级及１０家县 ｜抽调８人以上监察组开展不限人数和
题检查调研，督促政府部门和油气企 （区）级供电企业，发现问题３０余 时间的、覆盖＂采据机运通＂各系统
业规范管理，保证社会和民生用气 项，下发监管通报和整改通知书１０余 的集中监察。针对辖区煤矿采掘工作

份。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依法严肃查
【电力安全监管】强化电力安全 ｜处４起违反承装（修、试）电力设施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甘肃 许可制度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电力
电网针对２０１８年排查的１０项二级风 市场秩序。做好１２３９８投诉举报热线
安全。

｜面设备安装、回撤及大件运输等重点

工程事故多发频发的严峻态势，开展
正常生产建设煤矿采掘工作面设备安
装回撤及大件运输等重点工程项目安
全自查自改和专项监察活动，排查各
险，逐一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形成涉 受理，全年国家能源局１２３９８热线中
网设备安全管控常态机制。突出电力 心累计下发工单４０９件，其中投诉工 正常生产矿井采掘工作面接续计划，
应急管理，全力以赴应对黄河流域、 ｜单１１２件，咨询工单４１件，其他工单 安装回撒时间安排，并督促企业按照
｜白龙江流域历史罕见的暴洪汛情，实 ２５６件；对涉及供电服务类的２９７件工 《煤矿企业采掘工作面设备安装、回
｜地督导碧口电厂、九甸峡水电厂、盐 单进行认真办理和解决。
｜撒及大件运输等重点工程自查自改

（供稿：陈孝健） 表》开展自查自改，并根据各矿井采
锅峡水电厂、八盘峡水电厂等重点水
｜掘工作面安装回撤时间安排监察组开
电站大坝安全，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展突击监察。
围绕＂电力建设施工安全年＂、＂安全 煤矿安全监察
【安全风险管控】开展预防性技
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等主
题，基本实现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全
【概况］２０１８年初，全省共有各 术监察，年初监察时要求所有监察组
覆盖，重点协调解决了甘肃电投常乐 类矿井１２６处，年内整合关闭矿井２７ 监察前，邀请矿长、总工程师等人
电厂质监问题，督促全省５０兆瓦以上 处。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矿 员，到分局或在矿对其矿井生产计划
水电站大坝完成备案注册。２０１８年， ｜井９９处，其中正常生产矿井３６处，核 安排、安全资金投人、安全措施落实
甘肃省电力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电力生 定生产能力４４９万吨年；正常建设 等多方面情况进行详细讲解，并与全
产人身伤亡、电网大面积停电以及对 矿井１５处，设计生产能力１３５１万吨 体监察员深人交流探讨，从生产计划
｜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故。
年；停产停工矿井４８处，生产能力 安排、安全资金投人、安全措施落实
【资质许可监管】落实简政放 ２４９３万吨年；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矿 等多方面了解，共同研究发现问题，
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关精神， 井４１处。
预防系统性安全隐患、对存在重大安
按照＂阳光许可＂、＂最多跑一题＂等
２０１８年，全省煤矿共发生死亡事 全隐患或典型问题向企业提出监察意

｜经济管理监督｜ ２６５

舅
甘肃
年鉴

见，要求企业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 大同题隐患及时通报或移交，持续坚 察执法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要求
落实问题整改计划，并将意见作为全 持日常监察重要问题隐患情况每季 ｜对存在１５种重大隐患类型、＂五假五
年推动的重点工作、跟踪督办，做到 度、重大隐忠随时通过建议书形式通 超＂，自查自改不认真、走过场，拒
事故隐患的提前治理、事前预防。强 ｜报地方政府或煤业集团，并进行挂牌 不执行监察指令或不认真执行监察指
｜化监察计划和检查方案制定，根据近 ｜督办，与地方政府形成合力，共同督 令，不严格落实遏制煤矿瓦斯突出事

故＂七个一律＂等规定的违法违规行
年来辖区煤矿事故情况、灾害特点、 促企业问题隐想的整改落实。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生事
安全管理水平和生产状态，按照分级
为必须上线处理、顶格处罚。强化事
故的矿井全部按照规定从严从重处
分类负责和监管监察的原则编制年度
故查处公开和防范措施落实、责任人
｜监察计划，并在年度计划执行过程中 罚，倒查责任、一追到底，并将事故 处理备案制度。对事故调查报告在省

团 结合实际情况安排月度监察任务，针

调查和安全监察相结合，在事故调查 局网站进行全文公开，接受公众检

ＧＡＮＳＵ
的同时，对事故矿井进行全面监察， 验，并督促事故发生企业按时上报事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对重大风险情况变化及时调整矿井风
险等级及监察频次、重点内容，实施 ｜彻查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并对违法违规 ｜ 故防范措施落实整改情况及相关责任

差异化精准化监察。在检查方案编制 行为一律实施高限处罚，督促企业全

人处理情况。

上，严格执行＂一矿一表＂＂一矿一 面排查隐患，加强事故防范。严查严

｜案＂，同时执法预案必须由了解矿井 惩重大事故隐患，针对上半年执法效
情况的主办监察员负责编制，经监察 能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的情况，召开
组人员讨论完善后严格执行。坚持重 监察执法工作专题会议，深入分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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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内容
第二十五条 图片。年幕应有卷首专题图片、随文图片。
｜图片选用注重典型性、资料性，突出反映重大事件、重要成

果和热点问题。
图片要清晰、美观；文字说明应简洁、准确，要索齐全。

随文图片应图文相符，以图释文。
慎用少用领导人、会议照片，忌用人物标准照。
第二十六条 地图。地图选用应遵守国家关于地图管理的法

规和有关规定、办法，需经过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改主管
部门审核，标注审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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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

项目外，原则上不得修改或调整规 ｜【耕地占补平衡调空】制定《中
划，确需修改或调整规划的，须通过 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
【土地利用现状］根据甘肃省第 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一并 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２０１７年度土地变 调整规划，在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见》《市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日标考

更调查，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全
省土地总面积４２５８９万公顷（其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飞地５３２２５３公顷）。
全省主要地类及面积构成为：耕地
５３７．６７万公顷（８０６５．０５万亩）占
１２．６３？？？地２５．５９万公顷（３８３．５
万亩）占０．６０？？？地６０９６１万公顷

的同时，必须同步完成存量建设用地 核办法》和《甘肃省耕地占补平衡管

压减复垦任务。印发《甘肃省城市地 理办法》。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质调查总体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５ ５９８８．５９万亩，超过《甘肃省土地利用
年）），部署开展全省城市地质工作。 总体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调整方
｜【城乡建设用地调剂管理】制定 案）》确定的５９８５万亩目标。严格按

甘肃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物节余
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甘肃省

照＂以补定占，先补后占，占优补

优，占水田补水田＂的要求，对建设
项目耕地占补平衡进行严格审查把
关，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
进行挂钩与核减。解决兰州市和兰州

｜（９１４４．１５万亩）占１４．３１？？？地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

｜公顷（１１９１．１５万亩）占１８６？？？通
｜运输用地２６８３万公顷（４０２４５万亩）

标跨省域调剂１８８万亩，预计下达调 新区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实施易地占
剂资金５６４亿元。兰州新区与镇原 补平衡４．５０万亩、全省连续１９年实现

１４１７．７０万公顷（２１２６５．５０万亩）占 域调剂资金牧支管理办法》。全年国
１３２９？？？镇村及工矿用地７９．４１万 家下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

占０．６３？？？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７４．７ 县、环县完成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 耕地占补平衡。全省耕地开垦费入库
７万公顷（１２１．５５万亩）占１．７６％； 内交易１３０６亩，交易金额１．６４亿元， ３８８４６万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
其他土地１４８７３１万公顷（２２３０９６５万 ｜实现全省增减挂钩节余指标省域内交 用费人库８２８５７．１２万元
易零的突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严格执行
亩）占３４．９２？？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国家
《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水久基本
【土地利用规划】对各级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实施严格管控，全年完成 ｜对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省耕地保护责任目 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自然资源部
８２１宗城（镇）批次和单独选址建设 ｜标期中考核和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Ⅲ重大建设
用地审批报件的规划审核。除省级以 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 项目用地预审的通知》，严把建设项
上重大项目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衡的意见》的评估工作。

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关口，对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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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项目一

律不予审批。对违法占用水久基本农

田的，坚决进行整改，整改后进行
补划。

【土地整治】土地整理复垦开
｜项目 编制《＂一区一州＂和１８个深

甘肃 度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土地整治实施方
年鉴 ｜案》，项目资金安排重点向＂一区一
｜州＂和深度贫困县倾斜。全省安排土

死０

｜完成自然资源统一确权《湿地产
（１０．９３万亩），同比增长３２其中农
用地４８１５．７５公顷（７．２２万亩），占用 权确权）试点工作并通过自然资源部
｜耕地３５８９２０公顷（５．３８万亩），未利 等部委验收。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
｜用地１４７１．６３公顷（２．２１万亩），建设 片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及大熊猫
用地１００１．３０公顷（１．５０万亩）。从用 国家公园白水江片区自然资源统一确
途看，审查审批单独选址建设项日用 权登记有序开展。
地２５８５．６８公顷（３８８万亩），城市
【陇西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
（城镇）批次建设用地４７０３００公顷 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
（７．０５万亩）。
｜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土地供应与市场】２０１８年，全 引人＂土地权益价＂概念，实现国
｜地整治资金共计１７４６５３万元，其中，
ＧＡＮＳＵ 国家土地整治专项资金４９９００万元， 省供应国有建设用地２２１４宗，总面积 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土地收益合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东部百万亩土地整治重大项目资金 ８７２５．４６公顷。其中，以招标拍卖挂牌 理分配。被至２０１８年底，集体经营性
｜４５９００万元，省留新增建设用地有偿 出让方式供地１０６７宗、面积２７７．８ ｜建设用地累计人市交易１２２宗５６８．５０

｜使用费１４３００万元，省留开垦费２００ 公顷；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地２５９宗、 亩，总成交价款９３０６万元。国家收取
万元，初块市州新增费２６４７３万元、 面积２８０７４公顷；以划泼方式供地 调节金２３４９万元，乡镇集体经济组织
｜耕地开垦费１８０８０万元。１２月，提前 ８４宗、面积５６５０３１公顷；以租赁方 获得土地增值收益３３０２万元，农村集

下达２０１９年土地整治资金２１２１６万 ｜式供地４宗、面积１６．５３公顷。从上地 体经济组织获得上地增值收益１０８６万

元，其中＂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
困县投入资金１３８６６万元，占总资金
的６５４？？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开展高

供应用途看：商服用地６６７８７公顷， 元，集体内部成员分配收益７２４万
工矿仓储用地１３４８．３１公顷，住宅用 元。４９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融
地１１５．９６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资２．７０亿元，实现与国有建设用地

务用地１５１９．０７公顷，交通运输用地 ＂同权同价＂。

｜标准农田建设，建立＂政府主导、国 ｜３１２５．４５公顷，其他用地（特殊用地、

【地征收制度改革】探索界定公
土搭台、部门参与、统筹规划、整合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上地） 共利益范围，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完
善合理多元化保障机制，制定《土地
资金＂的工作机制。按照先易后难、 ８７８．８０公顷。
分类实施的原则，综合考虑建设条件
全省上地出让合同价款２３７．１６ ｜征收目录》等８项征收规章制度，完
和资金保障能力，在各相关部门的配 元，其中，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善＂一评估、两协商、三公告、四协
合下，完成年度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土地成交价款２００１亿元，以协议方 议＂征收方法。对国家成品油储备等
任务１８６万亩。
式出让土地成交价教１７．１５亿元。加 ９个项目开展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试
｜【土廉污染状况详查】全省土增 ｜强闲置土地清理处置工作力度，下发 点，完成５个项目１１５０亩土地供应，

污染状况详查农用地调查工作全面开 《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印发《关于做好 支付补偿费用２４５０万元，县级统筹养
｜展，共完成９５６７份农用地采样及土样 ＂五未＂土地清理处置促进土地节约 老保险９０５万元。
制备。完成土壤样品检测１２８０２份， 集约利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完 【宅基地制度改革】围绕＂两探
其中有机土壤样２１９５份，无机土壤样 成年度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理处置 ｜索两完善＂（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制
任务。
１０６０份。按时完成采样、制备、检
度、探索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测等全部工作
【不动产统一登记及自然资源确 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完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２０１８年， 权登记】全省９１个不动产登记大厅全 善宅基地管理制度），结合宅基地
共完成９５个省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部实现房屋交易、税收申报、不动产 ＂三权分置＂，明确界定资格权（即保
总投资２５９．７６亿元，用地总面积 登记＂一站式＂＂办理，６８个县市区新 降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户有所居，
１２６０３．３５公顷。其中农用地６９９４．６６公 增＂一窗受理＂综合窗口，全省基本 按户享有首次无偿分配本集体所有土
顷，建设用地１２３１．８７公顷，未利用 实现一般不动产登记５个工作日内办 ｜地建造住宅及其生活附属设施的权
地４３７６．８２公顷。全省共２６４个预审项 ｜结。截至１２月底，全省累计办理不动 利），形成《关于宅基地三权分置的
目通过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备案系统报 ｜产权证书６５４０万本、证明５７４０万张 思考》。综合考虑区位因素，推进重
自然资源部备案，其中竹级９５个、市 ｜（其中２０１８年办理不动产权证书３６７０ 点村《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制定
级７３个和县级９６个。
万本，证明２８２０万张），汇交存量登 《陇西县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８年，省政府审查审批建设用 记数据３２３万多条，上传增量数据１２２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陇西县农村宅基地自愿有
地６０９个（批），总面积７２８８．６８公顷 万多条。
偿退出、有偿使用标准》，规范宅基
２６８│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地管理，建立宅基地利用、退出机：
基本涵盖全省已勘查、开发利用的所
制。开展确权登记和农房调查，对清 有矿种，为全省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
理出的３４３０宗２３１６亩废旧闲置宅基 夯实基础。
地编制复垦方案。
【储量评审备案及价款评估】全
矿产资源

遥感地质调查项目３个，投入资金２５ｓ

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投入；开展１
：５万矿产远景调查项目４８个，投入
资金７４８１９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开

年共完成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备案１００ ｜展１１个，投入资金１７８９４５万元，地
份，其中闭坑地质报告３１份，勘查报 目方财政开展３７个，投入资金５６９２．５：

告３７份（包括１２份基金项目成果报 万元。

【矿产资源现状】截至２０１７年

｜告），储量核实报告２５份，压覆资源

｜ 【找矿突破］】新增备案资源储量

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１１９种计算 报告７份。完成并公示矿业权价款评 的主要矿种有金、铁、铅锌、煤炭、

到亚矿种为１８０种，其中，已查明资 估报告２３份，涉及煤矿、金矿、铅锌 凹凸棒石、硅灰石、银智氧化物等。
｜源储量的７７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１１４ 矿等。

【矿产资源规划】完成全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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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增金属量７６８地、铁矿石量 ＧＡＮＳＵ

１．２５亿吨、铅金属量１５．７８万吨、锌金
查明资源储量的４２种（计算到亚矿种 ｜的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建设，进入全 ｜属量７８．２３万吨、凹凸棒石新增５５万
为６６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 国矿业权审批系统。下发《甘肃省省 吨、硅灰石矿物量新增２６７万吨、优
３５？？？已查明矿产资源中，能源矿 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及评定办法》， 粗氧化物资源量新增１４．２０万吨、稀
产７种、金属矿产３１种（计算到亚矿 市县建立健全企业评、第三方核查 ｜土氧化物资源量新增５０９８万吨。全
种为３６种）、非金属矿产３７种（计算 评估、达标人库等绿色矿山建设新机 年新发现矿产地１２个（大型３个，中
到亚矿种为６９种）、水气矿产２种。 制，督促各地严格实施本地区绿色矿 型１个，小型８个）、完成阶段性助查
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 业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推进示范区 的矿产地共１０个（大型３个，小型７
个）。
的固体矿产９７种、矿产地１５１８处 ｜建设。
｜ 【省级地质勒查基金找矿】
（含共伴生矿产，下同），按照矿产用 ｜【地质矿产勒查］２０１８年，全省
｜途分，固体燃料矿产地２２１处，黑色 投入地质勘查资金共５６４９２６８万元， ２０１８年，省地勘基金围绕优势矿种和
金属矿产地１８０处，有色金属矿产地 其中中央财政１２４８１．５０万元，地方财 ｜紧缺矿种安排部署地勘基金项目３５
｜３４４处，贵重金属矿产地４６２处，稀有 政２８３２８０９万元，社会资金 １５６８３０９ 个、下达资金１．５０亿元。首次实现以
｜稀土分散元素矿产地４０处，化工原料 万元。全年开展基础地质调查项目６６ 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项目承担单位，
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６５未

个，投人资金１９３２０２万元，其中中 全面加强项目事前、事中、事后管
金属矿产地４６处，建材及其他非金属 夫财政出资６０８９５０万元，省级财政 理，做到＂立项前深入现场调查研
矿产地１３０处；按照矿床规模分，大 出资８４２５２万元。开展矿产勘查项 究，实练中进行现场检查，结束时进
｜非金属矿产地９５处，冶金辅助原料非

型矿床１４６个、中型２１７个、小型 目１５５个，投入勒查资金３１３８１１万 ｜行野外验收＂的全程监管。钒矿、品
１１５５个；按照助查程度分，普查阶段 元，其中中央财政出资１２０万元，省 质石墨找矿取得重大发现。在酒泉市

｜６７１个、详查阶段５０７个、助探阶段 ｜级财政出资１７３００万元，社会资金投
２６０个。《２０１７年全国占比排名》统 入１３７１８．１１万元。开展水工环地质调
计，在已查明的矿产中，甘肃省资源 ｜查评价项日５２个，投资９１７４５万
储量名列全国第１位的矿产有１０种， 元。开展地质科技及其他项目６５个，

阿尔金成矿带东段助查发现肃北放包

山、肃北大敖包沟、肃北白台沟东、
肃北红柳峡等４个晶质石蛋矿大型矿
床，初步估算品质石墨资源储量１０００

居前５位的有３８种，居前１０位的有 投资４２４５．１０万元。全年完成钻探 万吨，达到超大型规模。发现敦煌五
１８２９万米，槽探１４．７０万立方米，坑 ｜一山、敦煌塔水井东２处中型钒矿床
｜６５种。
和敦煌新泉北１处小型矾矿床，初步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列入《甘肃省矿 深１６４万米，浅井６４米。
［基础地质调查】开展１：５万区 估算Ｖ２０５资源储量７０万吨，矿集区
产资源储量表》的９７种固体矿产中，
与２０１６年比较，５１个矿种的资源储量 域地质调查项目５个，投入资金１５３５ ｜资源储量远景可达到大型规模。
｜没有发生变化，有４６个矿种的资源储 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投人；开展区 张掖城区探获水温５６摄氏度、水
｜ 量发生变化，其中资源储量增加的有

域地球物理调查项目３个，投人资金 ｜量２６４０立方米／天的地热资源，临

１０种，减少的有３６种
９６３２０万元，全部为中央财政投入： 泽、民乐两地又分别探获水温４５摄氏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制 开展区域地球化学４个，投入资金 度和７０度、水量２９０４立方米／天和

｜定］联合省财政厅制定全省７９个矿种 ９１６８５万元，其中中央财政开展３ ２００立方米／天的地热资源。兰州彭

｜（１０８个亚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 个，投入资金７６６８５万元，地方财政 家坪探获水温６８度、水量２３００立方
基准价，经省政府同意向社会公布， 开展１个，投人资金１５０万元；区域 ｜米／天的地热资源。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２６９

【矿产开发利用】探矿权设置 ｜补偿式退出４４宗。另外，祁连山生态 证采矿权应公示１９９７宗，实际填报公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省共设置 ｜环境问题督查反馈的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后 示１９３１宗，公示进度９６７０共有

非油气探矿权１０３０宗，其中省级发证 违规审批的１４宗矿业权已全部分类 ３３宗矿业权被列人异常名录。共有８９
７９５宗，部级发证２３５宗。
退出。
宗矿业权被列入异常名录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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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矿种分布】全省矿产开发
利用主要集中在金、铜、铁、铅锌等
｜ 金属矿产及煤炭。金矿勘查主要集中
｜在酒泉、甘南、戴南、天水；煤炭题

截至１２月底，全省其他各类保

对已过期且未提交延续申请的矿业权

｜地内共有矿业权５３６宗（Ｊ其中探矿权 进行清理，并经厅务会审议通过，已
３４２宗，采矿权１９４宗），涉及各类保 完成５１宗矿业权公告废止工作

护地３１４个，已清理退出２４３宗（探

【安全生产】制定下发《２０１８年

查主要集中在平凉、庆阳、张掖、置 矿权１５４宗，采矿权８９宗），占总数 安全生产工作要点》《防范和遏制重

泉；铜矿主要集中在酒泉、张掖、葱 ｜的４５？？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 ｜ 特大事故工作方案》《２０１８年度安全
ＧＡＮＳＵ 南、天水；铅锌主要集中在陇南、￥ 含祁连山）内矿业权１８１宗，已退出 生产督导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持续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确保

泉；铁矿主要集中在酒泉、张掖

７８宗。

｜部门发证１９６５个．

业权与国家公园范围重叠。分类退出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４７０５．３４万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向省政府 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持续
全省共有各类非油气采矿权２８９９。其 上报《关于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 稳定。
中，自然资源部发证２１个，省自然资 涉及保护区范围外矿业权有关问题的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源厅发证３９６个，市州自然资源主智 请示》。经初步核查共有１１５宗（其 ２０１８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及
部门发证５１７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 中：探矿权９７宗，采矿权１８宗）矿 使用费共入库４８０１９６５万元。其中，

【采矿权设置】截至２０１７年底，

【矿类统计】 全省共开采８大矿 ６５宗。积极做好生态红线划定相关工 元，含探矿权出让收益（价款）

类、７８种矿产，矿山构成以砖瓦用粘 ｜作，对全省保护区范围内部、省两级 ５２．３０万元、采矿权出让收益（价

｜上、建筑用砂、建筑用凝灰岩、建筑 ｜发证的矿业权按照＂一矿一策＂的原 款）４７１８３０４万元。矿业权使用费收
｜石料用灰岩等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产 则，先后３次对６００余宗矿业权逐矿 人３１４．３１万元（含探矿权使用费
２１０．７３万元、采矿权使用费１０３．５８万
｜为主，占总数的８０？？其中，属县级 提出调整意见。
【矿业权核查与审批】进一步优
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发证的砖瓦用粘土
｜矿１１８５个，占总数的４１？？？筑用砂 化省级矿业权审批管理，全面实现矿
业权报件网上申报网上审批，做到 地质环境
矿３４７个，占总数的１２９
【生产规模统计】２０１７年，大中 ＂最多跑一次＂。全年共办理矿业权报

型矿山数最所占比重较低，小矿（生产 件４９５宗，须发采矿许可证４６个，其

【地质灾害防治】全年全省发生

规模低于小型矿山规模上限的十分之 ｜中新立５个、变更２５个、廷续１６个， 地质灾害４７９起，其中特大型灾害６
一）所占比重最大。大中型矿山中，建 ｜注销采矿权２８宗。颁发勘查许可证 起、大型１４起、中型１２０起、小型
材、能源、贵重金属类所占比重最大， ２１８个，其中延续１６７个、变更９个、 ３３９起，共造成１２人死亡、１０人受
｜分别为４６？？１８？？１３？？其中，能源 ｜转让８个、保留３４个，注销探矿权 伤，直接经济损失４８７亿元。全年成
矿产大型矿山１９个、中型１５个，黑色 １４１宗。依法开展砂石资源采矿权出 功预警避险７５次，避免人员伤亡９５１１
金属矿产大型４个、中型８个，有色金 让与审批发证，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制 人、避免财产损失３．５０亿元。

｜属矿产大型４个、中型８个，贵重金属 定并印发《进一步规范砂石资源有序 制定下发《２０１８年度地质灾害防
治方案》，确定重点防治区域，针对
矿产大型５个、中型２０个，冶金辅助原 开发的指导意见》

料非金属矿产大型８个、中型８个，化
【过剩产能淘汰］全年全省化解 城镇、村落、学校、医院等人口密集
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大型２个、中型４ 过剩产能煤矿（井口）２８处，涉及采 区和公路、铁路、水利等重点工得建

个，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大型矿山３８ 矿权２８宗，其中３宗为缩减产能，２５
个、中型５０个。工业总产值中，大型 宗为关闭退出。已办理２宗缩减产能
矿山所占比重最大，人均产值最高。 煤矿的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注销采
【矿政管理】祁连山国家级自然｜矿权１２宗。

设区域，集中开展汛前地质火害隐患
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共计４８９５
｜次。全省已建专业监测点３１７个，其

中２０１８年新建１４个，群测群防工作
保护区内矿业权分类退出 截至２０１８ ｜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点１２１５０处，基本覆盖全省所有人员
年底，祁连山保护区１４宗矿业权已 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部省两级应公 和社会财产受威胁的地质灾害隐想
全部分类退出，其中以注销或公告废 ｜ 示探矿权８００宗，实际填报公示７７６ ｜点。治理地质灾害隐患点４处，利用
止退出８７宗，以扣除式退出１３宗． ｜宗、公示进度９７？？？省市县四级发 ＂５·１２＂防灾减灾日、＂６·１６＂安全

｜２７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生产宜传月、＂６·２５＂全国土地日 宁、临夏地区１：２５万土地质量地球化 ｜立方米天，矿化度０３克升，完全满
等，组织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培训宜传 学调查、山丹县富硒土地质量地球化 足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将解

活动２５８次，受培训和宣传人数达３ 学调查、甘肃祁连西段德勒诺尔一石

｜决该地区２０００人的生活用水。平谅市

｜板墩地区六幅１．５万区域地质调查、 ｜城市供水南部山区岩溶水水文地质勘
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获得 甘肃省１．５万南坪等五幅区域地质矿 ｜查完成１眼深度６００米的水文地质探

万余人。

｜采结合井，抽水试验水位降深０．７８
中央补助资金４．５０亿元，省级资金 产调查等工作。
１．０７亿元。其中安排调查评价项目３
【矿产地质勘查】承担的主要项 米，单井涌水量２９２７．２８立方米天

个，资金７００万元；安排监测预警项 目及成果有：肃北县杨岭铁多金属矿 （推测最大单井涌水量５０００立方米／
目６个，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安排综合治 普查对已圈定铁矿体东西两端进行验 天），矿化度０３克升，地下水水质
理项目资金３．７０亿元，立项２５个，安 证，通过省基金中心野外验收。肃北 良好，已保留为开采井移交至平凉市

｜排搬迁避让３６１７户，下达切块资金 县教包山晶质石墨矿普查通过勘查工 国土资源局。成县城区后备水源地勘

１．４７万元；安排应急能力建设项目３ 作，矿区共圈定晶质石墨矿体１４条； 查共完成了两眼井。一眼为４０米深的
个，资金１３００万元。安排省级基础地 肃北县大放包沟晶质石墨矿普查通过 第四系完整井，单井涌水量１１５６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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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调查专项资金３２００万元，实施１３ 勘查工作，共圈定品质石墨矿体２４ ｜米天，达到解决应急供水的目的。另
个水工环地质助查项目。
条；敦煌市五一山钒矿曾查共圈出钒 一眼为２５０米深的岩溶水助探孔，单
【地下水调查与监测】截至２０１８ 矿体１３条；阿克塞县当金山石灰岩矿 ｜井出水量为１２０立方米天矿化度０．５

年１２月底，完成７１４个地下水监测点 ｜普查通过助查工作，圈定石灰岩矿体 ｜克升左右为成县后备水源地的建设
建设。其中，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点 ２条；金塔县红山崖西饰面用花岗石 提供重要依据，可解决该地区１万人
５００个，省级专业监测井监测点２１４ 矿普查圈出花岗石材矿体４条：玉门 的生活饮用水问题。酒泉、张掖、嘉
个。根据地下水污染防治目标要求， 市前红象董石矿普查，圈定董石矿体 峪关等城市供水水源地远景调查评
对３５组国家级地下水考核点位水质进 ｜９条；阿克塞县雁丹图石膏矿详查， ｜价，白银平川水资源勒查取得良好
行考核。

圈定石膏矿体２条。以上项目均已完 效果。

｜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山地质环 成省基金中心野外验收。
境整治】简化采矿权登记管理手续，
【生态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对各
｜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将采矿权人矿 类自然保护区１０５宗矿业权全面停工
山环境恢复治理纳入矿业权勘查开采 和分类梳理。７３宗已全部注销退出，
｜信息管理，由矿权人对矿山环境治理 ２４宗待与地方达成补偿意见后有序退

｜【地热勘查】民乐地热井温度剧
｜新甘肃省记录，最高温度达到８０．４摄氏

度。兰州市中心城区地热资源普查已
｜完成彭家坪天Ｒ２地热孔进尺３０００５
米（设计３０００米），单井稳定出水量

恢复保证金和土地复垦费等费用缴纳 出，３３宗完成恢复治理并通过有关部 为２１８０立方米天、水温为６７－
情况、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 门的验收。严格按照《绿色勘查指 ６９℃，完成对七里河断陷盆地南部边
方案执行情况、土地复垦方案执行情 南》，推进项目规范运作，注重总结 界地热地质条件的控制，天Ｒ２孔地
况进行公示。争取自然资源部山水林 ｜全局绿色勘查试点经验，积极打造绿 热流体中矿化度普遍高达３．９￣２２克／
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基础奖补资金 色勘查示范基地，不断探索完善地勘 升，其中侧、偏硅酸含量达到或超过
２０亿元，省级财政先后两次下达１３亿 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医疗价值浓度及矿水浓度，通过专项
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项 ＂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 评价后可作为理疗热矿水开发利用。
临泽县城区及南部地热资源普查出水
目资金，统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 ｜研究中心甘肃分中心＂落户。
【水文地质】水文地质调查项
量２９０４立方米天，出水温度４５℃，
保护修复项日。完成祁连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的１４４宗矿权矿山地质环 目。全年共承担水工环地质勘查计划 ｜属中低温地热资源。经评价，地热流
境恢复治理工作，对保护区内历史遗 内项目７３项。主要项目有：双古城幅 体偏硅酸、偏硼酸、氟含量达到矿水
留无主探采矿点（坑、铜、槽）完成 １：５万水文地质调查及大庄子等幅物 浓度。敦煌市城区及外围地热普查经
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治理。

探与钻探项目、巴丹吉林沙澳及周边 ｜过射孔，新近系热储富水性中等，单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幅１：５万水文地质调查完成１：５万 ［口水温２８．７℃，水质良好

地区１：２５万水文地质调查、何家辟 井出水量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立方米天，出

水文地质测量等工作。
｜【国家地下水监测】甘肃省辖区
【地质调查］基础地质调查。项 【缺水地区水资源勘查】华亭县 内地下水监测站点建设共完成新建井
日主要部署在阿尔金、北山、西秦岭 第二水源地供水水文地质勘查完成一 ３２１个、总钻探进尺２５０５９５４米，改
等省内重要成矿区带，开展定西－静眼２２０米的探采结合井，出水量为２２０ ｜建井１７９个，按进尺统计完成１０３％，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２７１

按站点统计完成１００项目已通过 项目３０００多万元的工作量，其他各院 地质灾害应急监测５次，安装监测仪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验收。甘肃省 局承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项目。

监测站点运行维护与水质样品采集完

｜甘肃

年鉴

器２８套；完成宜传工作６次，其中

【省级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 ＂＂５·１２＂防灾减灾宣传日，应急中心
在市政府广场进行地质灾害防灾减灾
联合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省国土资
成、５００个监测站点辅助设施巡查、设
｜备校核与电泡更换、监测井井深测量 源规划研究院完成自然资源部、财政 知识宣讲，发放宣传画、宣传手册、
以及监测站点辅助设施养护维修等工 部对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的中期评 宜传手袋５００套；临夏州宣传５次，
作，完成５００个点地下水质取样、检 ｜估。现场展示汛期地质灾害值班系 ｜共发放宣传材料１５００多套；兰州市城
统，现场联通天水南北两山地质灾害 关区红山根等地５次宣传发放宣传材
测工作。

｜【工程地质项目】２０１８年，全省 视频监测系统，进行省～市～县现场 料２０００套。
２０１９｜ 从事地质工程业单位９个，分别为 三级突发性地质灾害的现场视频 【舟曲江顶崖地质灾害救灾及治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一、二、三、四、水勘院，地调院， 演练。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灾
｜监测院，测绘院和工程公司（工研
｜院）。项目涉及国土资源、住房和城 献计】２０１８年汛期共发布气象预警９１
乡建设、发改、水利、环保、文物保 次，其中红色预警７次，橙色预警２５
｜次，黄色预警５９次。配合省厅开展东
护、旅游、安全评价等８个系统。

｜理】７月１０日，舟曲县境内突降暴雨，引

发洪涝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
１８．３９亿元。在舟曲南峪乡滑坡抢险救
灾工作中，应急中心发挥职能作用，
｜ 快速及时跟进应急监测、预警预报、

【地理信息及测绘业】开展全省 部９个市州汛期检查和巡查工作。联 应急处置等工作，科学预测、研判、
＂三权发证＂项目、＂农经权＂项目、 ｜合天水市国上局，开展省市区联合地 识别灾区滑坡地质灾害及次生灾害的
地理信息项目、土地规划项目、不动 质灾害应急演练，指导兰州市、陇南 危险范围、危险程度，保障应急抢险

产登记项日、工程测量项目、农房补 市、临夏州等市州地质灾害应急演练 工作的安全，为前方指挥部及抗灾抢

｜充调查项目等。２０１８年第三次全国上 ４次。完成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及处置 ｜险工作提供有力支撑。经过一系列勘
地调查项目，局属测绘院就获得９个 ２６次，编写应急调查报告２６份；完成 查、设计，确定工程治理措指施。

【环境地质和农业地质】开展全
申省地下水监测点控制面积一览表
盘测工程实疏后权制而 ｜监测工程实选前衣制面积 省土壤污染防治和有益组分调查评
｜价，拓展土壤污染等有机检测市场。

区城

１４

庆阳

已建成全省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
样品制备与流转中心。实施全省水土

限

０

６６

１ｏ

性州新区

１５ｓ３６

石羊河流城

８４００

１３６０５．８
７５７２９

炼勒河流城

８３２３．１！

５８００
２３４６２９５

５５７６０

合计

污染调查检测、农业地质调查等工

｜＂矿山环境与城市地质工程研究中
心＂被认定为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地

甘肃国土部门地下水监测网点情况表

悉站

监料Ｋ域

｜监测志个数

生州（含兰别新区

Ｌａ

天水（含陇西）
庆 相
石羊河流城

黑得流域
五勒河流城
合计

２７２｜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五
１４

１６ｌ
７１０

别
叫家数液

５

调院、三勘院成功中标＂甘肃省重点

盘

各

５００

｜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调查项目＂并

人围＂专业机构储备库＂。
【城市地质和旅游地质］２０１８

｜年，收集完成全省１５个重点城市基础

资料，编制完成《甘肃省城市地质调
查工作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５年）》，该

［

｜８

作。全面完成全省农用地污染详查，
建设完成全省最大的土壤元素含量数
据库，基本摸清全省４８？？耕地区土
地质量现状。山丹富硒农业地质调查
取得重要突破，为特色农业发展提供
重要依据。参与申报建设的＂士壤环
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程研究中心＂

别

［２０

｜方案已被纳入西北地区城市地质调查

总体方案中，兰州市被列为首批城市

地质调查示范城市。编制完成合作

市、临夏市《城市地质调查立项报南摄区２８０万平方千米、甘南摄区 ６７批次，涉及地图２０５０幅，经审核准
告》和兰州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立 ３．１０万平方千米优于０．５０米分辨率的予许可３３批次，涉及地图１１９４幅。
永久性测量标志拆迁准予许可４批
项报告，率先在合作、临夏回族自治 航空摄影影像。

州、兰州等地开展城市地质调查立项
【基础测绘信息与更新】开展ａ 次。其中，迁建国家一等水准点１
工作。编制完成《甘肃省旅游地质资 战市、天水市、定西市通渭县全域省 个、国家四等水准点２个，拆除国家
｜源调查方案》，积极参与甘南藏族自 ｜ 级基础测绘覆盖与更新，数字线划图 四等三角点觇标１个。利用涉密基础

治州标本馆建设，冶力关化石长廊、 年测绘面积共５．５０万平方千米。截至 ｜ 测绘成果审批准予许可７３６件，为全
永靖恐龙馆补建可扩性论证等项目， ｜２０１８年底，数字正射影像实现当年度 省各行业提供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成果

甘肃
开展武威市亥母洞考古发掘支护勘 全省域４２５８万平方千米更新；全省 ３９３６幅（点），其中各种比例尺成果 ｜年鉴

｜察、设计、施工，加强永婧县炳灵寺 入库数字高程模型（ＵＤＥＭ）３６４２万 数据２２０７幅，覆盖面积约３２５．９８万

２０Ｍｇ

石窟大寺沟淤砂治理专项课题研究， 平方千米，覆盖率为８５．５３？？？省入 平方千米，提供各类控制点１１９２９ ＧＡＮＳＵ
开展舟曲县文物保护华年古城维修、

库数字线划图（ＤＬＣ）２３４０万平方千 ｜点，提供航空航天影像资料８９．７７万

甘谷大象山石窟危岩体加固等工程项 米，覆盖率为５４９４？？
目施工。

测绘与地理信息

【卫星基站运行】建成１２０座卫

平方千米。全年累计提供各种测绘地
｜理信息成果４１５．７５万平方千米

星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ＣＳＣＯＲＳ系
统），全年运行稳定，持续为省内外
测绘资质单位提供空间信息服务，服 城市建设

（供稿：赵君范）

｜ 【测绘行业管理】测绘立法 ｜务时长约２３．２０万小时，并完成与陕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年，全省
《甘肃省地图管理办法》于２０１８年６ 西、四川接边的基准站数据交换和共
月４日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议 享，和省气象局深人开展观测数据共 完成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２６９亿元；１６个设市城市污水处理
审议通过，由甘肃省人民政府第１４３ 享应用。

号令公布，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Ｉ日起正式
实施

｜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就】《测 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供水普

绘地理信息档案信息化技术研究与应 及率、燃气普及率分别达到９４？？

【测绘资质单位现状】全省测绘 用示范》《基于协同理论的测绘地理 ｜９４？？９８８１？？９０５６？？上；６５个县
资质单位总数为５０９家，同比增长 ｜信息监督管理方法研究及实践》等多 城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１０？？其中：国有企业８６家、民营企 个项目获得中国测绘学会科技进步奖 率、供水普及率、燃气及率分别达

业３００家、事业单位１２３家。按等级 一、二等奖；《甘肃省湿地自然边界 到８９？？９４？？９１４４？？６１．１６％
｜分：甲级资质２３家、乙级资质９１

确定试验项目》获得全省职工技术创 以上。

家、丙级 资质１９５家、丁级资质 新成果奖一等奖；《兰州北山区域削

２００家。
｜ 【省级综合监督检查】按照＂双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组织开展

山造地监测三维系统》等５项目获得 ２０１８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航测飞机起飞装 项行动，督促地级城市对黑臭水体排

随机＂要求，通过＂测绘地理信息随 置获实用新型专利１项。与兰州交通 ｜查整治工作开展自查，巩固整治成
｜机抽取系统＂抽取被检单位３０家。经 大学联合申报的地理国情监测技术应 效；１１月，会同省生态环境厅印发
｜ 检查，合格单位２１家，不合格单位９ ｜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经民家 《甘肃省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

家，并按相关规定对不合格单位进行 发改委批准成为国家级科研平台。
相应处理。

施方案》，持续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反
【地理国情监测】２０１８年，完成 馈意见整改工作，指导各地加快推动

【基础测绘与地理国情监测】甘 全省域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生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市县城区污
肃省白然资源卫星影像云服务平台持 ｜产，开展城市地理国情、国家级新区 水收集管网改造完善工程建设，督
续获取省域内高分辨率避感影像，累 空间格局变化、丝辑之路经济带区域 促缺水城市加快污水再生利用工

计获取０．８０米、２米分辨率卫星遥感 生态保护３项专题性地理国情监测， 作，多次对市州工作进展进行现场

影像数据６４９８景，共计６９４万平方千 形成监测报告、系列图件和综合统计 调研、检查、督导，推动环保督察
米（含重复区域），为省级基础测绘 ｜数据集，为兰州新区建设进程及效果 整改各项工作完成，按期上报整改
计划任务、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省 评价、全省地级城市发展规划、区域 报告。扎实开展全省供水、燃气行
域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生态红线划 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基础参考。
｜业安全生产检查各查。对兰州市、
｜定、大熊猫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项日建
【地理信息成果与地图服务】地 金昌市危桥改造工作进行现场督
设等提供基础数据源。本年度获取陇图审核行政许可事项共收到送审图件 办。兰州市发生道路塌陷事故后，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２７３

及时下发《关于开展城市道路安全 完成率为００？？全省历年累计建设 ｜品住宅累计可售面积１９１４．３９万ｍ２，
运行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公租房（含廉租房）４３．３万套，分配商品住宅去化周期１２．６个月，比２０１６

署
甘肃
年鉴

｜地对道路安全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 率为９６．５排名全国第５位（其中 年底的１６．９３个月缩短４３３个月。
确保市政道路安全
政府投资公租房３６３４万套，分配率 ｜ 【市场调控和监管】向省政府报
做好《甘肃省风景名胜区条例 ｜为９７．６排名全国第４位），发放城 送《关于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和近期
的修订工作。对符合甘肃园林城市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５．０２万户、 调控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关于全国

（县城）的武威市、永靖县、清水１．５３亿元

县、民勤县、山丹县进行命名。

开展供热设施运行情况评估，狠

刚０ 抓供热设施建设、设备保养维护、隐
ＧＡＮＳＵ ｜患排查治理等各项工作。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３月，组织各地开展城镇供水规

部分地区房地产工作座谈会议精神的

报告》以及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货市场
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投 情况的报告。参加省政府研究室建立
【配套资金支持】２０１８年，共＇

资、省级配套资金和国开行农发行贷 房地产长效机制调研，形成《关于建

款资金４２７．２９亿元（其中：中央保障 立我省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建议》调研

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６１．１５亿元、中 报告。起草《进一步促进我省住房租

范化管理考核实施情况自查工作，９ 央财政公租房配套设施资金０８亿 ｜赁市场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先后向
月迎接住房城乡建设部供水规范化管 元、中央预算内投资配套基础设施资 各市州政府下发《关于加强全省房地
｜理考核。７月，授以国家城市供水水 金２５亿元，落实省级财政配套资金 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甘调控办
质监测网兰州监测站甘肃省城市供水 １０３４亿元，争取国开行和农发行贷款 ｜［２０１８］１号）、《关于通报近期房地产
｜水质监测中心职能，协助做好全省水 授信６２１亿元、发放贷款３０亿元）， 调控工作落实情况的通知》（甘调控
质督查工作。８月，下发《关于进一 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完 办［２０１８］２号）。落实中央＂三去一
步加强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工Ｔ 成投资４６８．３６亿元，较 ２０１７年 降一补＂重大决策部署，每月分析掌
｜握各市州商品住房去化周期变化情
｜作的通知》，指导各地做好公共供水 （３４６．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２？？
管网漏损率控制工作。９月至１０月，
｜【住房供应体系建设】起草《进 ｜况，对商品住宅去化周期较大的市州
组织开展供水水质督查工作，重点对 一步深化我省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完善 及县区强化目标考核，靠实地方政府
城市市政供水管网水、二次供水的水 住房供应体系的调研报告》报省委改 主体责任，多措并举，做好房地产去
质进行督察。指导各地强化生活垃圾 革办，起草《甘肃省进一步深化城镇 库存工作。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工作，进一 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的实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
步提升生活垃圾无害化水平。配合省 施方案（征求意见稿）》。通过实物 房地产领域购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
发改委指导各地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 配租或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保障进 ｜作的通知》（建办［２０１８〕２２６号）要
作。会同省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创 ｜城务工农民的居住需求。截至年底， 求，发现违法违规问题１１３个，完成
建甘肃省节水型城市活动的通知》， 全省累计为３８０５９户进城务工农民家 整改６３个。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７
对符合节水型城市要求的张掖市、武 ｜庭提供公租房实物配租保障，为７９７ 部门部署，联合省上８部门在全省开
威市进行命名。
户农民工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支 ｜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持做好藏区棚户区改造，２０１８年共下 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全省
住房保障
达藏区中央补助资金６．９１亿元、省级 共检查房地产开发项目１２５５个、中介
配套资金０９１亿元，支持甘南州实施 机构１４６２个，查处房地产企业违法违
【住房保障工作任务】２０１８年， 棚户区改造２０８４４套，支持天祝县实 规行为１８９起、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
甘肃省住房保障工作任务是：实施城 施棚户区改造７１５套。

｜为３４２起。

镇棚户区改造２３．２２万套（列入省委
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棚户区改 ｜ 房地产市场监管
造基本建成９．６５万套，公共租赁住房

２０１８年底，全省通过租赁交易服
务平台合计发布租赁房源５７９８０套（其

基本建成００７万套；２０１８年底前，列
入国家计划的政府投资公租房分配率
达到９０？？上，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
庭租赁补贴５．２７万户。截至１２月底，
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２３２２万套，

｜中市场化房源３９０６３套、公租房１８９１７

｜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房地产开 套），线上平台房源合计交易１９７１套，

发投资１１６．３９亿元，同比 增长 手机ＡＰＰ注册用户８１３０５户，平台浏览
１８．２？？？工面积９４２８５１万ｍ，同比增 量１２７万人次。推进专业住房租赁企业
长３？？？开工面积２４３０３万ｍ，同比 组建发展，兰州市成立１３家、天水市
增长２９？？？工面积７５２３４万ｍ，同 成立１家、张掖市成立４家。
｜开工率为１００？？？户区改造基本建 比下降１１．３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完成房地产行业管理信息系统化
｜比增长２３２？？全省商建设，实现房地产行业审；
成完成率为１４６４？？？租房基本建成

２７４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公积金缴存额２６７５３亿元，完成年计 年为５．８５万户家庭发放住房贷款１９６
城乡建设厅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 划的１１８．３８？？？增提取额１９０８４亿 亿元，支持职工购建住房面积６８５万
｜产开发企业资质告知承诺试点的通 元，同比增加３９４７亿元，同比增长 平方米。支持租房提取，简化手续，
知》（甘建房〔２０１８］３９４号），在兰 ２６０？？？取率７１．３？？当年提取额 ２０１８年租赁提取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网上办理。制定下发《甘肃省住房和

占当年缴存额的比率），同比上升
１０．７５个百分点；发放个人贷款１９５８９
知承诺试点。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 亿元，同比增加１３０６亿元，同比增
办公厅关于解决群众办事百项堵点情 长７１４完成年计划的１２３．９８％；
况的通报》，向市州房地产管理部门 业务收人２９５８亿元，同比减少０５４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等五个
试点地区开展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告

下发通知督促解决房管部门在群众办

４４．１？？

２０１８年全省申请缓缴、降比单位

３２０家，减少企业负担３０００万元，涉 甘肃
及缴存职工人数８０多人。根据住房

｜城乡建设部要求，要在２０１８年６月底 ｜年鉴

亿元；业务支出１６．５２亿元，同比减 ｜前完成公积金基础数据标准贯标和银

２０ｓ

事中存在的堵点问题。为保证实行不 ｜少００３亿元；实现增值收益１３．０６亿 行结算系统接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平台 ＧＡＮＳＵ
动产统一登记后房地产交易管理的顺 元，同比减少０．５１亿元，全省增值收 （简称＂双贯标＂）两项重点工作，
利进行，配合国土部门出台《甘肃省 益率１４２比２０１７年同期下降０２７ 全省１４个市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
不动产统一登记便民利民改革工作实 ｜个百分点。
９个行业（企业）分中心全部上线并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住房公积金
通过达标验牧，接人率、上线率、验
施方案》，参加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
便民利民改革专项督查。
缴存余额９５８．８６亿元，同比增长 收率均为１００？？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 ８６？？？增缴存职工８．１万人，完成 各地建成集门户网站、网上业

２０１８年，开展全省国有土地房屋征收 年计划的１４０２４？？？贷余额７４７５亿 ｜务大厅、手机ＡＰＰ、微信公众号、
机构调查摸底和征收项目调查统计工 元，同比增加８５９７亿元，同比增长 自助终端、微博等８种方式为一体
作。起草《甘肃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１２９９？？？贷率７９６同比提高 的综合服务平台，网上可办理业务

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２９６个百分点；结余资金２１１３５亿 ｜事项３３项，占住房公积金全部业务

【物业管理监管】制定印发《甘 元，同比减少９２８亿元，同比下降 的８０？？？理规范群众和企业＂最

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４．２１？？？人贷款逾期额４７６３．３６万 多跑一次＂办事事项３５项；简化和
取消各类证明材料１０１项，取消业
〈２０１８年物业行业安全生产目标责任 元，逾期率０．６３？？
【公积金监管】制定全省住房／ 务办理时提供复印件的要求；建成
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建房
［２０１８）３２１号），对物业服务企业做 积金业务发展目标，将归集、使用和 省级１２３２９短信平台，在甘肃省政务

｜好消防安全工作提出要求。根据《甘 风险防控同部署、同落实，增加扩 服务网上开通＂全省住房公积金查
肃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挂牌督办重 面、归集、贷款、个贷逾期率等业务 询＂，全年接听热线１２９．０６万人次、
大火灾隐患的通知》要求，向嘉峪关 指标考核权重，层层签订责任书。制 ｜发送短信７０万条、查询量１８５万人
市房管局、金昌市建设局、定西市建 ｜定《２０１８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 ｜次；完成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设局、临夏市建设局下发《关于督办
重大火灾隐患的通知》。起草《甘肃
省物业项目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草
案）。检查物业项目２１个，对物业小
区消防、电梯、水电暖等公共设施设

要点》，部署十二项重点工作任务。 接续平台全面接入工作，实现全国

召开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会议、 范围内＂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全省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及 ２０１８年通过转移接续平台办理业务

＂四办＂改革推进会议，督促指导各 ７８５９笔、２．３５亿元。
｜地推进各项工作，

｜探索建立住房公积金自愿缴存机 城市规划
上位法的修改和取消物业资质后加强 ｜制，全省有９个市出台支持进城务工
行业诚信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管理的 人员、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徽存
【规划编制】组织规划编制单位

备日常维保巡检进行全面检查。根据

要求，对《甘肃省物业管理办法》进 公积金政策措施。２０１８年全省特定群 对《甘肃省城镇体系规划》进行优化

行修改，经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十三届 ｜体人员建立公积金个人账户４００多 完善。陇南市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成
省政府第３０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个，累计建立个人账户１０万个。用好 果已报省政府审批。兰州、天水、庆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起实施。

住房公积金管理

｜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住房消费，推 阳、张掖、合作、金昌市正在开展新
动房地产去库存。贯彻落实房地产市 ｜一轮总体规划纲要修编工作。在确定

场调控要求，实施差别化贷款玫策， 庆阳市、陇南市、金昌市等３市作为

优先支持中低收人家庭首套房、城镇 省级推广＂多规合一＂试点经验城市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新增住房 居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需求。２０１８ 的基础上，各促指导１４个市州充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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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多规合一＂试点的工作模式和经 排，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庄 标、补助标准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

验，指导所辖县完成新一轮总体规划 规划工作的通知》，从实现村庄规划 明确和完善工作措施和职责。组织开
编制报批工作，
管理基本覆盖、因地制宜编制村庄建 展存量危房抽查复核鉴定工作，组织
｜ 【规划管理】加强省级重大建设 设规划、按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 开展农村危房＂拉网式＂排查鉴定，
项目选址管理工作，通过省投资项目 ｜整治要求进一步完善村庄规划内容、 ｜会同省扶贫办、民政厅、残联进行信

甘肃
｜年鉴

２０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共依法办结重大建 加快村庄规划管理体系建设、全面推 息比对，建立全省１０．５９万户农村存
｜设项目选址７８项。推进全省历史文化 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工作机 量危房台联及信息数据库。配合省政
｜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工作，全省 制、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规划审批程 府督查室开展两次工作督查，８月份

已划定历史文化街区１９处、确定历史 序、完善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组 开始对各市县进行月评比督查，１１月

建筑１３８处。完成对天水市、临夏 织多方力量下乡编制规划、加强组织 份会同省财政厅组织开展年度绩效评
保障落实编制经费等９个方面，对全 价工作。按照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安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市、大蜻镇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 省村庄建设规划工作提出要求和具体
｜排，修订贫困退出住房安全验收标准
规划的审查并获省政府批准，完成对
及程序、对２０１７年贫困退出的６个片
武威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审 目标。
查。对兰州、武威、金昌三市城乡规 ｜【村镇建设】按照住房城乡建设 区县和１２个插花县进行验收。针对国
｜ＧＡＮＳＵ

｜划编制、实施、修改和监督工作履职 部工作部署，对甘肃省全国特色小镇 家扶贫考核、国务院扶贫巡查、民主

情况以及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 的培育、建设和成效进行评估。根据 监督调研、住建部绩效评价、省级监
相关工作进行督察。３月１５日，在兰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四部委《关于 答检查发现的相关问题，制定《全省
州组织召开全省城乡规划督察整改工 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突出问题整改方
｜作推进会暨城乡规划培训工作会议。 的若干意见》，配合省发改委对特色 案》，按期完成整改工作。下发《关
组织制定《甘肃省城乡规划编制成果 小城镇培育建设进行整改规范，提出
报备规范》《甘肃省城市总体规划编 ｜推进特色小镇创建工作的具体要求。
制成果ＣＡＤ制图规范》等１３个数据 ｜深入开展传统村落的中报和保护工
｜报备的标准规范，全省城乡规划管理 作，指导完成第四批１６个传统村落的
信息平台于１１月６日通过专家会验收 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并通过住房城乡建
｜并正式投入使用。编制完成《甘肃省 设部规划审查；会同省财政厅拨付陇

于全面排查整改农村危房改造突出问

题的通知》，组织开展农危房改造
＂回头看＂专项行动和农村危房改造

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组织召开全

省农村危房改造部署会、现场会、培
训会。编制并向各地发放农村危房改
田园综合体规划策划书》和《甘肃省 南市宕昌县狮子乡东裕村等５个村中 造口袋书、政策明白卡和工作指导
｜乡村社区规划风貌导则》。
｜央财政补助资金１５００万元；接受甘肃 手册。
经济日报采访，推出《传统村落的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制定印

｜村镇规划建设

＂围村＂之困》《乡村振兴传统村落的 发《全省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动
突围＂之路》等系列报道；制定年 ２０１８年实施方案》《全省全域无垃圾

｜【村镇规划］印发《关于做好 度传统村落资金绩效目标。截至２０１８ 三年专项治理行动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２０１８年村镇规划工作的通知》，制定 年底，全省３６个中国传统村落已申请 ｜年）目标任务清单》《全省全域无垃
２０１８年县域乡村建设规划编制计划， ｜到２５个村的中央补助资金７５００万 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方案（２０１７－

对列人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县域乡村建设规 ｜元。组织申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路４５ ２０２０年）考核办法》。组织开展全省
｜划编制计划但未按时完成编制、审 ｜个。研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措 专项督查３次，联合省电视台开展明
查、审批、登记的县区进行督促指 施，配合牵头单位起草《甘肃省乡村 察暗访１５次，对全省１４个市（州）、
导，对全省村庄规划编制进行安排部 振兴战略规划》有关内容，提出推进 ｜８６个县（市、区）、３０５个乡镇（街
署。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全省完成县域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意见的目标和 道）、７６２个村社（社区）全域无垃圾
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实现全省８６
｜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审查、审批、登 措施。
记的县（市、区）３０个，覆盖率达到 ｜【农村危房改造】２０１８年，计划 个县市区督查全覆盖。在省电视台开
３５．７？？此项工作２０１６年启动，２０２０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７９万户，全面完 设全域无垃圾专栏《净美甘肃》，播
年要求全覆盖），镇乡总体规划达到 成年度目标任务，共下达补助资金 放系列专题片２１期，播出红黑榜１０３
全覆益，建制镇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 １１２３亿元（中央资金５．５５亿元、省级 ｜条，播放全域无垃圾公益宣传片７５批
率达到７３全省行政村规划覆盖率 资金５．８亿元）。印发《甘肃省农村 次；在《今日聚焦》栏目播出全域无
危房改造三年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垃圾专题片４次。４月２４日，会同省
｜达到８７５？？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政府安 ２０２０年）》，对原定危房改造时序目 交通厅、兰州铁路监督局、中国铁路
２７６｜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印发《关于

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一步推进 ６１４号），维护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

建立铁路、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 残疾人、老年人、母婴群体等无障碍

的合法权益。完成工程造价信息监测

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长效机制深入 ｜工程建设标准服务工作，加快无障碍 ｜系统平台建设。完成水泥基复合夹芯

推进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动的意 ｜建设法制化进程，强化相关标准的宜 ｜墙板安装、ＦＳＩ０１防水涂抹、ＦＳ１０１防
见》。截至１１月，全省各市州已建成 ｜贯与实施。协调施工图审查机构，对 水砂浆等一次性单位估价表批复工

工程建设及改造项目执行《无障碍设 作。根据工程造价事业发展＂十三
埋场１５８座、新型垃圾处理场２９座， 计规范》《老年人居住建筑设计标 ｜五＂规划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 甘肃
配备各式垃圾车辆１５４００余辆，配备
｜投人使用（包括原有）无害化垃圾填

保洁人员约４５０００余名，全省累计清
｜理陈年垃圾１６００余万吨。

标准定额

准》等工程建设标准情况进行把关。

｜于加强和改善工程造价监管的意见》

［工程造价监管】完成《ｔ甘肃省 （（建标 （２０１７〕 ２０９号）要求，探索搭 ｜年鉴
农村建筑工程人、材、机消耗量指 建工程造价纠纷平台，建立工程造价 ２０１９］
标》印制并下发各市（州）、县建设主 ｜纠纷调节机制。举办全过程造价咨询 ＧＡＮＳＵ
｜管部门和乡镇政府、填补基层地区消 和ＢＩＭ咨询培训会议对《建设工程造

耗指标空白，有效助力精准扶贫农村 ｜价鉴定规范》（ＣＢＴＳ１２６２－２０１７）等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２０１８年， 危房改造攻坚工作。完成《甘肃省装 进行分析讲解。举办甘肃省第一届高
完成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及建筑标准设 配式建筑工程预算定额》编制实施方 等院校工程造价技能竞赛。组织市州

计图集编制、修编共３９项（含２０１８ ｜案。制定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 ｜造价站完成材料预算价格整理、修
年以前的计划项目）。完成编制的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有《ＦＲ复合保温墙板

设厅关于调整甘肃省建设工程计价依

据增值税税率有关规定的通知》（甘

订、审查工作，开展人工和材料指导

价、材料价格信息、人工成本信息和

应当技术规程》《公路沥青路面施工 建价（２０１８）１７５号）。完成《甘肃省 住宅成本信息发布工作。
技术规程》《绿色医院建筑评价标 ｜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

准》《地源热泵系统建筑应用能效测 《甘肃省建设工程施工仪器仪表台班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评技术规程》《附着式升降脚手架应 费用定额》及其配套的地区基价（含

用技术规程》《建筑信息模型（ＢＩＭ） ｜税价格、不含税价格）的编制工作。 ｜【工程建设管理】进一步优化监
应用标准》《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 ｜完成《甘肃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报 ｜理资质、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行
筑节能设计标准》《高速公路交通安 批稿的审定及修改等工作。指导省文 ｜政审批及备案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全
全设施设计规范》等１８项，完成修编 物局开展《甘肃省古代壁画、彩烈与 覆盖、办结率１００？？？工许可、监

的工程建设标准有《地基基础工程施 土建筑遗址保护维修工程预算定额、 理资质审批时间分别压缩至３个工作
工工艺规程》《地下防水工程施工工 ｜基价》《甘肃省文物建筑保护修纳工 日、１０个工作日，实现＂一窗办一网
艺规程》《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绿色 ｜程预算定额、基价》编制工作。为贯 办简化办马上办＂。２０１８年共办结监
｜建筑施工与验收标准》等１５项，完成

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理企业新设立、升级、增项共５３项，

的标准设计有《ＦＲ复合保温墙板建筑 推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施工许可申请１０项。优化营商环境，
构造》《火探管式感温自启动气体灭 见》精神，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 减轻企业负担，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火系统》《深基坑支护结构及防排 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规费计取方 础设施工程中率先推广工程款支付保
水》《建筑边坡支护结构及防排水》 法的通知》（甘建价［２０１８〕５７５ 函担保工作，建设单位除采用现金担
等６项，完成《灌注机后注家技术规 号）、《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保外自主选择银行保函、工程担保公
｜程》《建筑施工安全资料管理规程》 印发《２０１８年度工程结算中有关问题 司保函以及工程保证保险保单进行工
《高延性混凝土应用技术标准》等１０ ｜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甘建６ 程款支付担保。进一步规范房屋建筑
［２０１８］６１５号）。
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工程保证金的收
项标准审查。
全面停止市州建设主管部门对初 取、使用、返还。
为贯彻落实《标准化法》、国务

院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及住房城乡建 始申请工程造价咨询乙级资质的初审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召开全省
设部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意 业务。简化申报资料和审核程序，在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与各市州分别签
见的精神，开展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信 ｜网上实行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乙级资质 订目标责任书。先后５次召开会议专
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工程建设标 申请、延续和变更的申报和审批。印 题研究部署全省质量和安全生产工
｜准化解读宜贯工作。严格贯彻执行国 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 作。２０１８年是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升
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甘肃 发《甘肃省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管 行动的第二年。全省共开展建筑施工
省无脾码建设条例》及国家有关无障 ｜理办法》的通知》（甘建价〔［２０１８］ 监督执法检查１４２１次，累计检查工程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２７

构数据上传情况进行日常监控。
１２３１９项次，下发监督执法检查整改 签发整改通知书和执法建议书６１份。构数
单４６９３份，下发行政处罚书１５１份， 组织保温材料检测第二次能力验证
［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截至１１

处罚单位１９６个，处罚人员１２６名， 作，取清不具备保温材料检测能力的 月，由省招标办监管进人省公共资源
实施信用惩戒４７起，曝光违法违规典 １家检测机构建筑节能检测资质。在 交易平台招标工程项目１７９标段／

甘肃
年鉴

２０

型案例１０７起，全省未发生重大及以 全省范围内开展建筑塔式起重机专项 次，工程中标总价约５２９３亿元。印
上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 监督检查，共检查建筑塔式起重机 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
总体可控。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全省质 １６７７台。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已认定事 一步改善和优化招投标管理工作的通
量和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故责任，查清事故原因的建筑施工生 知》（甘建建［２０１８〕２２３号）、《甘肃
｜行动及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治理行动。 产安全事故进行政处罚。对存在超资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甘肃
共抽查项目１０４项，发现问题隐忠 质开展检测业务的１家检测机构吊销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电子

ＧＡＮＳＵ ｜１９８８条，下发问题清单７份、整改通 并注销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 ｜化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甘
书６０份、执法建议书３０份。
质；对伪造试验检测数据、出具虚假 建建〔２０１８］１０２号）、《甘肃省住房
｜组织编写《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 检测报告的１家预拌混凝土公司和１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房屋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常见问题及其防 家检测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工程量清单

按照省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招标投标综合记分评标定标办法》的
要求，对２０１７年全省房建市政工程质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推行质量管理标准
通知》（甘建建［２０１８〕１０１号）、为
｜化工作实施方案》，从２０１８年起分三 量状况进行分析，对２０１８年开展质量 ｜企业减负，规范招投标活动。印发
个阶段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行工程质 提升行动工作做出具体要求。对眠县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
虽管理标准化工作，实现质量行为规 源县地震灾后重建靖远县异地安置区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事中事后
范化和工程实体质量控制程序化，力 房屋修缮工作进行督查指导，先后印 监管的通知》，充分发挥平台监督、
争到２０２０年底全面推行工程质量管理 ｜发《关于全面彻底解决眠县薄县地震 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进一步加
标准化。开展建筑施工企业和项目安 灾后重建靖远县异地安置区房屋修缮 ｜强和规范招标代理机构的市场行为。
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工作，把企业标准 遗留问题的通知》《关于尽快彻底完 组织专家分别对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
化考评工作与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挂 成眠县漳县地震灾后重建靖远异地安 有限公司和甘肃交易通信息技术有限
钩，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规范 置区房屋修缮及验收工作的通知》等 公司开发的＂甘肃省建设工程计算机
｜过程管理。编制安全技术标准规范 文件。对２０１７年度通过网上申报的７３ ｜辅助评标系统＂和＂电子标书制作工
《建筑施工安全资料管理规程》，并于 项省级工法进行评审，共有３９项工法 具＂进行审验并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使
１０月１８日通过专家评审。印发《甘肃 通过评审推荐为２０１７年度省级工法。 用。强化招投标监管工作，对１４家建
省建设工程飞天奖评选办法（２０１８年 ｜对２０１７至２０１８年度（第二批）甘肃 设单位及施工单位依法进行行政
修订）》，规范和完善评选程序及办 省建设工程飞天奖评选活动网络申报 处罚。
法，更新甘肃省建设工程飞天奖评审 的７２项工程进行评审，有６项工程获
专家库。
＂飞天金奖＂，４０项工程获＂＂飞天 建筑市场监管
印发《关于加强装配式建筑工程 ｜奖＂。共有５４项工程通过现场复查。
质量管理的实施意见》。召开全省建 对１０项省列重点项目（总建筑面积
【市场监管】２０１８年，实现全国
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暨《甘 约９９万平方米，工程总造价约 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与省级监
肃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６８７亿元）开展监督检查。＂甘肃省 管平台的全面对接，实现数据共享。
产管理条例》宣贯培训会。对兰州轨 建设工釉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 ７月，省政府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
道交通１号线一期工程和２号线一期 平台已陆续建成并投入人运行，初步 办公厅关于推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工科进行专项检查。采用＂双随机、 实现基于信息平台的日常安全监 的实施意见》。６月２８日，组织召开
｜一公开＂的方式，在全省开展预拌混 管。认真做好全国建筑施工安全监 ＂省建设厅推进建筑业改革发展座谈
治手册》。印发《甘肃省房屋建筑和

｜ 凝土质量专项监督检查，共检查预拌 管信息数据共享交换工作，将安全 会＂。８月，省政府印发《甘肃省人民

混凝士生产企业３５１家，下发整改通 ｜生产许可证信息、三类人员信息、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优化建设
知书１３４份，下发执法建议书及停工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信息 领域营商环境实施方案的通知》（甘
通知书３０份；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等相关数据实时动态交换至全国建 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７４号）。
｜机构专项监答检查，检查建设工程质 ｜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与各市
｜【行政审批】按照＂政务＋互联
｜量检测机构共１５０家（含分支机构）。

２７８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构共同对检测机网＂模式，进一步提高行政

期管理、验收各环节的信息化管理。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西北市政院分别
批通过企业３５６家次，审核上报住房 市、白银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承担的清洁取暖和垃圾分类处理两个

率。２０１８年，共受理企业资质申请９｜保支工作问题整改的督办通知》（甘
批７２３家次（含网上受理６４２家），审 建建〔２０１８）３８４号），重点对武威

城乡建设部审批资质２８家次，其中甘 ｜进行督查。
｜肃四建和八冶分别取得特级资质。４

重点课题完成研究并形成研究报告。

兰州、天水、嘉峪关三个试点城市装

月中旬至７月中旬组织开展二级临时 建筑节能与科技

配式钢结构建筑试点项目总面积约３４

建造师网络继续教育，首次采取网络

万平方米。

｜视频教育、网上答题考试、网上延续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２０１８

进一步完善装配式建筑工作机意

注册，全过程免费培训。按照省政府 年，全省城镇新建建筑执行建筑节能 政策。对甘肃建投国家装配式建筑产
＂放管服＂和＂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强制性标准比例达到１００？？完成居 ｜业基地实施情况开展评估，综合考评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ｓ

的任务要求，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 住建筑节能７５？方标准编制工作， 合格。组织甘肃建投、中铁二十一 ＧＡＮＳＵ
乡建设厅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告 启动绿色建筑工程施工验收评价系统 局、甘肃筑鼎、甘肃安居等企业以及
知承诺审批试点的通知》（甘建建 研究工作。５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对 兰州等试点城市工作人员，参加
［２０１８］２７５ 号），在兰州新区、兰州 兰州市、酒泉市及敦煌市建筑节能和 ＂２０１８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与工
高新区、金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银 绿色建筑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各市州 程技术博览会＂。７月中旬，组织参加
｜高新区、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等５个 按月网上报送新建建筑节能和绿色建 中建协在兰州举办的装配式建筑技术

试点地区开展建筑业企业资质告知承 筑统计数据。努力持续推动既有居住
诺审批试点工作。２０１８年共受理登记 建筑节能改造，向各市州分解下达
进甘省外总承包一级以上企业３０６ ＂十三五＂任务１２６０万平方米，指导
家，外省进入甘肃省建筑业企业达到 市州依托旧城改造等政策开展节能改
２１７家。
【安全督查】按照《甘肃省住反

造。兰州等市州２０１８年完成既有居住

应用经验交流会，现场观摩甘肃建投
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小区和甘肃安居公
司装配式建筑部品构件生产线。组织

专家论证天水市装配式建筑技术路线
｜和评价标准并提出指导意见。实地调

｜建筑节能改造面积３０４万平方米。督 研东乡、临洮等县装配式农宅样板并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立即开展全省住建 促兰州市开展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 形成调研报告。公布第一批装配式建
领域质量和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城市工作。按照省节能宣传周的统一 筑专家委员会专家名单（６５人）。

治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从５月１０ 部署，组织各市州建设局于６月１１至
日起，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 １７日开展建设领域节能宣传。会同省 勘察设计

式，对全省建筑施工质量安全、市政 发改委、环保厅、农牧厅于５月４日

公用设施运营安全、房屋使用安全、
施工转包违法分包专项治理、项目履
行基本建设程序、参建各方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等方
面进行督查，共随机抽查项目９２个。
对监管系统进行改造、完善和升级，
提升行业监管能力和水平，同时以大

｜联合印发《甘肃省冬季清洁取暖总体

｜【施工围审查】２０１８年，省委省

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印发《甘肃 致府为民办实事的全省城市老旧住宅
省冬季清洁取暖城镇供热系统优化和 小区加装电梯５００部计划任务全部完

建筑能效提升实施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成。修订印发《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
年）》。调研兰州市无干扰地岩热、 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审查管理办

空气源热泵和电者热装置联动等清洁 法》，简化审查要件，调整施工图审

｜取暖项目，调研相关技术在甘肃省推 ｜查及备案程序，实行告知性备案。９

｜数据为依托加强市场动态监管。按照 广的适宜性。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完成 月１日起将人防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 ｜＂甘肃省城市和农村不同供暖方式的 审查（含附建式人防地下室、单建人

２０１７年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问 政策建议和适宜性技术研究＂课题并
题整改方案》（甘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１０ 形成研究报告。
号）和省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联席 【建设科技］２０１８年，组织完成
｜会议的部署要求，印发《甘肃省住房 年度建设科技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甘肃省２０１７年 ｜共５２项列人年度科技计划。组织年度

防工程）并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
｜的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范
围，实现＂多审合一＂。１０月，印发

项目获二等奖。印发《关于加强科学

负责的非政府投资建设的房屋建筑和

《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关工
｜作的通知》（甘建设〔２０１８〕４９４

度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间题整改 省科技进步奖推荐工作，有３个推荐 号），取消各市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方案的实施意见》（甘建建〔２０１８）
３９１号）《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
于抓紧开展农民工工资治欠保支工作
的紧急通知》、《关于农民工工资治欠

｜技术计划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建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初步设计审批事
｜成＂建设科技信息管理系统＂并运 项；调整勘察设计资质管理方式，不
行，实现科技项目在申报、立项、中 再统一刻制出图章，勘察设计单位根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２７９

据资质证书许可的范围按照统一制式 日、９月１７日分别与全省施工图审查 ｜乡建设部关于严格规范城市管理执法

舅

要求，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刻章单位自 机构座谈，共同研究施工图审查＂放 行为严肃执法纪律的通知）的通
｜行刻制出图章。取消企业申报资质时 管服＂工作，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严 知》。１１月，组织开展全省城市管理

提供人员社保证明事项，改为法人承 格执行抗震设防专项审查制度，组织
诺制，优化营商环境。２０１８年，全省 完成２１个超限高层建筑的抗震设防专

｜执法行为规范培训。

【连法建设治理】３月，召开全

共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３２９家，其中 项审查工作。组织各市州对２０１７年以 ｜省城市违法建设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
｜甲级资质勘察设计企业４７家、乙级资 来完成审查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和在 话会议，传达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甘肃 质７７家、丙级资质１３７家、专项资质
年鉴 ６８家。完成全省３２４家勘繁设计企业

｜建的采用隔震、减震装置的建筑工程 ｜进一步加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的通
按要求开展自查。截至年底，甘肃省 知》精神，通报全省违法建设专项治
的资质集中检查及统计年报的审核报 采用减隔震技术设计的项目已达到 理工作推进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安排
ＧＡＮＳＵ 送工作，完成６１家勘察设计企业资质 ３１０多个，设计质量总体可控。６月２０ ｜部署２０１８年的工作任务。５月，印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新申请、延续）的审查审批工作。 ｜日，对武威市凉州城区抗震防灾规划 《关于进一步推进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进一步开放全省助察设计市场，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进行评审，该规划为第 细化目标任务的通知》，再次组织各
年共有３１３家省外企业承揽省内助察 一个通过省级评审的抗震防灾规划。 地对违法建设存量进行深入模排，建
设计项目２１２８个，与２０１７年相比， 嘉峪关市抗震防灾规划（２０１７－ 立精准到位的治理台账，并围绕五年
进甘企业增长１５？？承揽项目增长 ２０３０）也已通过评审并经当地市政府 专项行动目标任务制定年度治理计
２５？？根据新修订的施工图审查管理 批准实施。组建第二届震后房屋建筑 划。赴外省学习先进经验，改进工作
办法，对全省施工图审查机构及审查 应急评估专家队、震后市政公用设施 方式方法。组织开展城市违法建设治
人员全部进行重新认定，形成初步审 应急评估专家队、震后环境卫生处理 理工作业务培训。印发《违法建设治
核意见。
专家组、震后建筑垃圾处理专家组、 ｜理督办工作方案》《重大违法建设案
【质量检查］２０１８年，全省共完 ｜恢复重建规划专家组。本届专家队 件督办工作办法》。制定《违法建设
成施工图审查备案项目５４９２项，审查 （组）成员共１０８名，各专家队（组） 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
项目投资共计２８３８亿元（其中，完成 成员任期均为３年。５月１２日第十个 则》和《２０１８年违法建设治理工作计
建筑工程４３３６项，总建筑面积７７１７ 全国防灾减灾日，组织全省住房城乡 ｜划》，明确各阶段工作内容。全面掌

２０

万ｍ，总投资２４９７亿元；完成市政Ｔ
程１１５６项，总投资３４１亿元）。１月２４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筑
设计管理提升全省建筑质量水平的通
知》（甘建设〔［２０１８〕４２号），从七个
方面提出具体工作要求。每季度对全

建设系统开展＂行动起来，减轻身边 握各地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治理工作
的灾害风险＂主题活动，对建筑工程 进展情况，对违法建设治理工作推进

｜抗震设防进行专项自查，对市政公用 ｜不力、进展缓慢的兰州、天水、陇

设施、建筑工地进行灾害隐患排查治 南、张掖四市进行督办。截至１２月

理，促进建设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底，全省累计治理城市建成区存量违
建设。

｜省施工图审查完成情况及违反强条和

规范条文较多的勘察设计企业及其人
员进行通报，对其中４５家省内外助察 城市管理执法监督

设计企业的质量管理负责人进行集体

约谈。７月１０日至２０日，组织对全省

法建设面积５１７万平方米，除兰州市

｜外，各地完成年度治理目标任务，并
按照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的要求，
治理新增违法建设面积７６．７万平
方米。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组织召开

《供稿：彭 强）

｜ １５家施工图审查机构完成的４个项目 ｜全省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
（其中公共建筑项目２６个、住宅项目 工作推进会议。按照全国城市管理执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１６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７个）进行 ｜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
勒察设计质量检在并将检查情况进行 三年行动的工作安排，制定印发《目
【生产经营】２０１８年，新签合同
全省通报。６月，对获得２０１７年度甘 肃省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础、转 额３５．４８亿元、实现营业收入１７５３亿
肃省优秀工程助察设计奖的８０个项目 作风、树形象＂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元，同比增长１３７？？２６５资产负
（其中一等奖９项、二等奖２１项、三 《关于深入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 债率比２０１７年下降５．１个百分点，完
等奖５０项）和１２名获得首届甘肃省 环境建设年活动＂提升城市管理执法 成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 ３９３？？设计
工程勒察设计大师进行公布表彰。 水平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改进工 咨询业务新签合同额２５．１３亿元，实
［专项审查】８月２９日，召开全 作作风，提升执法水平，树立良好新 现营业收入１２９３亿元。项目管理和

省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座谈会，８月２４ 形象。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住房城｜ ＥＰＣ总承包业务新签合同额１０３５亿

２８０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元，实现营业收人４６０亿元

程总承包合同额排名中，再次进人榜单 保监会将集团公司从监管类移出到监

【重点项目】建设传统业务方 ｜（分别位列６８名和１５２名），为实现国 测类名录，给企业融资松绑。为集团

面，设计的国内最大管径热力管网项际工程公司转型目标奠定基础。将 公司、子分公司购置办公场所和经营
目——天津市滨海新区北疆电厂至中 ＢＩＭ技术应用到玉铜松快速路等重大 性房产，加大市州抵顶资产运营力

新天津生态城热力主干线项目正式投 项目设计、施工及运维管理过程中， 度，在天水、兰州市城市副中心投资
运，承担全国第二大全地埋式４０万 取得良好效果。与Ｂｅｎｌｅｙ公司合作开 项目、储备建设用地等方式，优化资
吨日污水处理厂——兰州七里河安宁 展成立ＢＩＭ研发中心，针对市政工程 产结构，抛升了融资能力。加大保障
污水处理厂、甘肃（天水）国际陆港 专业特点开发设计软件，进一步提升 房同购力度，全年同笼资金３．２４
｜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设计任务。

【新业务拓展】承接湖北、贯

｜设计效率和质量。

亿元。

（供稿：高）

州、江西等省市近２０个综合管廊的规

划、咨询及设计项目；成功入选雄安 城乡发展投资
｜新区生态湿地先进治理技术全球招选
单位，执行深圳坪山河干流综合整
【概况］２０１８年，累计实现背业
治、宁夏固原海绵城市等水环境治理 收入２１０２５万元，同比增加３０．６８％；
及海绵城市项目，在业界取得良好反 实现劳动生产总值１９１１万元，同比
响：获得合肥市２号线等３个轨道交 增长０７？？？现利润总额１６５１３万元

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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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赵 云）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空气综合

质量指数为４．２９．同比下降２．１？？１４
个市州中４个城市（张掖、陇南、甘
南、庆阳）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
｜ 通项日的设计及管理任务；拓展旅游 （税前），同比增长１９．６４？？？现投融 准，达标率同比提高７．２？？？良天数
｜文化、特色小镇等领域业务。
资１７．５７亿元。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 比率为９２．１同比上升０．１个百分
【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２０１８ ｜企业资产总额６９１１亿元、负债总额 点：ＰＭ２５浓度均值为３４微克立方
｜年，完成８项科研课题立项，其中， ２１９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４７．１２ 米，较考核基准年（２０１５年）下降
１９．０？ＭＩ０浓度均值为７７微克／位
与中建技术中心开展＂大型地下深隧 亿元。

结构与施工关键技术研究＂，对国内

｜深隧排水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

｜【项目建设】紧盯产业转型方 方米，较考核基准年（２０１５年）下降

向，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城市服 １８．９？？全省３８个国家考核断面中，

义。主编、参编国家、行业、地区规 务、乡村振兴＂三大产业布局，全面 达到或优于Ⅲ类的断面３６个，地表水
范、规程、指南、手册等６部，其 ｜推行项目强企战略，努力打好＂上项 ｜ 水质优良比例为９４．７？？国家要求达

｜中，主编的《市政道路桥梁工程ＢＩＭ 目攻坚战＂。积极调研、科学论证， 到８９５？无劣Ｖ类水体（国家要求
技术》、参编的《市政给排水工程ＢＩＭ ｜认真做好项目储备，先后考察储备装 ｜控制在２．６？１８个重点监管地级城

技术》已于２０１８年出版。

｜配式建筑、删户区改造等１０多个项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比例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共取得专利授 目。推进天水麦积全国养老示范基地 为１００？８条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权１８项，其中，发明专利３项，实用 项目建设，一期工程即将建成投入运 消除比例（按长度）为９４．０４？？国家

｜新型专利１５项。组建城市地下综合管

营。新建项目中，全国Ⅲ园综合体试

｜要求达到８０？３５个地下水国家考

彰、水资源环境、土壤污染防治与修 点项目一栖云李家庄田同综合体项目 核点位水质极差比例为８．５７？？国家
复、智慧交通工程等３个技术研究中 ｜进展顺利，施工现场＂三通→平＂基 要求控制在３１．４？达到国家目标要

本完成，项目策划、规划设计进一步 求。四类水体均达到国家考核目标要
师。多名技术带头人获得＂中国管廊 完善，特色小镇主题鲜明。大云寺一 ｜求。７４个国网背景点土壤环境质量监
｜心。２人获评甘肃省首届勘察设计大

｜建设管商工匠＂＂全国水业人物·

｜王母宫景区开发项目完成了尽职调 测结果均低于风险管制值，土壤环境

程与技术页献奖＂等荣誉称号。
查，累计投资６１７２万元。榆中教育园 安全稳定。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可控，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 区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初步完成，同步 ｜环境风险防控稳步推进，突发环境事
管理有序，年度内未发生重大生产安 开展项目策划。
件数量明显下降。
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拓展融资】参与发起设立国投
【环保督察】省政府按季度召开
【转型发展】２０１８年，承接南京 聚力并购股权投资基金，深化与中国 全省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江北新区顶山板块雨污分流工程ＥＰＣ 银行的战略合作关系，获得综合授信 调度会，持续传导压力，压实整改责
等大型总承包业务，总承包业务营业３０亿元，为企业融资发展奠定了坚实 任，着力查缺补漏，限期完成整改任
｜收入同比增长５１４１在２０１８年中 基础。加快退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工 务。由省级领导带队对１４个市州开展
国勘察设计行业公布的项目管理和工 ｜作，协调争取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国银 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实现全覆盖。省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２８１

委各查室明查暗访和省政府联合专项 ｜整改专项执法检查，＂绿盾２０１８＂巡 护地。《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
｜督查双管齐下，对全省整改情况进行 ｜ 查指出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神树水电站 案》通过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审

１４轮现场督导检查，逐一对６２项整改 生态破坏整治不到位的问题发生后， ｜核，红线勘界定标试点工作正在开
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和＂回头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及时作出指示批 展。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绩效评
看＂。进一步加强跟踪督查，严肃追 示，安排相关地区和部门立即对媒体 估考核工作顺利开展。组织开展＂三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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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同责，省纪委监委牵头查办问题线 反映问题进行梳理核查；省委主要领
索并对２１８人间责，各市州也对整改 导在相关会议上对整改工作提出明确
｜责任不洛实、存在违纪违规向题的５５ 要求，深人一线调研指导；省政府主
人进行责任追究。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要领导召开常务会、省长办公会，专
的３大类１９个方面的６２个问题，截至 题研究部署问题整改工作，赴现场进

线一单＂编制，初步拟定《甘肃省委

省政府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征求意见稿）》。先后在２７个市

｜县区组织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

创建工作，平凉市、两当县分别获得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底已按时限要求完成４６项，１０ 行督导检查。省生态环境厅认真落实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称号；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项正在按时限要求抓紧推进；６项经 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部署，立即会同 组织召开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
现场核查验收，已明确改进要求。制 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市州对存在的问题 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学习推广平凉经

定《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进行整改，对全省自然保护区进行全 验，推动廿肃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向
｜方案》，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省级环保督 面排查。特别是秦岭北能违建别墅问 纵深推进。
［环境监测】根据国家《生态环
｜察工作，由省级领导带队实现全省所 ｜题发生后，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党组
｜有市（州）督察全覆盖；按照《甘肃 （扩大）会分别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和《甘肃省生

省污染防治攻坚方案》中＂扎实推进 ｜传达学习中办关于秦岭北戴违建别墅 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建
＇两项整改＇＂的攻坚任务要求，完 ｜问题的《通报》精神，省政府对问题 ｜ 成覆盖县级以上城市的全省环境空气
成两轮次省级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较多的酒泉、陇南、甘南３个市州下 质量自动监测网、覆盖主要河流（湖

发抄告通知。省生态环境厅认真组织 库）断面（点位）的水环境白动监测
【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改藩实】找 学习中办通报精神，对秦岭甘肃段涉 网、覆盖沙尘传输路径的沙尘监测网
｜照《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 ｜及的天水、陇南２市进行专题调研， 和环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平台、联网
问题整改落实方案》任务分工，加强 组织开展秦岭余脉自然保护地各类生 监测平台，启动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组
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环境执法检查及事 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举一反三，组 分网、光化学网建设工作。系统谋划
中事后监管，联合相关部门对祁连山 织开展３轮专项督查，实现督查全覆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编
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开 盖。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自然保护区 制完成《甘肃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展督查＂回头看＂。继续对祁连山自 自查发现的１８４５个问题已完成整改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项目
然保护区内工矿用地、旅游设流和其 １７２１个，完成率９３．２８？？
立项审批，组织开展项目建设，将逐
他人类活动点位进行核实，指导张掖 ［农村环境治理】协调项目资 步建成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
｜市对全市１７９个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 金，争取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５８９０ 享的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切实提
态环境问题实现监测全覆盖。对有关 万元，安排省级环保专项资金４６００万 高监测评估能力。主动做好配合衔
部／门和相关市州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 元，切块下达至贫困县，由其按照涉 ｜接，完成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
整改情况及时调度落实，截至２０１８年 农资金整合使用，并重点向＂两州一 权上收，得到生态环境部肯定。
底，保护区内１４４宗矿业权完成差别 ｜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倾斜。指导继 ｜ ［环境执法监管】开展重点环境
化退出，４２座水电站完成分类处置， 续实施原项目的２１２个行政村开展以 信访案件办理情况和水、大气、固废
２５个旅游项目完成整改并实施生态环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垃圾污水治 等多项明查暗访专项督查及＂重拳出
境修复。完成保护区２１９７万羊单位 ｜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为内容的农村 击遏制环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合
｜减畜任务，传统共牧区放牧牲畜全部 虾境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法环境权益＂专项行动，与有关部门
｜ 退出并实行禁牧管理。祁连山生态保
【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定实施 联合开展＂打击环境资源犯罪专项活
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划、山水林田湖 甘肃省县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动＂，对中铝兰州分公司大修渣倾倒
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等项目加快实 实施方案》《甘肃祁连山地区生态保 问题、长庆油田采油区污染、武威污
｜施，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有 护红线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全 ｜水处理厂和永昌供热公司超标挂牌等
序推进。
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１２．２０万平方千 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督查督办，全省行
｜【全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２８６５涵盖 政处罚案件１３４８件，处罚金额
整改】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 全省１３类２６９个禁止开发区和其他保 １２１８３．５５万元，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得
工作。

２８２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到进一步遏制。

｜ 【环境应急管理】加强应急预案

组织完成全省伴生矿普查初测、详查 ｜点》，召开全省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

及质保检查工作，共计对全省１７６家 议。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央环

备案管理，省市县均印发突发环境事 企业进行初测，完成１６７家企业补测 保督察反馈意见和祁连山生态环境
件应急专项预案，完成备案企业２５７５

和３家详查企业的实验分析。

家，备案率达９９初步实现横向到

｜ ［环境影响及评价管理】省政府

｜边、纵向到底的环境应急预案体系建

问题整改、省级环保督察、＂绿盾
２０１８＂等方面，在《中国环境报》、

召开全省生态环境监管机制改革工作 甘肃电视台、《甘肃日报》、省广＂播

设；分层级组织省级突发环境事件应 现场推进会，推广张掖经验、印发实 电台等省内外主要媒体主动发声，
急演练３次，各市州相继开展突发环 ｜施《甘肃省全面深化环评＂放管服＂ ｜共刊登环境宣传报道４００余篇。充

甘肃
境事件应急演练２１次；加强与气象、 改革工作方案》《甘肃省人民致府办 分利用政务新媒体参与环境宣传报 ｜年鉴
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水利等部门联 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环评＂放管服＂ ｜道，通过政务微博＂甘肃生态环

２０ｇ

动，指导甘南州与四川阿坝州、庆阳 改革的意见》，通过提前介人、主动 境＂和微信公众号＂甘肃生态环 ＧＡＮＳＵ
市与陕西威阳市、平谅市与宁夏固原 服务、提升效能，有效提高环评审批 ｜境＂，及时发布和公开环境管理和环
市开展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建设；修订 效能。近８４？？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权 境质量信息。印发全省生态环境系
省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突 下放到市州、县区，行政审批办理时 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宣传工作方
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流程；组织开展 限缩短３０？？５０？？主动加强与兰州 案，召开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
｜全省提升环境应急能力预防突发环境 市、榆中县等有关方面的沟通衔接， 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与省广播电

事件专项行动，以行政区域、重点流 做好相关课题调研，组织召开榆中生 ｜台《阳光在线》联办生态环境宣传
｜域、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及环境应急物 态创新城规划建设协同推进会，研究 栏目，组织开展＂六·五＂环境日
资储备为抓手，不断强化环境应急能 制订《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协调推
力建设；妥善处置平凉市泾川县 进检中生态创新城规划建设的方

＂４·９＂交通事故导致柴油罐车破损 案》，全力支持榆中生态创新城建
部分柴油泄漏事件等５起突发环填事 设。紧盯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建立重
件，有效保障环境安全。
点项目对接推进工作制度、难点项目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开展 ｜集中督办制度、项目受理倒计时制
全省重点风险源企业监督检查工作， 度，实行在线并联审批，落实挂号督
督促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和生 办制度，有效保障各类重大项目落地

括动、７次环保设施公众开敢活动。
｜ 【生态环境机构改革、＂垂改＂

和综合执法队伍整合】完成省生态环
｜境厅组建，整合４个部门的６项职

责，厅机关内设机构由１４个（含机关
党委）增加到１９个，新设５个督察

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实行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
｜态环境部门监管责任。组织对全省环 ｜生效，全省１６５个省列重大项目中有 拟定《甘肃省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
｜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督 １３９个已批复，占８４？？剩余２６个项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
查，同时，加强枯水期、汛期环境安 目中，２４个尚未向生态环境部门报批 案（送审稿）》经省＂垂改＂领导小

全风险防控工作，认真开展环保项日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２个正在审批办 组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目前，正在
｜ 统筹推进＂毛改＂和生态环境保护综
＂邻避＂问题排查。相继对重点风险 ｜理中），
源企业、沿河企业及尾矿库等企业进 【生态环境法规、制度、标准建 合执法队伍改革各项工作。
行分类摸底，初步建立全省风险源数 设】组织修订《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

｜ 据库。

例》《工业企业环境保护标准化建设 污染防治

［核与辐射管理】印发实施《甘 基本规范》，出台《甘肃省大气污染
肃省落实《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 防治条例》，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
＂十三五＂规划及２０２５年远景目标〉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开展甘肃省乏燃料和放 《甘肃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射性废物处理处置生态补偿指标体系 法衔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等５
研究，启动实施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安 个规范性文件。在金川公司开展绿色
全防范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组织开展 发展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在
｜全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省级督查

【全省主要污染物减排】经自
查，２０１８年完成大气污染减排项目４０

个、水污染减排项目８１个，预计２０１８
年全省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

氧量、氨氦分别比２０１５年下降

７．７４？？７．６８？？７４９？？７．４０可以

４５８家工业企业开展环保标准化建设 ｜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７．６？？６８？？

和放射源安全检查专项行动组织完 暨环境信用评价，对１５８家重点企业 ．０？？６．６？？指标计划。
成辐射环境国控点、省控点监测及重 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大气污染防治】印发实施《甘
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指导兰州等４
肃省２０１８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印发
个市州开展市级辐射事故应急演练。《２０１８ 年全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要《甘肃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作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２８３

行排查检查，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 区）；新能源跨省区增量现货交易
战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建立燃煤有
｜锅炉淘汰治理等重点任务＂六张清 管和固体废物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固 ２５６５笔，送出新能源电量３２．４９亿千

单＂挂账销号和＂网格化＂监管体 体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违法犯罪活 ｜瓦时，占全国交易量的４６６７甘肃

系，严格落实日分析、旬调度、月预 动，印发《甘肃省＂重拳出击遏制环 跨省区新能源现货交易电量连续两年

甘肃
年鉴

Ｐ０

警、季通报制度，实行空气质量三级
预警机制。安排２．１亿元省级环保专
项资金用以支持全省火电机组超低排
放改造、大气污染治理项目，淘汰整
治燃煤锅炉３１６０台１３０８１蒸吨，１４个

｜境违法行为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 ｜位居全国第一。经过不解努力，甘肃
益（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专项整治 弃风率下降１３．８０弃光率下降
行动方案》《甘肃省坚决遏制固体废 １０．４７完成国家能源局下达的＂双

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进一步加强危险废 ｜升双降＂目标。
【行业监管】启动油气管网设施
｜物全过程监管实施方案》《关于对第

｜市州所在城市基本建成优质煤炭集中 ｜一批固体废物开展综合整治的通 ｜ 公平开放信息公开和信息报送专项督
ＧＡＮＳＵ 配送和监管体系，清洁取暖完成改造 知》。督促市州开展２０１７年危险废物 查，全面了解企业概况、油气管网设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近４０万户，施工场地落实＂六个百分 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和 施公平开放信息公开情况、油气管网
百＂抑尘措施合格率９５２淘汰各 ２０１８年度１１８家重点企业危险废物规 公平开放及信息报送工作机制建立情
类老旧车４．３万辆。

｜范化考核工作。制定全省危险废物处 况。组织全省电力监管统计工作培
【水污染防治】执行清单销号和 置能力提升行动计划，组织开展打击 训，进一步提高监管统计报表质量，
定期预警通报制度，对水环境质量恶 洋垃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加强危险 开展甘肃能源行业（非电）专家库建设

化和重点工作进展滞后的市州、部门 化学品环境监管和医疗废物及电子废 工作。按照冬季天然气保供要求，配

进行预警。安排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 物拆解审核监督管理等工作，
５．３亿元，持续强化重点流域水污染
（供稿：魏久南

合开展保障民生用气专项监管现场检

查，深人了解油气企业供需保障、管
道布局、应急预案、运行管理等方面

防治，省政府对存在水质超标现象的
情况。认真开展油气设施产供储销专
河流所在相关市州政府进行约谈，多 节能降耗
次组织开展现场督导，查找分析断面
题检查调研，督促政府部门和泊气企
｜ 【市场监管】２０１８年，制定《甘 业规范管理，保证社会和民生用气
水质超标原因，遏制水质恶化趋势。
开展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肃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甘 安全。
｜ 专项行动，４５个地级集中式饮用水水 肃省富余新能源跨省跨区增量现货交 ｜ 【电力安全监管】强化电力安全
源地环境问题全部整改完成。开展全 易规则》等一系列市场规则，大力推 ｜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督促甘肃
省２０１８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 动电力市场化建设。通过新能源与电 电网针对２０１８年排查的１０项二级风
｜专项行动。加强工业集聚区水污染防 力大用户直接交易、新能源与自备电 险，逐一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形成涉
治工作，２０１８年之前批准的３５个省级 厂发电权置换交易、建立调峰辅助服 网设备安全管控常态机制。突出电力
及以上工业集聚区中有３４个建成污水 ｜务市场化交易等深挖新能源就地消纳 应急管理，全力以赴应对黄河流域、
集中处理设施。
潜力。通过新能源与火电打捆送出、 白龙江流域历史罕见的暴洪汛情，实
【土填污染防治】省政府与各市 高余新能源跨省跨区现货交易等扩大 ｜地督导碧口电厂、九甸峡水电厂、盐
州政府签订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 市场外送。调研河西地区新能源基 锅峡水电厂、八盘缺水电厂等重点水
｜ 任书，省土壤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印发 地，以及国网西北分部调控中心、敲 电站大坝安全，确保安全平稳度汛。
土壤污染勋治工作计划、年度评估考 南电力公司、花韶±８００千伏特高压直 围绕＂电力建设施工安全年＂、＂安全
｜核规定，组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 流换流站，缓解甘肃新能源高占比和 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等主
｜查，对０４３个点位共计９９０１个土壤 高弃风、弃光率突出矛盾。
题，基本实现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全
样品和１２６５个小麦样品进行分析检 ２０１８年，甘肃自行组织或参与的 ｜覆盖，解决甘肃电投常乐电厂质监间
测，形成技术报告并通过生态环境部 市场交易品种达１２类，是全国电力市题，督促全省５０兆瓦以上水电站大坝
审核。落实《甘肃省２０１８年土壤污染 场交易品种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形成 完成备案注册。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电力

治理与修复项目推进工作方案》，加 较为完整的电力市场体系。全年省内 ｜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电力生产人身伤

快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项目实 ｜交易电量１０９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亡、电网大面积停电以及对社会造成
｜ 施，督促各地制定年度实施计划，倒 ２０？？？省外送电量３２４亿千瓦时， 重大影响的事故，电力安全供应满足
排工期，加快重点项日实施进度。 同比增长５９８？？？中，通过市场化 ｜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
【固体废物及危化品污染防治】 有效途径，甘肃富余电量已经送往陕 ｜【［资质许可监管】全面落实简政

组织开展对１７２６家涉危险废物企业进

２８４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上海等１９个省（市、自治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有关１

神，按照＂阳光许可＂、＂最多跑一 电类）５１家；颁发承装（修、试）电 １０家县（区）级供电企业，发现问题
趟＂等要求，进一步优化升级电力业 力设施许可证证４８家，许可延续２７ ３０余项，下发监管通报和整改通知书
｜务许可在线申报系统，方便群众、企 家，变更６２家，重新核定许可等级１ １０余份。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依法严

家，许可注销８家。
【电力稽查】明确＂创优电力

业网上业务办理；向酒钢自备电厂等
颁发电力业务许可证，解决历史遗留

肃查处４起违反承装（修、试）电力

设施许可制度的违法违规行为，维护

问题。行政审批事项向＂告知承诺＂ 意环境、助推甘肃经济发展＂监管思 电力市场秩序。做好１２３９８投诉举报
转型，缩短许可审批时间，提高办事 路，督促供电企业进一步简化办电流 ｜热线受理，全年国家能源局１２３９８热 甘肃
效率，树立窗口形象。构建信用监管 程、压缩办电时间、降低接电成本， 线中心累计下发工单４０９件，其中投
｜工作机制，推动能源监管从主要依靠 解决＂用电难＂的间题。开展停电频 ｜诉工单１１２件，咨询工单４１件其他工 ｜年鉴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手段向综合运用 ｜繁和低电压问题专项督查．督促企业 ｜ 单２５６件；对涉及供电服务类的２９７ ２０１９］

信用激励、信用约束转变。全年，颁 加大农网改造力度、解决＂用电优＂ 件工单和其他类工单进行认真办理 ＧＡＮＳＵ

发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２５家， 的问题。开展＂获得电力＂综合监 解决。
变更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登记 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方式，
事项４３家，注销电力业务许可证（发 督查兰州、金昌等８家市（州）级及

（供稿：陈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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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第四章内容
｜第二十七条 表。表格包括表题、表体以及必要的表注等。
表格内容要准确，设计要规范。

第二十八条 附录。附录主要收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
料。
第二十九条 其他形式。年度内具有特殊意义的资料可采用

特载、特辑、专文、专记或其他形式集中汇辑。
第三十条人物记述可采用简介、名录、表等形式，入鉴，

物应严格掌据标准，人物记己述应管到客观、准确、公允。
第三十一条 年签应设编辑说明，主要介绍年鉴编纂的指导

思想、记述的时空范围、栏目的设盾情况、资料的来激等事项。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２８５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四章内容
第三十二条 年鉴具有工具书性质，应有完备的检索系统。
年签应编制详至条目的中文目录，根掘需要可编制英文目录

或少数民族语言目录。
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主题

原意，标引准确。
第三十三条 年整内容记述应减少交叉重复，多处记述同—

手物的应各有侧重。
第三十四条 年鑫使用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文风要朴

实，记述要流畅
第三十五条 年鉴使用规范、统一的简称和缩略语，名称、

时间、地点、事实、数据、计量单位、术语等的表述应前后一

致。

教 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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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ｓ誉四

２０Ｐ
ＧＡＮＳＵ

｜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础教育】２０１８年在２３个深度
｜贫困县建设行政村幼儿园１２１７所。全
省已基本实现乡镇、５８个贫困县１５００
人以上行政村、２３个深度贫闲县行政

一体化发展专项督查。＂周转宿含＂ 好职业教育精准脱贫工作，将国家和
＂温暖工程＂＂支教行动＂等为民办实 省级职业教育的资金、项目和政策向
事项目有效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插花型贫闲县区

｜全年劝返复学儿童少年２７１６人，控 倾斜，支持深度贫困县职业院校改善

辍保学成效位居全国前列。２０１８年全 ｜ 校舍、实训、信息化等办学条件。改
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现起始年级无 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实施改善
村、１７个插花县行政村、革命老区、 大班额，基本消除６６人以上超大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项目，投入中
央及省级专项补助资金３．７２亿元，改
藏区行政村幼儿园＂六个全覆盖＂。 班额。
２０１８年，全省投人全面改薄资； 善１１６所普通高中学校的办学条件，
全省幼儿园达７７３４所，其中公办园

｜５１９４所，民办园２５４０所；在园幼儿达 ｜ ４２７２亿元，累计投人２３７．８８亿元，校 改扩建校舍面积４５．９万平方米，改扩
９４４万人，其中公办园５４６９万人， 舍建设完工率和设备采购率均已提前 建体育运动场地３７．４万平方米，购置
民办园３９７５万人：幼儿园教职工达 完成国家年内实现９０？？目标要求。 图书５７２４万册，购置设施设备１１２
６万人，其中专任教师４６６万人： 义务教育阶段１２７２６所学校达到＂２０ 万套。推动普通高中特色化、多样化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９００８全省 条底线＂要求，达标率９８７？？２０１８ 发展，累计创建普通高中特色实验校
年３件为民办实事项目总投资４５亿 ８９所。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９２？？

２０１８年，全省超额完成义务教育 元。＂温暖工程＂４８２个项目均已完

【职业教育】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政

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目标任务，古浪 工，项目完工率和投入使用率均为 ｜府与教育部联合印发《共建国家职业
等１２个县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 １００？？＂周转宿合工程＂６７个项目全 教育助推城镇化建设改革试验区实施
本均衡县评估认定，累计７０个县 部完工。全年选派２９１名学生分赴２３ 方案》和《甘肃省职业教育助推城镇
（市、区）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目标， 个深度贫困县的近８００所中小学和幼 ｜化建设改革试验区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深入推进试验区建设工
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８０．５？？甘肃省 儿园超计划完成支教任务。
教育厅印发《结对帮扶深度贫困县中 ２０１８年，全省完成中职招生（含 作。兰州新区职教园区建设顺利推
｜小学工作实施方案》，在全省择优选

技工学校）８１２４１人，完成计划的进，完成省统建＂三校一区＂建设，

｜择优质中小学与２３个深度贫困县中小 ９１９招生完成率全国排名１１。 首批４所高职院校３．５万名学生已人驻
学结对帮扶，组织完成全省义务教育 ２０１８年总计投入４２００万元，全力做｜网区。
｜教育 科技 ｜ ２８７

深化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 徒制试点工作，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 学科达到１７个，其中兰州大学的化学

革，深入推进＂知识＋技能＂中职学 院、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甘肃省 进入ＥＳＩ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水平
生对口升学考试、中高职＂五年一贯 冶金高级技术学院等三所院校被教育 ｜评估中，全省２２个省级一流学科排名
制＂贯通培养、单独测试、综合评价 部确定为第三批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 进人全国同类学科前３０？２个省级
录取工作，为高职院校增加单独测 点院校，全省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一流学科排名进人前３０？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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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综合评价录取精准扶贫招生计划 单位达到９家。对全省职教集团的运 ｜定甘肃省重点学科２１４个，持续优化
４７０名。组织全省中职毕业生学生对 ｜行情况进行评估，下拨２４５万元经 学科布局结构。兰州财经大学、天水
口升学考试，共有１０５２９名学生参加 费，对１９个省级行业型职教集团进行 师范学院分别新增为博士、硕士学位

对口升学考试，其中升入本科院校 专项补助，依托各职教集团牵头组织 授予单位，全省博士学位授权高校达
死 １１１５人，通过单独测试、综合评价录 干展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到８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达到１３
ＧＡＮＳＵ 取工作、五年一贯制和对口升学考试
【高等教育】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 个。全省１０所高校新增１３个博士学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升人高职院校５２０６４人。举办全省 入选国家一流大学建设名单，化学、 位授权点、３５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同

中、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选 草学、生态学、大气科学等４个学科 时，自主撤销３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拔４２３名职业院校学生代表甘肃参加 进人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西北师 ２７个硕士学位授权点，高层次人才培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荣获二等奖 范大学的材料学、兰州交通大学的化 养体系与学位授权布局结构不断
６项，三等奖２１项。深人推进现代学 学首次进人ＥＳＩ１全省高校ＥＳＩ１％｜优化。

深入推进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数、教职工数、专

）｜教职玉（人）｜专任

教育层次与类别

４１７７ｓ

、高等教育

２９７０２

（一）研究生培养机构（不计校多
１、普通高校
２、科研机构

（二）普通高等学档
｜１、本科院校

｜２、专科院校
其中：职业枝术学院

７ ２４６８
及 １Ｂ６２
ｌ１６ｓ
（）
３４９５

（三）成人高等学校

（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
二、高中阶段教１
（一＞高ｓ

１、香通高中（教职工全部计入香通初中｝

官

６６２

１、番通中专
２、成人中专

（一）普通中学（教职工含香通高中）
四、初等教１

（一）普遇小学（九年一贯制和十二年一贯制
学部教职工全部计入普通中学）
五、特麻教育
六、学前教育

２８８ │教育 科技

１６４
例１
９５
５９９４１

４５７３０
４５７３０

１６８７

二）中等职业教育

三、初中阶到

１６７

文

２、成人高中

｜４、其他，机构（教学点

６６

１
２８９９

９２５

品
置

１４９２３６

５７９５２

９ｗ
［６ ｜１８
Ｌ４２３６

６

５８５

９８ｓ

１３１７３
１９１７３
１１２８

７７３４ ６６３８

ｗ９３

１４３２６０
１４３２６０
４６６１４

和教学改革工程，培育国家级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２
项，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５０项、
省级教学名师１５名、青年教师成才奖
３５名、省级教学团队１５个，立项建设
３０个省级特色专业、１０个省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５０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５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引

进和使用国内外优质在线开敢课程
１７９门。深入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评选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４００项、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示
范高校２所、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５０
项、慕课１０门、教学名师１０名、教
学团队５个，试点改革专业１０项；组
｜织开展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赛区竞赛，并在
全国决赛中获得３银１０钢的历年最好
成绩；全面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活动，全省共计３９３支学生团队
对接政府、企业、农户共计２００２家，
对接项目签约３０项。组织兰州财经大
学、甘肃政法学院、天水师范学院和
甘肃中医药大学等４所高校开展教育
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２０１８年，全省高校共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２８项，立项金额
１８６０８万元，分别占全省总数的
６９．１４？６８．１４与２０１７年相比，

｜占比分别增加４．１８和５．２９个百分点，

教育管理
岗位，形成＂一生一策＂动态管理机３

体现出高校在全省科技创新中的地位 ｜制。完善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优惠政
进一步提升。２０１８年度甘肃省各高校 策，对高校给予经费补助，下达征兵

【概况】２０１８年底，全省有各级

到账科研经费共计１３．２亿元，比２０１７ ｜工作补助经费１２３２５万。２０１８年高校 各类学校１５７万所，在校生５１６２万
年增加近３亿元，增幅２６．９２经费 大学生最终审批定兵３１６９人，任务完 人，教积工４０７万人。其中，幼儿园
｜总额创历史新高。其中，国家级项目 成率达１２６．８？？搭建平台，提升高校 ７７３４所，在园幼儿９４４万人，学前教
８８３项，经费２９１亿元，占经费总额 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安排５０万元 育三年毛人园率达到９２较上年提
的２２０５？？？企业合作开展的各类横 大学生就业创业专项经费，支持高校 高１个百分点。小学５７８５所，在校生
向项目３１２１项，资助经费４．５４亿元， 毕业生就业创业，三年共在２７所高校 ｜１８９．６４万人，专任教师１４．３万人，专
占经费总额的３４３９？？
实施项目１３３个，建成创业场地３．５万 任教师学历合格率９９７？？初中１４６７
｜ ２０１８年到新疆就业甘肃籍毕业生 平方米。建立六大人才精准服务平 ｜所，在校生８７万人，专任教师８万
人数连续三年逐年提升，２０１８年达到 台，搭建起精准供需的信息服务网 人，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９９８６？？九
｜１２０００余人，超过毕业生人数１０？？ ｜络。全省高校针对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共组 年义务教育巩固半达到９６较上年
西藏今年首次在甘肃招录优秀本科毕 织各类招聘会７８１７场，提供就业岗位 ｜提高１个百分点。普通高中３８１所，
业生８２人。落实就业扶贫行动计划。 近５２万个。全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 在校生５４９万人，专任教师４６万
立足＂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 率达到７４．９２同比增长０６６个百 人。中职学校２０９所，在校生１８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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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１３２
节科

（９）其他各类高等牵历教直

１．左职人资欢读博士、硕士学位
２．网势本专科

２４５１７
｜４４４８０

４４８Ｃ

１４８２？

等通预科生

一、高中阶设段教

２４５２８１
１７２６２ｉ

（二一）Ｔ章学名教月

７２６５
３９０２
２９６５８８

、期辛教

２９６５８５
３４８ｇｎ

【一）骨通小学

３４４８８Ｓ

【一）青通粉弓

五、符环载胃
六、于明教

单位：人

３８４５７

（－）研究，

【二）成人本专

等院校４９所，本专科在校生４８４万

单业生数

二、高等我

（二）普通本专利

３Ｕ５０

３６７５１２

ＧＡＮＳＵ

｜人。高中阶段毛人学率达到９４？？高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各类学历救育学生情况

１２８００
６

２ＯＥ

人（不含技工学校），专任教师１４万

生就业工作实际，印发就业帮扶通
｜分点。
知，建立台账，提供３个以上的就业

＿教育层次与类别

年鉴

８Ｗｇ

３４０７４

７０５８７
５１７８

２９３０６２
１９０５５

１３６７５
４５９

２２７０２
２１１８０
８０７７

１３１０
９６８
５５４

４８６２０

１０７１６４

３５４３

｜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２０１８

年，甘肃省教育厅组建＂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讲师团＂和＂甘肃教
育百人宜讲团＂，开展＂学习新思想

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西迁人

爱国奋斗先进事迹报告会＂＂改革先
锋进校园＂等学习宣讲和对谈活动。
召开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和
新时代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 现场推进会，＂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３５ＩＧ

７５９５６

示范培训、高校党委组织部长综合能
力提升研修等４期培训班培训党务干
部３６０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
教师研修班等培训１２期培训教师１１００

人次，组织全省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

２０１０８）
２０１０８〕
５８８７

１６００人、高校基层党支部骨干７３０人

｜参加基层党支部书记网络培训班。全

省高校＂课程思政＂和＂三全＂育人
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会宁、南梁、两

２ＸＩ５
２８３２１１
２８３２１ｌ
３００８４２
３００８４２
３５５９５１

人、研究生在校生３８万人，专任教
师２９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３７较上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

当、高台、哈达铺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８７００１４

｜地，深人开展＂红色基因传承＂＂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等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参与学生达１２６万人次。高校专
家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马

｜教育 科技 ｜２８９

克思主义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理 ｜＂最多跑一次＂事项３８大项，２７项省 ｜划，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校长、教师
论文章１５０余篇，甘肃省教育厅荣获 级教育服务事项上线办理，政务服务 ｜１０．３万人次、职业院校教师７００余
２０１８年全省理论宣宜讲工作先进集体。 事项网上可办率达１００？？落实＂双 ｜人、教育各导人员２４９２人。补充配备
｜【藩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２０１８ ｜随机一公开＂管理要求，梳理出１８项 辅导员４２８名，思政课教师３１０名。

年，甘肃省教育厅组织开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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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开展证明事项清 评选表彰就原名师５２名、学科带头人

甘肃好少年＂、＂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 理工作４次，证明事项实现清单化管 ６０名、骨干教师５．９９名、农村骨干教
｜德＂等系列教育活动，面向全省中小 理。出台《甘肃省重点地区控辍保学 师２９３６名、普通高校省级教学名师１５

学生推出《中小学德育学堂》视频教 攻坚实施方案》等政策措施，明查暗 名、青年教师成才奖３５名、５０个教育
育节目，１４项德育教学典型被评为教 访、依法惩戒、奖补激励、动态监测 督导先进单位和１２０名教育督导先进

２的 育部２０１８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
ＧＡＮＳＵ 经验。制定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改进美育

教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实施

｜和督导考核同步实施。出台《甘肃省 ｜工作者，创建３０个职业教育＂名师工

教育厅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工作方案 ｜作室＂。各级财政落实乡村教师生活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逐级签订任务落 补助资金５．９５亿元，人均每月补助标
实承诺书，实行消除大班额工作进展 ｜准达到３１１元，全省近１７万乡村教师

意见，完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情况定期报送和通报制度，投入２亿 受益。

（２０１４年修订）》数据抽查复测。第 元用于支持主城区和市政府所在地消
２１届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民＂主题 除＂大班额＂。印发《规范中小学办
｜教育读书活动总决赛中获初中组朗诵 学行为减轻课业负担专项治理方案》
特等奖。２０１８年表彰普通高校＂三好 《甘肃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学生＂１２３２名。完成足球特色、语言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方
文字规范化、中小学德育和快乐校同 案》，共排查６９４３所培训机构．其中
示范校等４个千所示范校创建任务。 发现有问题机构Ｓ９６８所，已整改５９６８
评审确定８个省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整改率１００取缔校外培训机
传承基地、２４个优秀学生艺术团、３９ 构２３８所，机构整改后颁发许可证
个地方艺术特色学校。３２５所大中小 １４５３套。
学为全省第一届文明校园，推荐２０７ 【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
所大中小学为＂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 ２０１８年，《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校＂：
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２０１８年 设改革的实施意见》《甘肃省人民政
甘肃省教育厅印发《甘肃省深化教育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小学教师
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等，研究起 工资待遇保障水平的通知》《甘肃省
草《甘肃教育２０３５发展纲要》《甘肃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年）实施办法》等印发实施。落实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出台深化医教协 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建立师
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德师风负面清单制度、强化师德失范
实施方案、甘肃省乡村教育振兴实施 行为惩处，召开全省第３４个教师节庆
方案和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教育布局 祝大会，组织开展裁原＂四有＂好老
规划，出台《甘肃省教育厅关于进一 师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特岗计划、公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政府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续签省校战略合作协议
达成共识，甘肃省与四川省签署教育
合作交流专项行动计划，甘肃中医药

大学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签订合作协
议，签署华东师范大学对口支援兰州
城市学院协议，续签四川大学对口支
｜援西北民族大学协议，签署教育部、
省政府、兰州市政府共建兰州大学协
议。全省本科院校签署教育协作协议

３２９个，其中省部共建８个、省校合作
９个、对口支援７个、校地合作２４

｜个、校校合作６６个、校企合作２１５

个。成功举办２０１８年＂一带一路＂高

｜校联盟生态文明主题论坛，积极为沿

线国家地区提供切实可行的甘肃方
案。２０１８年国内外２５所高校加入＂一
带一路＂高校联盟，联盟成员达到
１７３个，覆盖五大洲２７个国家和地
区。协调沈阳市２２所高校集体加人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成立沈阳分
联盟。每年设立＂甘肃省丝绸之路奖
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 费师范生计划补充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学金＂５００万元，３年资助＂一带一
革的实施意见》、修订《甘肃省普通 ５０２８人；选派１３１７名教师到三区＂ 路＂沿线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７９２人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办法》《甘肃省普 近千所基层学校支教；组织实施＂银 （２０１８年资助３２５名在甘留学生）留学
｜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等。 龄讲学计划＂，避选５６名优秀退休教 甘肃，成为甘肃与世界各国交流的使

２０１８年高考录取率达到８１６６较 师到贫困县区的农村学校进行讲学， 者。２０１８年推荐２８５人参加国家公派

２０１７年提高１．０２个百分点。出台《甘 ｜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缓解了农村学 出国留学项目，在甘留学生总数超过
肃省教育厅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 ｜校优秀师资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矛 ２６０人。实施中小学＂百校结好＂项
｜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盾，进一步提升了农村教师队伍素 目，兰州、敦煌等市首批＂百校结
｜革实施意见》，梳理全省教育系统 质。通过国培、省培等培训项目计好＂项目学校借助＂友好省州＂＂姊

｜２０│教育科技

妹城市＂平台有效提高了国际化水取率３９．７８？？按科类分：理工类录取 ２０１７年增加２２名，增幅为２３．５？？
｜平。通过扩大出国留学和来甘留学规 ｜１４８２６１人，占录取人数的６６３５文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共录取硕士研究
｜模、支持职业院校与国外高校开展教

史类录取５３７１４人，占录取人数的 生１３００４人（含少数民族骨干１２５

师互派和学生互访、规范和简化３６家 ２４．０４体育类录取１８８９人，艺术类 人，农村师资８８人，录取推免生１０７５
单位因公临时出国（境）办理手续等 录取１３１８２人，中职生录取６４０９人。
人、单考１９人，大学生士兵计划３５
｜措施，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甘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继续加大精准扶 人，支教团３５人），其中招收全日制
肃高校在境外设立的６所孔子学院， ｜贫专项计划、革命老区专项计划和省 硕士研究生１４８２人、非全日制硕士
甘肃中医药大学先后在乌克兰、吉尔 ｜ 列少数民族紧缺人才培养专项计划招 研究生１５２２人。共录取博士研究生

吉斯斯坦等８个国家建立的＂歧黄中 生力度、精心组织实施各类专项计划 １１５４人（含硕博连读３１７人，少数民
医学院＂，在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 招生工作，积极落实国家惠民招生 ｜ 族骨干２７人，联合培养２４人），其中
瓦等国建立的４个＂中医中心＂运转 政策。据统计，各类＂专项计划＂ 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１１３２人、非全
良好。
｜在甘肃省计划招生１５８７５名（其中本 制博士研究生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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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校招生】２０１８年，甘肃
科计划１１８０５名）。比２０１７年增列计
划１６５３名。实际共录取１５１０６人， 省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有
招生招考
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８９３人。以上各类专 ｜ ４１６７９人报考，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０３
项计划招生中，录取农村户籍考生 人。其中：专科起点升本科报考
【普通高校招生］２０１８年，甘肃 １２１３７人，占专项计划录取人数 ２５１８８人，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０７人：高
省共有２７３６６０人报名参加普通高校招 ８０３５？？？取 ５８个连片贫困县 中起点升本科报考１５１９人，比２０１７
（供稿：张文君）

生考试，其中：理工类考生１５４８８２ （市、区）考生１４５０人，占专项计 年增加２７１人；高中起点升高职（专
人，文史类考生９１２５０人，中职生 划录取人数９５６６？？为保证各类专 ｜科）报考１４９７２人，比２０１７年减少

２７５２８人；应届生２２０１２２人，往属生 项计划落到实处，甘肃省强化考生 １０７５人：其中免试生报名１２人。甘肃

５３５３８人；少数民族考生１７１８７人；残 资格审核，采取＂单列计划、单设 省共设置了１７个考区，４２个考点，

疾考生７９０人。全省共设１５个考区， 批次、单独录取＂的方式，进一步 ｜１４９４个考场。
２１３个考点，７８５１个考场，其中：理 ｜拓宽了甘肃省农村、贫困和民族地 甘肃省招生的各类成人高等学校
科考场４９２１个，文科考场２９３０个。 区考生升学渠道，为考生提供更多 共４所，计划招生３３８３９名．比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招生的省内外昌

通高校１９７８所，各类院校在全省计划
招生２６２０７８名。除去高职院校分类考

的录取机会，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入 年增加４１８名。按层次分：专科起点
学机会公平。

升本科计划招生２０４７１名，比２０１７年

【研究生招生】２０１８年有６５８ 增加７３６名；高中起点升木科计划招
名考生在甘肃省报名并确认参加全国
｜生１１８１名，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６５名；高
｜试已完成计划以及运动训练单招等特
殊类型计划，向社会公布计划２２５７１９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推荐免试生 中起点升高职（专科）计划招生
名。按院校层次分：本科计划１１２９０８ ２１０５名，总报名人数４６７６３名，比 ［２１８７名，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４８３名。
｜名，占公布计划的５００２？？？职（专 ２０１７年增加５９１９人，增幅１４５？？甘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录取各类成人考
科）计划１１２８１１名，占总计划的 肃省共设兰州市、天水市、平凉市、 生３５３４３人（包括１２名免试生），录
４９，９８？？按科类分：理工类计划 张掖市、庆阳市、武威市６个考区， 取率为８４８？？其巾：专科起点升本
１３０５７８名，占计划总数的５７８５？？？ １３个报考点。全国报考甘肃省１４家硕 科录取考生２１２０５人，录取率为
史类计划７０６４名，占计划总数的 士研究生招生单位的考生３１５３人， ８４．２？？？中起点升本科录取考生
３１９３？？？育类计划１７２１名，占计划 报考甘肃省８个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 １２０５人，录取率为７９．３？？？中起点
升高职（专科）录取考生１２９３３人，
总数的０．７７？？？术类计划１３７４２ 的考生１８９０人。
名，占计划总数的６０８？？？职生计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硕士研究生和博 录取率为８６４％，
士研究生招生单位招生总规模 １４２２ 甘肃省有２所成人中专学校共录
划７６１４名，占计划总数的３．３７？？

名（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１５７名），比 取学生８７２人，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２２人。
录取考生２２３４５５人，总录取率 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１３３名、增幅为８７？？ ｜【警通高校专升本招生】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

８１６６按层次分：本科共录取 ｜其中：硕士招生１３０５６名（含少数民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考试
１１４６１４人，占录取人数的５１．２录 族骨干计划１３０名），比２０１７年增加 共有５６４３人报名，比２０１７年增加
取率４１．８９高职（专科）共录取 ９１１名、增幅为７．５？？？士招生１１６６ １１６５人。其中：应届专科毕业生２２１７
１０８８４１人占录取人数的４８．７１录 ｜名（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２７名），比 ｜ 人，占报考总数的３９３？？？届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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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３Ｍ２６人，占报考总数的 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报考２８１４人 新世纪跨世纪）人才１１０人，甘肃省高
６０．７？？按科类分：理工类３４４８名， 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考 等学校教学名师２７人，甘肃省领军人
占报考总数的６１．１？？？史类２１９５ １５２３８５人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才８８人，国家自然科学某金委创新研
究群体４个，教育部创新团队８个，
名，占报考总数的３８．９？？甘肃省内 报考４３０１１人次。
１４所本科院校，计划招生２４６６名，比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２０１８ 国家级教学团队５个。
２０１７年减少９６名。共录取新生２３２７ 年、甘肃省报名参加夏季普通高中学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有８个国家重
人，完成招生计划的９４？？
业水平考试的考生３７１２２１人，涵盖 ｜点学科，２个国家重点（培育）学

【普通中专招生】２０１８年，甘肃 １７个科目；报名参加冬季普通高中学 科，３５个省级重点学科，３个省级重
年鉴 省招生的省内外音通中等专业学校共
业水平考试的考生１８１５７０人，涵盖８ 点（培育）学科。有２个国家重点实

２０ｇ

１２６所，招生总计划为５７９３１名。其 ｜个科目。全省分１５个考区，３５９个 验室，２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
ＧＡＮＳＵ 中，外省学校４６所，招生计划４６００ 考点。
室，１个国家联合实验室，５个国家
｜ＹＥＡＲＢ８００Ｋ

名；省内学校８０所，招生计划５３１
名。招生计划中：五年制高职大专班

（供稿：赵俊 高 辉 何小虎）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７个高等学校学
科创新引智基地，６个教育部重点实
及＂３＋２＂大专班的院校６所，计划招 ｜部分高校
验室，４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１个
生１００名；联合办学５４所，计划招生
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１７个甘肃省

１１１２５名；普通中专计划招生４６９４

兰州大学

｜名。实际录取新生３２５６９人，完成招 【概况］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
生总计划的５６２２？？录取新生总数 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是国家
中，按层次分：五年一贯制及＂３＋ ＂９８５＂工程和＂２１１＂工程重点建设
２＂录取１１３人，联合办学６４９８人 高校之一，是＂双一流＂建设高校
普通中专录取２５９５８人。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共开考７９个
专业（其中专科１８个，本科６１个），
共计报考５７８９人（其中，社会长线

２８６３２人、应用型专业２６５３７人、专接

｜本２６２０人），１４９２４０科次（其中，社

会长线７８７８５科次、应用型专业６１１９９

｜科次、专接本９２５６科次）。与２０１７年

｜相比，报考总规模有所下降，报考人
数和报考规模分别下降６０７？
０．３４？？全省１１所学校开考３５个应用
｜型专业，共招生２１４４人。全省１１个

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社会助学组织登

｜记备案考生９１２１名。２０１８年共培养自
｜ 学考试毕业生６５１６名（其中，本科

重点实验室，２个甘肃省技术创新中

心，４个甘肃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４

个甘肃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８个甘

肃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９个甘肃
省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２个
之一。
甘肃省高校重点实验室，１３个甘肃省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校园面积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２个教育部人文
３５４５２９８亩，建有２个校区，３所附属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１个教育部
医院。有本科生１９７７５人，硕士研究 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４个教育
｜生１０５７２人，博士研究生２５９人。 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１个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３７１８人，其中 省级２０１１ 协同创新中心，５个甘肃省
｜教学科研人员２１３５人，专职管理人 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员８３６人，在站博士后１４２人，其中 地，１个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
｜师资博土后４５人。教授等正高职５８８ 究基地，１个甘肃高校精准扶贫智
人，副教授等副高职９２７人，临床医 库，４个甘肃高校新型智库。
学教授１０１人，副教授２５２人。研究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有１００个本科
生导师１６９５人，其中博士研究生指 专业，４５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导教师５７８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２３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１８个硕
１１７人。两院院士１５人，＂千人计 ｜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型，１个博士专业
划＂特聘教授１１人，＂万人计划＂领 学位授权类型，１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军人才１０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站。有６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７个
计划＂特聘教授１８人，国家杰出青年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国家
基金获得者２２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１６个国
家级人选１２人，＂创新人才推进计 家级特色专业，８个省部级基础科学
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８人， ｜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碁地，１１个省级

５２１６人，专科１３００人）。
【非学历教育考试】２０１８年，甘
肃省共开设７项非学历教育考试项
目，组织考试１６次，共计报考８０４２１４
人次。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４人，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７个省级特色
考试报考３６１６９７人次；大学英语四、 ｜＂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人选６人，＂万 专业。
六级口语考试９８３５人次；全国高校英 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５人，＂万人计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有１２个学科进
语应用能力考试报考７１９７４人次；全 划＂教学名师３名，，教育部＂长江学 人ＥＳＩ全球前１分别是化学、物理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考１５８８６３人次： 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４人，国家优 学、材料学、地球科学、植物动物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报考３６５人次；全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２３人，教育部 学、数学、工程学、生物和生物化
２９２ ｜教育科技

学、环境和生态学、临床医学、药物 程２门，第四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

＂大平台、大项目、大交义、大成
｜和毒理学以及农业科学，其中化学学科 ｜赛决赛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３人 ｜果＂，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项
进人ＥＳＩ全球前１？？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被评为＂甘肃省高校教学名师＂，４项 日１项、国际合作项目１项、课题１２
自然指数出版集团更新自然指数排名 成果获得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８４项、
（统计时间节点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 ｜省级一等奖。１人获得首届全国气象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３项、国防科研项
目２０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１９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兰州大学在自然 名师。
｜指数所认定的８２种期刊上发表论文 ｜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持续提高研究 项、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１５项。首次
２０９篇，位居全球高校第９７位，国内 生培养质量，创新培养模式，制定 主持生物医药领域国家重大项目，首

高校排名第１６位。
《兰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将 ｜次入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团队项
兰州大学先后与世界４０个国家和 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调整为４年。规 目。中亚研究所位居＂一带一路＂高
｜地区的１８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交 ｜范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制定《兰州 校智库影响力排名第４位、＂循证社会

流合作关系，自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 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完 ｜科学研究中心＂和＂阿富汗研究中
兰州大学接待访学交流７６００余人次， 成首批立项的７门全英文课程结项工 ｜心＂人选中国智库索引（ＣＴＩ）来源
教工因公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 作，启动了第二期全英文专业和全英 智库。全年科研经费到账总额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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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各类活动计３２００余人次，派出 文课程建设。新增土木工程、基础医 ６０８５９．１３万元，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３８００余名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出国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核科学与技术 ５６４５？？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学
（境）交流、学习或攻读学位；招收 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艺术 技术奖３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培养１４００余名留学生。在乌兹别克斯

学理论、水利工程２个一级学科硕士

坦、哈萨克斯坦建有２所孔子学院， 学位授权点；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增

格鲁吉亚建有１所孔子学堂。

【人才培养】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

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
二等奖１项、甘肃省科学技术奖６

加了１６０人。完成了６９个学位授权点 项。获第十五届中国青年科技奖１

的自我评估、２个硕十授权点的合格

｜ 项、甘肃省青年科技奖４项。获批颁
组织召开以＂深化改革以本为本培养 评估和３个专业学位点的专项评估工 ｜布国家标准１０项，地方标准１１项。
一流人才＂为主题的专题研讨班和本 作。１５篇博士、２４篇硕士学位论文入 ｜共申请专利２９６件。获授权软件著作
｜科教育工作会议，深入开展教育教学 选甘肃省２０１８年优秀学位论文名单。 权３９件。

【科学研究】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 ｜至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先后建立
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 成立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一带 泛第三极、引力波、厚普单分子、祁
会议精神加快一流本科建设的指导意 路＂研究中心、生态学创新研究院， 连山生态变化研究院（科学中心）等
思想大讨论。制定印发《兰州大学落

见》和《兰州大学一流本科教育建设

制定《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

│方案》，深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积 ｜法》《人文社会科学提升计划》等：
｜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规范教育教学 修订《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紧盯

管理，制定修订《兰州大学本科教学
调停代课管理办法》《兰州大学本科
教学奖励实施办法》《兰州大学本科
生学籍管理办法》等，建立＂本科教
学月工作例会制度＂和＂教学运行状
态通报制度＂。新增能源化学工程、
｜金融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数据科学

跨学科交叉平台，深度参与第二次青

藏科考祁连山综合考察活动。顺利通

过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二级保密资

兰州大学一百一十闲体核衣
启云 仪式

与大数据技术、生物制药５个新工科
专业，儿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临
床药学、生物信息学４个国家急需专
业。医学检验技术、世界史、人力资
源管理获批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口腔医学专业通过教育部认证，启动
临床医学专业、环境工程专业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工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２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兰州大学１１０周年校庆年启动仅式在城美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举件

教育科技 ｜ ２９３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制定《兰州大 ７个学科群建设实施方案，以及
建高校行列。获批＂西部生态安全＂ 学＂苯英学者＂发展计划实施办 《＂双一流＂建设实施方案（２０１８－
格审查。人选教育部、国防科工局共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草地农业 ｜法》，修订师资博士后管理办法，启 ２０２０）》等，建立校领导联系学科群
｜系统耦合与管理＂教育部创新团队通 动国际师资博士后项目，修订外籍教 制度，制定《兰州大学学科群工作组

｜过建设论证。４个重点研究基地通过 师聘用管理哲行办法、语言类教师薪 工作规则》，构建以学科为基础、学
｜主管部门评估验收。新增省部级重点 酬及住房管理办法。以不低于东部人 院为主体，学科群统筹、部门服务指
｜研究基地３０个，入选甘肃省首批野外 ｜才待遇的标准，为人才提供具有竞争 ｜导的协同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加强

｜甘肃 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序列８个，实现省 力的薪醉、科研启动费、住房补贴、 ＂双一流＂建设项目的进度监控和项
年鉴

ａ０ｇ级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零＂的
突破。
ＧＡＮＳＵ

｜安家费以及研究生指标。建立＂一人 目评审，做到月度有督查、季度有通
｜一册＂服务档案和一对一＂配送式＂ 报，确保了项目执行进度良好。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成立乡村振兴 服务，为人才提供＂拎包人住＂式的 ｜ 【对外交流】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
战略研究院，为甘肃省１９个市县区编 ｜人才公寓。印发《兰州大学高层次人 推进与国外大学、科研机构的联系与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制经济和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咨 才医疗保健工作实施方案》，为人才 合作，签署合作协议２８份。完成与美
询报告１５份，７份咨政报告获批示。 ｜建立医疗保健＂绿色通道＂；主动协 国德雷赛尔大学合作办学项目计划招
牵头组织省内相关高校和研究院所开 调解决人才落户、子女人托入学等问 生１２０人。举办＂一带一路＂高校联
展＂甘肃如何融入＇一带一路＇＂专 题。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新加坡 盟生态文明主题论坛，沈阳高校加人
项任务研究项目、立项２３项。与中核 ｜德国、瑞典、乌克兰、日本等地进行 ＂一带一路＂高校联盟，新增＂一带
四Ｏ四公司、中核龙瑞科技有限公 海外招聘工作，与５１名学者、留学生 一路＂高校联盟成员单位２５个，总数
司、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甘 签署工作意向协议。１个团队入选 ｜达到１７３个。获批教育部香港与内地

肃药业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协助兰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１个 ｜高校师生交流计划项目１１项、对台教
州市成立稀上功能材料研究院，举办 团队人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育交流项目８项。全年共邀请８２８人

稀土功能材料研究和产业发展研讨 ２１人次人选国家各类重大人才工程， 次短期外籍专家来校交流合作，聘请
会；举办２０１８兰州自主创新高蜂论 引进副教授以上人才９５人。
１４名长期语言外教。６３９名学生赴４７
２０１８年，兰州大学成立师德建设
｜坛，支撑甘肃省和兰白国家自主创新
个国家交流学习，较去年同比增长
区的发展；积极发挥专业优势，驰援 委员会和各学院师德建设工作小组， ４４？９名国际学生来校进行交流。
舟曲等地参与应急抢险教灾工作，参 制定《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考察 留学生在校人数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
与兰州市北环路滑坡应急抢险工作。 ｜工作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师思 １７？？成功申报获批甘肃省第一个
｜ 【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 ＩＳＫ网络考试考点
【医疗卫生工作］２０１８年，兰州
大学制定《兰州大学关于新时代全面 ｜＂三谈三审＂的审查制度，明确教师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兰 思政的主要内容和职责分工，严格落 大学加强医教协同，深化医联体建
州大学关于深化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 ｜实师德失范行为＂一票否决＂，着手 设，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流程、无
革的实施意见》，修订《兰州大学教 建立师德师风档案，初步建成＂三抓 缝原、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两所
学科研人员申请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三促＂的师德长效保障架构。开周 附属医院全年接待门急诊患者３４６４１
｜基本条件和业绩成果要求规定》，以 ＂四个主题＂教育和骨干教师颠德则 ｜万人次，住院患者１９４１万人次，实
品德、能力、实绩和贡献作为主要标 风培训；挖掘并制作＂苯英大先生＂ 施各类手术１１６９万台次。口腔医院
｜准，引入代表性成果和同行评价，分 系列师德典范人物展，举办＂首届教 就诊人次比去年增长２２患者满意
类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制 职工来休暨师德传承典礼＂；开展第 度在９５？？上。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提
定了《兰州大学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教师岗 ｜五届＂我最喜爱的十大教师＂评选活 出并开始推进＂三个六工程＂计划，
位核定与管理办法》，提出＂两提 动和首届研究生＂十佳导学团队＂」 人选国家心脑血管疑难病症诊治能力
高＂＂五不占＂＂三奖励＂的激励举 选展示活动。
｜提升工程，获得建设经费１．５亿元。
【＂双一派＂及学科建设】２０１８
措。完善《兰州大学教职工考核办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获得＂２０１７（首
法》《兰州大学绩效工资分配办法》， 年，兰州大学完善＂双一流＂建设协 届）中国医院百强院＂、国家远程医
｜初步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 调推进机制，成立＂双一流＂建设机 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甘肃协同中心等
目 考核评价机制和绩效分配模式。修订 构，建立健全经费调配、项日评审、 荣誉称号。
《兰州大学聘用制人员管理办法》，加 工作台账、组织保障和年度自查机
【重要活动赛事］２０１８年５月５
｜大非事业编人员的聘用力度。
制。编制＂双一流＂建设１０个专项、 ｜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人大

２９４ ｜教育科技

常委会主任林铎，甘肃省委常委、省 徐生诫、校长助理范宝军等参加 者＂特聘教授２人，国家级教学名师１
委秘书长王嘉毅，甘肃省科技厅厅长 调研。
人，全国先进工作者２人，全国优秀

李文卿一行调研兰州大学白银产业技
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培养
｜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相关工作。兰

（供稿：高 尚） 教师１人，＂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西北师范大学

１人，国家有突出页献中青年专家５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５人，

州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中科 【概况］２０１８年，西北师范大学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职人员１１人，
｜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涂永强陪 设２７个二级学院（６５个系、３个教学ｉ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３人，教

甘肃

同调研。６月６日，全国高校＂学习新 部），１个独立学院，３个孔子学院。１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１３
思想千万师生同上一堂课活动＂甘肃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科实验室，１个国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二层次人 年鉴
启动仪式暨首场授课在兰州大学举 家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１ 选５０人，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计 ２０Ｍｇ
行，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个国家级研究院，２个国家级教学团 ｜划＂人选２１人，省级教学名师２３ ＧＡＮＳＵ
部长陈青，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 队，１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２个教育 人。有９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１０个
出席启动仪式。７月１２日，兰州大学 部创新团队，２个教育部研究中心，６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３０个硕士学
２０１７级法学院周大伟在巴西第七届世 个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位授权一级学科，１个专业博十学位
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太极 地，４个省级重点实验窒，１８个省级 授权类别，１４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类
｜剑项目冠军。８月２１日，兰州大学 研究中心，５个省高校新型智库，５个 别。有２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２０１７级管理学院本科生吴照华在２０１８ 省创新群体，９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３２个省级重点学科，７个省级优势特

年印度雅加达亚运会武术项目中获得 （工程实验室）。有各类学生３１６７ 色学科。７７个普通本科专业。校本部
｜男子刀术棍术全能比赛冠军。９月１７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１７１８人，博 占地面积９６０亩，新校区占地面积７２９
日，兰州大学１１０周年校庆年启动仪 土研究生４２５人，硕士研究生７９７４ 亩、生态实训基地约１３００亩。校舍总

式在城关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礼堂隆 人，留学生４１５人，继续教育学生 规划建筑面积８３．３万平方米，其中各
重举行。此次１１０周年校庆以＂坚 ５０３５人。有教职工２１６０人，正高级职 ｜类教学及辅助用房２７．５万平方米。各
守·奋斗＂为主题，旨在通过回顾学 ｜称人员３２０人．副高级职称人员６９３ 类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３１０５２．３万

｜校百余年发展脉络，讲述兰大故事， 人，具有博士学位人员６５人，具有 元，各类文献资源４０３．９万余册。
【教育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西北
彰显兰大精神，凸显兰大特色，展望 硬士学位人员８９１人。其中专任教师
兰大未来。１０月３１日，全国政协副主 １２５人，教授２９６人，副教授５１５ 师范大学深人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全
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一行 人。博士生导师１４２人，硕士生导师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
｜到兰州大学调研考察，与兰州大学民 １０８９人。双聘院士４人，国家＂万人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革党员代表和党外知识分子亲切座 计划＂领军人才３人．国家文化名家 的意见》，落实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意
谈。１１月１７日，兰州大学２０１６级高 暨＂四个一批＂人才２人，＂长江学 见整改工作；出台《＂新师范＂教育

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常志昭获得第二
届世界杯武术套路比赛男子长拳冠
军。１１月２４日，兰州大学在城关校区
大学生活动中心召开２０１８年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以本为

本、四个回归，传承创新、重塑辉
煌＂。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在会上作

题为《坚守育人初心树牢一流目标全

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的

主题报告。１２月６日，中共甘肃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释调研兰

州大学榆中校区。省委常委、兰州市
委书记李荣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长王嘉毅，省教育厅厅长王海燕，兰
州大学党委书记袁占亭、校长严纯
华、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国生、副校长

＂西迁精神＂再接力———北师范大学学子世新健并展实习支教
｜教育 科技｜２９５

创新行动计划》；启动学校师范专业 科研经费５９８０余万元；申请专利１９８ ｜大学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四进

舅

认证工作；举办第五属青年教师教学 ｜件，授权９５件；获甘肃省第十五次哲 四信＂＂最美青春故事＂等主题教育
｜大赛，表彰奖励优秀青年教师４２人；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７２项，其中－ 实践活动；把本科生和研究生纳入一
举办师范类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表 等奖１３项，位居全省首位；获第九届 体化管理，积极构建＂本硕博＂一体
彰奖励优秀师范类毕业生３５人。积极 敦煌文艺奖３项，第四届全国民族研 化学生教育体系；推进学生＂四自＂

推进本科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
甘肃 《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应用》课程被
年鉴 ｜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获批３个甘肃省特色专业，２个省
死 级教学团队，６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究优秀成果奖２项；获甘肃省科学技 ｜向纵深发展，深化学生宿舍、餐厅自
｜术奖４项，其中省自然科学一等奖１ 治自管项目，开展党团组织进公寓、

创新创业教学改革项目；３项成果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获二等
奖，２人获省级教学名师。签署新一
轮五年选派学生赴阿克苏地区实习支
教工作协议；组织３２８名学生分赴新
疆阿克苏地区中小学开展实习支教工

中心１个，省级联合实验室３个，省 ｜安全教育和维稳工作。举办３场大型

ＧＡＮＳＵ 课，１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７项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作，组织近６００名学生赴宕昌、礼

县、会宁、靖远等深度贫困县农村中
小学开展扶贫支教、实习支教工作。

修订《博上硕上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
及答辨工作实施办法》《学士学位授
予实施细则》《博土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遵选工作实施细则》；首届选拔

６０名２０１９届毕业生进行本硕一体化培
养；完成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
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２４人，硕士研究生
２６８０人，各类普通本科生４５３７人。
【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２０１
年，西北师范大学组织开展优势特色
学科建设中期考核评估工作，材料科

学首次进入ＥＳＩ全球排名前１？？？成

《第四轮学科评估学科分析报告》；组
织优势特色学科负责人参加甘肃省高
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培训班。积
｜极推进博士点建设工作，制订《学位
授权点建设发展规划》；组织召开博

项；修订《高水平成果绩效评定办 ＂党员先锋＂进宿舍活动；完善网格

｜法》《教学科研项目成果分类办法》。 ｜化管理体系，畅通学生参与民主管理和

获批立项建设省级科技平台７个，省 监督的渠道；严格落实学生教育管理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１个，省级研究 各项制度，抓好节假日及敏感节点的

级特色科普基地１个；＂敦煌艺术传承 ｜双选洽谈会，４２６场专场招聘会，提

｜基地＂获批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供近２万余个招聘岗位：２０１８年，毕
｜传承基地；与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签订 ｜业生整体就业率８５？？上，灵活就业
合作协议并联合申报共建国家重点实 率下降１３就业质量显著提升；扶

｜验窒。先后举办了中国与中亚人文交
流与合作国际论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术研讨会等４６
场高层次学术会议；外请专家学术报
告３００余场。
【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西北师南
大学共引进各类人才８１人，其中博士
毕业研究生３０人；完成２０１７年人职

持培育创新项目３００余个，学生创新

创业团队３０余支，８８项学生创新创业
项目被确定为省级立项项目；西北师
｜范大学被评为甘肃省＂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示范高校＂；为本科生、研究生
｜发放奖学金１９７６４万元，发放助学金

５４９３．２余万元，学校被评为全国学生
资助工作优秀单位案例典型；组织全

｜的６１名教师的入职培训；做好第三届 校新生参加危机排查和建档工作，积
＂双星计划＂资助项目９０名教师的遵 极构建＂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
选工作；举办庆祝２０１８年教师节系列 工作格局。开展以＂不说再见＂为主

活动。２人获霍英东教师基金资助，３
人获＂明德教师奖＂，３人获甘肃省高
校青年教师成才奖，１人获甘肃省青
年科技奖；６人获准２０１８年国家留学
基金委西部项目，２人获准中西部高
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
１人获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资助，１６名
教师出国研修：获陇原双创个人项目
｜资助１人、团队资助１项。召开以
＂深化人事改革、激发人才活力＂为

题的２０１８届毕业生离校系列活动，举
办＂诗与远方＂端午诗会、＂丁香花
｜开＂中国诗词文化节、＂高雅艺术进

校园＂等校园文化活动；组建１１２支
团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爱在远
山＂甘肃省深度贫闲地区留守儿童艺
｜术教育精准扶贫活动受到省委有关领
导的关注和批示，３个实践项目入围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
国赛终评；志愿服务项目＂爱尚微公
｜士点建设经验交流会，全面总结三个 主题的人才工作会议，出台《关于进 益＂解化中心被中宣部评为第四批
新获批的博士一级授权学科的成功经 一步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实施意 ＂全国学雷锋示范点＂，８个实践项目
验，讨论规划２０２０年拟申报博士一级 见》等５项人事制度改革文件，起草 在全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获
授权学科相关工作；动态调整生态学 制定《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 ｜奖：阳光服务社＂彩红桥＂阳光助残
和环境科学２个一级学科硕士点；艺 《＂云亭学者（团队）培育奖励计 实践项目和三农产品双创加工社团分
｜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整改后教育部 划＂实施办法》等系列制度，为人才 别被评为＂全国学生优秀社团项目和
复评合格。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 引进和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保障和文 活动＂＂全国学生最具影响力双创社
标项目２项，国家白然科学基金项目 化氛围。
｜团＂。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年，西北师范
５８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６项，各类
【交流合作】２０１８年，西北师范

｜２９６ ｜教育科技

大学同韩国岭南大学、俄罗斯乌拉尔 色专业。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工大学科技同众创空间获批国家级众
国立经济大学等５所国外高校新建了 术、机器人工程２个新工科专业。兰 创空间，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合作关系；探索＂Ｎ＋Ｎ＂的校际本科 州理工大学推进本科课堂教学改革， 管理服务体系。３月５日，兰州理工大

人才联合培养模式，同韩国岭南大学签 立项建设示范性混合式教学课程６ 学申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金属表面
署了１＋２＋１本科双学位联合培养协 门。获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 工程技术国际科技合作技术＂项目获
议，积极推进与法国瓦朗谢纳大学２＋ ｜践＂项目４项，获省级教学成果４ ｜科技部＂２０１７年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
２本科双学位项目；共有２１０名学生通 项，省级教学团队１个、省级教学名 合作基地＂
【学生教育管理】２０１８年，兰州
过各类校际和公派项目赴境外交流学 师２名、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精

习，共招收各类别留学生１４８人。完

甘肃

品资源其享课程４门。兰州理工大学 理工大学在１３个省份实现一本招生， 年鉴

２０ｇ

成暑期摩尔多瓦、苏丹和波黑三所孔 设立创新创业专项基金４００多万元， ｜被甘肃省推荐申报教育部＂三全育
子学院学员来华夏令营活动、海外华 ｜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１２０多项， ｜ 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心理健康指

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语言文化 ３６０个科创项目获得立项，１８项校级
营活动；成功举办＂一带一路＂高校 竟赛获得华为公司资助。获得国家级
联盟国际书画展。完成北京师范大学竟赛奖励６９ 项。＂红柳创客梦工厂＂
定向培养博士生计划８个，申报２０１９ 投人使用，在第四届中国＂互联
年定向培养博士生计划１４个。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银

【社会服务】２０１８年，西北师范 ｜奖１项，荣获＂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大学深入推进与定西市、天水市、平 先进集体称号。

导服务中心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
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评为年度先进

ＧＡＮＳＵ

集体。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日，毕业生
就业率达９７０８全校５００强企业签
约率为５５．３６？？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
兰州理工大学出国（境）留学、参加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８学术交流的教师２２５人，学生３４０余
甘肃国鼎、甘肃稀土等企业，以及中 年，兰州理工大学有６个一级学科博 人，来校交流与合作海外专家８０多人

｜凉市、兰州新区等地区，金川集团、

｜科院驻兰相关机构的具体合作内容； 士点、２３个一—级学科硕土点，获批２０ ｜次，与海外１０多所高校签订校际教育

推进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设，建设一 个省级重点学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 交流协议或备忘录，部分学生国家公
批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精准扶 ｜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材料 ｜派留学项目获得突破。启动来华留学
贫＂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村文化与 成型及控制工程、土木工程、化学工 质量认证工作，４２３名国际学生在校
旅游产业服务体系和农村公共服务体 程与工艺、金属材料工程、冶金工程 学习。以百年校庆为契机，开展走访
系。建立大学科技园管理运营规范体 和自动化８个专业进入全球工程教育 ｜校友活动，出版《校友通讯》百年校

制，完成大学科技园创新服务平台建
设，建成信息、技术转移和＂双创＂
人才培养等服务体系。坚持教育扶
贫，加强帮扶乡镇中小学师资培养力
度，制定了教育精准扶贫３年帮扶计
划；选派１９名学生赴礼县进行顶岗支

＂第一方阵＂。

庆专刊。作为独立办学单位，技术工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程学院与北京爱因生教育集团签订合
理工大学组织的＂西北恶劣环境下土 ｜作协议。

｜木工程防灾减灾教师团队＂成功入选 ｜【保障与服务】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
｜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日，兰州理工大学入选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８年引进博士７０人，１６名教师取 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名单，荣获＂公

｜教，３８名当地中小学教师到二附中和 得博士学位，全校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共机构能效领跑者＂荣誉称号，成为

附小进行专题培训；附中与东乡县民 师达到５３８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全国首批１８４家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惟——家获奖单位。
｜族中学结成对口帮扶学校，通过挂职 ｜４０３５成为全省高校具有博士学位 之一，是甘肃准一—
教师第一
供稿：马雪琴）
交流、骨干教师驻校支教、开设＂致
【科学研究】２０１８年，兰州理工
远班＂等方式助力东乡县民族教育发
兰川交通大学
展；学校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度全省脱贫攻 大学获得国家级项目７５项，ＳＣＩ收录
【概况】兰州交通大学占地面移
坚帮扶工作先进单位。
论文４８３篇；授权专利１９３５项，知识
（供稿：牛成春 审稿：刘仲金） ｜产权转让２５项。获得其他省级科技奖 １０４２３９３．６４平方米，约合１５６４亩（含
芝州理工大学
｜【教育教学】２０１８年，兰州理Ｉ

励１３项。＂边坡工程灾害防控技术创 ｜东方，桃海公寓占地面积９４１３２平方
｜新及应用＂项目获得甘肃省技术发明 米，约合１４１亩）；校舍建筑总面积为
一等奖。魏列江闭队的《电液控制放 ７５３０平方米（不含非产权学生公寓

大学遴选的８个红柳特色优势专业、８ ｜大器及系统实验台》获第五届全国高 建筑面积８４４１４平方米）；固定资产总
个红柳重点专业，３个专业通过工程 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创 值为１６３２８０９万元，其中：教学仪
教育专业认证，３个专业获批省级特 ｜新大赛项目二等奖。１月９日，兰州理 器设备值为３２４０５．０６万元，信息化设
｜教育科技 ｜２９７

备资产值８７１７．５２万元。全校共有一３究基地，

教育联盟。参加甘肃省第四属高校青

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兰 年教师教学竞赛，获得工科组二等奖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有全日制 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科排 １名、三等奖１名，文科组三等奖２
在校生２９８２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名第８位；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兰州 名，思政组三等奖２名，理科组三等
｜般图书２１８．０３万册。

３４６人，硕士研究生４５２５人，普通本 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土木工程、
科生２２１０６人，高职生２６５３人，预科 环境科学与工程３个学科被评为Ｂ类
｜甘肃 生１０３人，留学生２４９人，自考助学 （排名２０？？３０？？？科、机被工程学
科被评为Ｂ－类（排名３０？？４０？？学
年鉴 班５１６人，成人本、专科生１８９２８人。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有教职工 科、信息与通信工程、化学工程与技
０ ２７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６１８人，行 术２个学科被评为Ｃ－类《排名６０％￣

｜奖１名，优秀奖１名。立项实验室建

设项目３４项，完成建设资金２８００余
万元。新增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

个和实践育人基地１个。形成学生创
新课题、教师科研课题和实验室综合

课题＂三引导＂型实验开放模式。对
ＧＡＮＳＵ 政人员２２１人，教辅人员１４７人，工 ７０？？学科。
５０项实验教改给予资助，获得全国自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教学教研】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
｜制仪器设备二等奖和三等奖各１项。
｜勤人员１６６人，校办企业３５人，其他
附设机构１２人；全校副高以上人员 大学成立本科生培养质量督导委员 ｜获得教育部＂国防教育特色学校＂荣

１０４２人；另有离退休人员１３９２人。现 会。制定实施《兰州交通大学本科生 誉称号。共发放奖助贷勤补等各类款
有专职辅导员１０６人。专任教师中有 重开课管理办法》《兰州交通大学本 项约８千万元，受助学生达２万人
｜教授３０３人，副教授５８９人，讲师６３６ 科生＜大学英语综合＞课程成绩管理办 次。建设继续教育云平台，引进课程
人，助教及以下９人：具有硕士以上 法》等管理办法。停止新能源与动力 １１０门，在线人数达到９３００人。实施
学位的专任教师１３６９人，其中具有博 工程学院６个专业在武威的招生计 系主任例会制度，新增铁道机械化修
士学位４１３人，硕士学位９５６人，本 划，将学生迁回校本部接受专业训 理技术专业，引进双师型专职教师
科学历３９２９人。聘请校外教师７９人。 练。连选认定专业及教研室负责人８６ ５名。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涵盖工 人。完成车辆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 ｜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８
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 ｜和英语专业省级综合评估，１４个专业 年，兰州交通大学成立学科建设与学

法学、艺术学和教育学等８个学科门 ｜提交２０１９年工程教育认证申请。新增 位办公室，召开２０１８年学科学位与研

类，有４个博土后科研流动站、６个博 省级特色专业２个，教育部首批新工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新增＂测绘科学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２４个硕士学位 科研究与实践项目３项；省级教学团 与技术＂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增
授权一级学科、９个硕士专业学位授 队２个，省级教学名师２名；荣获省 ｜ 列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６个、硕士
权类别。有５个学科（群）入选甘肃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１ 专业学位授权类别３个，省级重点学
省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其中包括２个 ｜项。人选省级以上创业项目８７项，资 科由１９个增至２４个。撤销５个颈士学
优势学科、３个Ａ类特色学科。有１９ ｜金支持３２５万元；学科竞赛获国家级 位授权一级学科、２个硕士学位授权
个省级重点学科，其中包括１７个省级 ｜ 奖９０项，省级奖４０９项。新增创新创 二级学科和３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
重点建设学科和２个省级重点培育学 ｜业基地１１个。加入中国高校创新创业 权领域。完成３５个学位点合格评估及

科；本科专业６７个，专科专业１５
个，直属学院（部）２１个；３个国家

｜级实验室（研究中心），４３个省部级

）２

实验室（中心），其中，１个国家工程
支群甲于
技术研究中心、１个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研究中心、１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去找＂安ｇ大］父
实验室、２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１个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６个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５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７个省级工程实验室、３个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２个省级协同创新中
心、２个省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２个
省级高校重点实验室、２个省级高校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５日，之州交通大学建校６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学校大礼空睡重举行。中共甘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５个省 ｜肃省委书记、甘素省人大常委会上任林体为兰州交通大学建校６０周年教书育人特殊贡献奖
级行业技术中心，６个其他省部级研 获得者颁笑

通达天千

２８ ｜教育 科技

３个硕士专业学位点的专项评估工
｜作。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点对应调

双线（新疆段）＂获第十五届中国土 学者９名，成功举办＂甲子校

木工程詹天佑奖。ＳＣＩＥ论文首次突破 庆＂——天佑论坛。开展全国高校

整和备案工作。化学学科首次进人 ２００篇，同比增幅３３？？？国科技论 ＂校长杯＂乒乓球赛等多项体育赛事

ＥＳＩ全球前１工程学学科进入ＥＳＩ ｜文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论文被引 及文化活动。
全球前１？？接近度达到９５．１？？完善 用１１７２篇１９３０次．高校排名１９５名； ｜ ９月１５日上午９点举行校庆纪急
博士后研究报告双向匿名评审制度。 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Ｅ）收录２０２篇， ｜大会，省委书记林铎为＂教书育人特

１名博士后获得第６３批博士后科学基 高校排名１７９名；工程索引（ＥＩ）收 殊贡献奖＂获得者颁奖，省长唐仁健

甘肃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成立研究 ｜名。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ＥＳＩ１？？被引论 导，省内外兄弟院校，行业、企事业 ｜年鉴

金而上资助。博土后在站人数１３人。

录期刊论文２４７篇，高校排名１３９ 发表重要讲话。部分省直机关主要领

｜生培养质量督导委员会，制定实施 文４６篇，ＥＳＩ３？？被引论文１５篇。授 单位负责人，海内外校友及学校师生

２０ｇ

《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督导 权专利２５７件，其中发明专利２７件、 代表近１０００人参加会议。校党委书记 ＧＡＮＳＵ
工作条例（试行）》《兰州交通大学 实用新型２０６件、外观设计２４件。计 杨子江主持大会，校长李引珍作主愿
发言，黄民等７位嘉宾、校友代表致
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 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９４件。
｜施细则（试行）》。严格执行开题报 ｜【对外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兰 ｜辞。召开＂教育发展基金会年会＂
｜告、中期报告＂首次不通过率＂制 ｜州交通大学开展首期上库曼斯坦青年 ＂地区校友代表座谈会＂；接收单位及
｜度，不断提高学位授予标准，获得甘 ｜教师研修团来华研修项目、马其顿信 个人捐款１１０余项，共计１３００余万

肃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４篇，优秀硕 息科学与技术大学的国际科研合作项 元；开通小额捐赠通道，众筹资金７

士学位论文１２篇。进一步完普研究生 日、孟加拉国电力人才培训项目。新 万余元；资助发放＂教书育人奖＂等
｜ 奖助体系，获国家奖学金８８人、国家 ｜增能源互联网技术与装备研发省级国 各类奖项１００余万元。与兰州市安宁
助学金４７８０人、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际科技合作基地平台。与马来两亚拉 区政府合作举办兰州交通大学附属中
２４５５人。
｜【重点研究及成果】２０１８年，！

曼大学等境外１２所高校达成合作意

向，并与其中５所高校签订合作协

州交通大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议。３名学生赴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

学第一分校，完成第一届招生，
（供稿：梁小虎）

日３３８项，获批５０项，直接经费 等境外高校交流学习。全年接待来访

西北民族大学
【概况】２０１８年，西北民族大学
１８１７．２万元，创历史新高，全国排名 国外团组１３团次５０余人，组织１６个
校园总面积１７７６亩，总建筑面积约７０
２０６位，实现三年连续增长（２０１６年 ｜团组共计４２人次赴海外交流访问。
２４９位，２０１７年２１１位）。纵向项且合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录取国际 万平方米；图书资料４００万余册；博
同和到账经费均首次突破５０００万元， ｜学生３２７人，招收国别增至５７个国家 物馆馆藏文物２９６４件；教学科研仪器

横向科研项目１３８项，经费２７４８万 ｜和地区。成立国际学生管理处，启用 设备总值４．７亿元，固定资产总额３６４

｜元，各类资质技术服务合同２１８项。 国际学生《考勤手册》，建设国际汉 ｜亿元。设有２８个学院，学科涵盖１１
｜新增１个国家发改委＂地理国情监测 语＂金课＂。获批甘青宁地区首个 个学科门类，７１个木科专业。３个独
｜技术应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国际汉语教师证书》考试考点。
立建制的科研机构。有教职工１９１４
【举办校庆］２０１８年，兰州交ｉ ｜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２６３人。专任教师
心＂，２个省级行业技术中心，国家级

平台达到４个，省部级平台达到４５ 大学印发《兰州交通大学建校６０周年 中正高级职称人员２６５人，副高级职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数量位列省属高

庆祝活动筹备方案》，成立领导小组

称人员４８９人，具有博士学位３３３

校第一。新增校内优秀科研团队６ ｜和８个专项工作小组，召开全校校庆 ｜人，硕士学位７１７人。博士生导师３０
个，资助经费累计９５０万元。１个省级 工作动员大会，开展校友拜访工作。 人，硕士生导师４５６人。
行业技术中心考核优秀。
｜发布校庆１号公告、校庆微标和新版 ２０１８年本科招生６１９６名：预科招
２０１８年，兰州交通大学获教育部 ｜校徽、校旗，启动１２０天校庆倒计 生３９０名；本科第一志愿录取人数为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时。编纂《兰州交通大学校史》（一 ５７００名，第一志愿录取率为９２与
技术）二等奖１项；省科技进步一等 二卷）、《兰苑记忆》和《兰州交通大 ２０１７年持平。此外在台湾地区招收舞
奖１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４项；省 学６０周年纪念画册》，筹建校史馆、 踏表演专业考生１人。录取本科、预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３项、三等 天佑美术馆、科技成果展示厅、教学 科新生６５８７名中，少数民族考生４１３５
奖４项。＂基于互联网＋高精度北斗的 成果展示厅，发布校歌《天下胸 ｜名，占６２７８共涵盖４３个民族成
地面形变监测预警系统＂获甘肃省科 ｜怀》。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１３５场次． 份。２０１８招录博士研究生４１名，硕士
技进步一等奖。＂新建兰新铁路第二 邀请中科院、工程院院士１４名、长江 研究生６１８名。２０１８年毕业生共６４１７
教育 科技｜ ２９９

人，其中，本科生５８９５人，硕士生 年本科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 项目１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５０４人，博士生１８人。本科生就业率 ｜ 施。推进木科教学审核评估整改工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１项；＂中国民族语
８６．４１研究生８１．４２？？
作，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选 言文字信息技术＂委部共建实验室升
自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１８年，西北民麟 派４５名师生赴对口支援学校川大访学 格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增＂生物
大学已培养各类人才１６万余人，２０１８ ｜进修、交流学习；强化实践教学，广 医药工程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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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有５６个民族全日制在校生２６５４ 电综合实验教学中心获批为省级实验 甘肃省引导科技侧新发展专项资金
人，其中本科生２４２５８人，硕士、博 教学示范中心；英语教学改革项目获 ２８０万元；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问
士研究生１７９５人：

批为省级重点立项项目，２项成果分 世、历时２０多年研究整理的《格萨尔

【学科建设】２０１８年，西北民族 获甘肃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笑、二等 文库》出版；在甘肃省第十五次哲学

｜大学落实《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 ｜奖；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获批为甘肃｜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获奖总数
ＧＡＮＳＵ 案》，从制度机制上保障和推进＂双 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获得 位列省内高校第三，创历届最好成绩。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一流＂建设，以＂一优三特＂为龙 国家级竞赛奖项３２项、省级竞赛奖项

头，制定民族学、生物工程、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３个学科的建设台账，整

｜合科研平台和人力资源，提前谋划布

【对外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西
１２６项，学生就业率、考研率、相关 北民族大学共获批外专引智项目６５
职业资格证通过率都有所提升。加强项，获得资金５９４万元；实际执行项
研究生课程及教学项目建设，提升研 ｜目（包括调剂执行项目）６４项，聘请
究生教育质量；新聘硕上生导师１０７ 长短期国（境）外专家１１４名。邀请

局，推动下一轮学位授权点审核工
作，为省级重点学科绩效检查和申报 名，为导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人遗 ｜３５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长
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四川大学、 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１ 短期外籍专家来校任教、开展学术交

西南民族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签订协 个，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人，入 流及科研合作活动。与５所国外大学

议，教师参与合作院校的博导遴选， 选国家民委创新团队支持计划团队１ ｜积极接洽，选派１０名学生出国（境）
探索校际全面合作的新机制；提升专 个、领军人才支持计划４人、中青年英 留学。有５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业建设水平，确定重点支持专业２２ 才培养计划８人，获批＂陇原青年创新 ｜本科毕业生成为对外汉语志愿者并被
个、一般支持专业４２个、严控专业７ 创业人才项目＂１项，３名教师入选国 外派国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选派２７
个，主动布局数字出版、航空服务与 家民委首届教学名师和青年教学标 名师生分别赴澳门参加文化交流活
管理等民生急需专业，文保技术获批 民，７名教师续聘为甘肃省领军人才。 动；分别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
为省级特色专业。

【科研项目】２０１８年，西北民族

｜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中华民族团结
【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西北民族 大学获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７４项、 ｜促进会、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联合举办

大学制定《西北民族大学加快建设一 到账经费近１７００万元，其中国家社科 ｜＂２０１８年度澳门·中华民族文化周系
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基金１７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６ ｜列活动＂＂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
２０２２）》，系统地规划了学校未来五 项、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营＂；协助甘肃省台办及台湾中国文

化大学举办＂２０１８陇台大学生敦煌艺
术交流营＂。

一奥达学ｔｎｒｎ

【学术交流】２０１８年，西北民族
大学举办各类学术讲座９５场次。举办
２０１８年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学术研讨
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
｜播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民族学学会

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吉利占泰著作选

｜集》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二届蒙古族

传统家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
研讨会、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２０１８年

｜度蒙古语翻译专家工作会议、甘肃省

解剖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等重要学术

｜会议８场次。西北民族大学科技园组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６日，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本科教学大会

｜００｜教育 科技

织申报和答辩，通过甘肃省教育厅、
甘肃省财政厅的评审，获取＂甘肃省

省级引导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竞争 本科教育＂的目标任务。印发了一流 研讨会，完成共享平台功能室的改造

｜ 性项目资金＂——服务创新平台建设

本科专业建设实施方案，动物医学等 评估，实验室进人２０１８年省部共商重

资金２８０万元，实现多年来从省级财政 ５个本科专业获得立项建设，每个项 点议题。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工作】２０１８
获取专项资金支持＂零＂的突破。西 ｜目资助经费１００万元。对新增２１个一
北民族大学科技园经甘肃省教育厅、 批次招生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年，甘肃农业大学召开学科建设和研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甘肃省科 修订。开展食品科学与工程等７个专 ｜究生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一体两

业的认证工作。新增森林保护、土地
｜整治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３
个本科专业。获省级教学成果奖４
甘肃农业大学
项，其中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２项。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大学 ｜ 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种子科学与工
设有２４个学院（教学部），６１个本科 程、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动
专业，拥有动物医学等５个国家级特 物繁殖学》、《农业机族学》、《有机化
色专业；１个国家级重点学科（草业 学》、《设施园艺学》分别获批省级教

翼＂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格局，明确 甘肃
＂放管服＂改革、项目制管理、一流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６９个二级 １．０５亿元，连续３年突破亿元大关。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８个专业学位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３６６篇，
授权类别；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其中ＳＣＩ论文２３７篇。授权专利１９％６
地１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 项。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６项、三等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６个，省 奖１项。＂甘肃农业大学现代农业技术
｜ 部共建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 推广转化中心＂＂甘肃省葡萄与葡萄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１０５人、硕士研

技厅认定为甘肃省首批大学科技园。
（供稿：刘蔟）

本科专业建设、学科建设规划、研究 年鉴

２ＯＥ

生培养和质量监控等五大重点工作任

务。制定学科建设绩效考评、经费管 ＧＡＮＳＵ
｜理等制度，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

｜步健全。新增５个省级重点学科，总
数达到１８个。新增农业工程、林学２
科学）、１个农业部重点学科和１３个省 学团队、特色专业和精品资源共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化学１
｜级重点学科；５个博士后科研流动 享课。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风景园
｜站，８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大学有１９１项 林、应用统计、工商管理３个硕士专
３２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１５个 科研项目获得资助，到位科研经费 业学位授权类别。录取研究生 ８２１

心）３３个。

酒工程学重点实验室＂分别获批甘肃

｜究生７１６人。全面修订农业硕士７个

｜领域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获批１个国
家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确定

２３个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获评
１０篇省级优秀博上、硕上学位论文。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
农业大学招聘各级各类人员１１３人，

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大学有在校本 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和省级重点实验
｜科生１６７３７人，硕士研究生１６０２人， 室。推进干早生境作物学省部共建国 其中，编制内博士４６人、硕士３６

博士研究生４０３人。教职工１３００人，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召开干早生境作 人、岗位聘用人员３１人。完成高层次
其中专任教师９７５人，高级职称人员 物抗逆机理及生产系统调控国际学术 人才中期及绩效考核４８人，其中飞天
４９７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３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一、二层次人选４人，入选
＂国家杰出专业人才＂１人，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２人，农
业部＂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１
人：＂甘肃省科技功臣＂、＂陇人骄
子＂各１人，甘肃省特聘科技专家４
人、领军人才３０人；突贡专家、特贴
专家、教学名师等７４人。学校占地面
积１６５０１万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
６６．１８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８９３
｜亿元。

【教学教研】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
大学召开本科教育工作大会，总结成
绩，明晰＂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甘肃省副省长张世今，甘肃者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工海点调研甘肃
回归，建设一流本科专业，打造一流农业大学

｜教育 科技｜３０１

学者１７人、伏羲人才２９人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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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批＂三区＂科技人才专项计划，多 ＇双创＇能力为导向的金融学专业实
｜次赴兰州、定西、临夏、甘南等地开 验课程教学团队＂和＂审计学教学团

｜大学召开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学风建设骤 展科技服务。认真落实＂１４１４＂对口 队＂获得省级教学团队。获得省级教
创优评优表彰大会，评选出３０个先进 支援计划，组织专家多次赴阿克塞开 学名师１名、省级青年教师成才奖２
｜班集体和２８５８名先进个人。积极落实 展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等科技培训工
资助相关政策，为１万余名学生发放 作。积极推进＂校校、校地、校企＂
各类奖助学金２５００多万元。认真开展 合作，与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康
国防教育和大学生应征人伍工作，５３ 县、平川区，甘肃天耀草业科技公司

｜名学生光荣人伍。开展了＂重走改革
２０的 ｜开放之路，砥砺爱国奋斗之情＂暑期
ＧＡＮＳＵ 社会实践等主题教育活动。推进＂第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二课堂＂学分制，全校１３１０５名学生
注册登记，共举办各类活动４９５７项。
荣获甘肃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二、三等奖各１项。大学生青年传

｜名，获得省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
｜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共评选校级教

学名师１名、优秀教学奖获得者１５

名。＂区域经济学＂和＂中国近现代
等签署了合作协议。制定帮扶岷县脱 史纲要＂获得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贫攻坚＂４＋６＋Ｘ＂工作方案和各村帮 《儒学复兴与当代启蒙》等１５门优质
｜扶计划。积极开展党组织结对共建， 在线开放课程获得省级立项，组织实

建立当归熟地育苗和当归新品种示范 施＂订单班＂＂卓越人才实验班＂
基地．大力培育中蜂养殖、林下养鸡 等，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引进
等新兴经济产业。举办眠县专业技术 了清华大学＂学堂在线＂，超星尔雅

｜人员专题培训，组织专家举办１３次现 等慕课教学平台，在全校范围内开设
媒中心荣获甘肃高校＂十佳校媒＂称 ｜场培训，培训种养殖户１４００余人。积 稍课选修课程５０门。严格课堂教学管

号，学生社团联合会荣获＂全国学生 极推进公共事业服务，进行了道路维 理，切实加强学习过程考核，取消毕

最具影响力社团联合会＂称号。１名 修、办公设施、太阳能路灯等基础设 ｜业＂清考＂。完成２０１８年校级和省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申报
学生当选为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施建设和捐赠活动。
（供稿：陈炜
马文龙）
大会代表。新增２１个专业本科一批次
｜和评审工作，共立项建设６０个校级项
日、３４个省级项目。获准立项创新创
招生，总数达到２５个。录取本科生
４５０人。２０１８届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

兰川财经大学

业教学名师１人、创新创业教育慕课１

【概况］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大学 门、创新创业改革改革试点专业１
率为９２２比上年增长１１２？？
【对外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甘 有教学单位１９个，校级科研机构９ 项、创新创业教学改革项日２项。
肃农业大学与埃及坦塔大学、巴基斯 个，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３ 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大学与中央财

坦农业研究院、加纳发展大学等３个 个，省级＂２０１１ 协同创新中心＂１ 经大学签署校际战略合作协议，继续
国家的４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签署合作 个，甘肃高校重点实验室１个。有省 深化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合作交

｜协议。有３６名教师赴美国、加拿大等 级重点学科１０个，一级学科硕士点７ 流，率先加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一
国家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访学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３２个，本科专业 ｜带一路＂研究分会，积极参与甘肃省
研究。积极申报和开展引智工作，获 ５６个。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１８万人， ＂中白友好年＂有关活动，参加中国
｜批引智项目６项。１名专家获甘肃省 研究生１５２８人，成人教育学生３９８２ 一中东欧国家高校联合会第五次会
＂敦煌奖＂。积极引进语言类外籍专 人。教职员工１３４１人，其中专任教师 议，承办第七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
家、增加外籍教师数量，制定外语类 １０２２人．有教授、副教授５６７人．博 论坛——带一路与全球化的国际学术
文教专家聘请与管理暂行办法，引进 士、硕士研究生学历教师７５４人，省 会议。２０１８年共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
外教５人。着力扩大留学生教育规 级教学名师５人。有省级教学团队９ 长期外籍教师３名，共聘请８名长期
模，充分依托校长奖学金和甘肃＂丝 ｜个，省级精品课程３１门，国家级特色 外教和４名短期高端外籍专家，邀请
绸之路＂奖学金，招收留学生３１人， 专业建设点３个，省级特色专业建设 外国专家来校讲座１５批次，共派出７
在校留学生人数达到４３人。召开学校 点１６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 名教学科研人员赴海外高水平大学交
理事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一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３个，国 流学习，派出６９名学生参加出国
次会议，审议通过《甘肃农业大学理 ｜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１ （境）交流学习项目，完成因公出访
事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 个。学校两个校区校园占地１７００多 任务７批次，接待来访２３批次。
｜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 亩，校舍建筑面积６９８１万平方米， 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大学修订完成
会秘书长。
固定资产总值９１５７万元。
《兰州财经大学科研成果管理办法》
［教研教学］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
【社会服务］２０１８年，甘肃农业
等６项科研管理制度，共举办＂庆祝
大学制定《甘肃农业大学服务甘肃省 大学制定印发《兰州财经大学本科教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等学术
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１２９名教师 学审核评估整改工作方案》，＂以培养｜报告１０３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３０２ ｜教育 科技

１０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立项１项、 教授１０人、讲师２６人、助教２１人。
省都级科研项目立项３４项、地厅级科 ｜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

研项日立项２７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大学开展２０１８级全体班主任和大学生
立项及匹配经费共计１２９９．７１４万元。 兼职取辅导员培训，承办甘肃省高校第
甘肃省电子商务技术与应用重点实验 三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完成２０１８
室顺利通过验收。全校研究机构共撰 级４９５１名新生心理普查工作，资助困
写咨政报告１５篇。
难学生５７００余人，资助金额达２０００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２０１８

人，双聘院士３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６１人，硕士研究生导师４８人，１７人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１人被
｜评为＂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３人被
评为＂全国优秀教师＂，６３人荣膺
＂甘肃省名中医＂，１１人被评为＂甘肃
｜ 省优秀专家＂，６人获＂甘肃省高校教 甘肃

余万元，应征人伍４５人。在甘肃本科 学名师奖＂，１２人获＂甘肃省园丁

年初，兰州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授 一批招生专业增加１１个，总数达到２４ 奖＂，２６人获＂甘肃省高校青年教师 ｜年鉴
予单位资格，统计学获批博士学位授 个。继续实施就业工作＂一把手＂负 成才奖＂，２３人人选甘肃省＂３３＂
权点，年底通过教育部审核，从２０１９ 责制，积极拓宽就业渠道，保持就业 ｜＂５５＂人才工程，７人入选甘肃省高 ＧＡＮＳＵ
年起开展博士研究生招生、培养和学 率稳中有升。２０１８年，本科毕业生初 ｜ 校跨世纪学科带头人，１６人被选拔为
甘肃省领军人才，２７人被选拔为甘肃
位授予工作。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 ｜次就业率为６８．５？？
设计学和税务专硕等３个一级学科硕 【保障服务】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 省卫生厅领军人才．
｜士点，新增省级重点学科５个。＂税收 大学新增固定资产４１３７．７７万元，完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根据《教

２ＯＥ

学＂和＂投资学＂两个专业获得甘肃 成资产购置项目１０６项，总计４９２２１２ 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立项建设。结合 万元，升级扩充资产管理系统功能。 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要求，教育部

完成校级维修改造项目４０余项，金额 组织专家组对甘肃中医药大学进行本
融＂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２ 共计４０余万元。改善学校接待条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现场考察。专家
个新专业。２０１８共录取研究生５８０ 件，提高服务水平，本年度共计接待 组通过听课、看课、走访、深度访
智能化时代建设，申报＂互联网金

名，较上年增长１１８毕业生年底

培训班１５期，总计１５１３人次。完成 谈、查阅试卷和毕业论文设计、考察

就业率达到９０？？上，入选２０１８年度 １８．５６亩教育用地划拔工作，全年总收
｜甘肃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３篇。
人４８２５１．９万元，总支出４４０６８．３万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元，完成２０１７年财务决算和２０１８年
财经大学组织开展＂四有＂好老师风 ｜校内经费预算编制工作。完成审计结
采展示系列宜传活动，１名教师荣获 算７１项，出具工程造价结算审核报告

实习基地等方式，全面了解甘肃中医

药大学的本科教育教学情况。访谈在
｜校９位校领导、２１个职能部门主要负

责人７３人次，１５个教学单位主要负责
人２７人次，１２个科研、教辅部门主要
｜＂宝锅奖＂优秀教师，１名教师荣获裁 共７１个，制作委托控制价共７项，不 ｜负责人２２人次；走访学校１５个二级

原＂四有＂好老师。引进全职博士３０断加强财务专项资金审计。
学院和教学实验实训中心２５次，２１个
共稿：唐 莉 杨晓祥） 职能部门３８次，１２个科研教辅部门
名、硕士研究生４名，聘任人才项目
博士２０名，引进岗位博士２６７名，聘
２５次；听课、看课１２７门次；调阅２４
甘肃中医药大学
｜任＂兴隆学者＂特聘教授８名，３人
个专业４１门课程试卷２３２５份，１３个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中医药大
｜入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
专业毕业论文（设计）１１４６份；召开
资助项目，共遴选推荐各类专家人选 学占地１０５０亩。下设１６个二级学教师座谈会５次１９８人次参加，学生
４０人（次）。７名博士完成学业同校工 院，开设２７个本科专业，１２个专科专 座谈会７次共２６３人参会；考察走访５
｜作，１４名青年教师以定向（委托）方 业，有３个国家级特色专业、７个省级 个实习教学基地和用人单位；参加校
式攻读博士研究生，与２１名优秀硕士 特色专业、８个省级教学团队，专业 友座谈会和用人单位座谈会共计６２人
签订博士毕业后回校工作协议，６６名 门类覆盖医学、理学、工学、经济 ｜参加；实地考察学校图书馆、博物
年轻教师申请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 学、管理学、教育学６个学科门类。 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实验实
推荐４０余名教师参加省级教学科研骨 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１万多人，硕士研 训中心、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师生
干培训，举办多种形式的教师发展培 究生１千多人，博士研究生７０多人。 活动中心、科研实验中心、学生和教
训１０余次，累计参加人数达１０００ 本科招生２８４５人，硕士研究生４０３ 工食堂、体育馆、运动场等场所和办
｜余人。
人，博士研究生２９人．博士后２人， 学设施；查阅学校的发展规划、人事
２０１８年，兰州财经大学制定《兰 留学生８５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为 管理、教学管理、学生管理、科研管
州财经大学２０１８年教师高级职称评审 ８８１４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为８０？？ 理、财务管理等文件和会议记录原始
工作方案》，完成职称评审工作，评 有教职工８９２人，其中专任教师７５８ 材料，核查有关数据的真实性。召开
审教授７人，副教授１５人，共定职副 人。有国医大师１人，全国名中医３审核评估专家意见反馈会，提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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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

意见，最终通过教育部专家组对本科 肃中医药大学派出１０批１７人次专业 制学校师生宿舍楼并翻修学校食堂，
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教师赴美国、保加利亚等国进行学术 为八力镇石门小学建设机房，并帮助
【学科建设及科研成果】２０１８ 交流及研修培训，接待国（（境外高校 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推进健康扶贫，

｜年，甘肃中医药大学配套经费１９２万 和卫生机构来访团组１２批６１人次。 组织义诊６次，诊治患者１０００余人
元，加强３３个校级及以上重点学科建 援摩二期技术合作项目通过验收，为 次，第二附属医院与宕昌县中医院签
设。新增３个省级重点学科，中医老 摩尔多瓦国立医药大学的１名医师和１ 订对口帮扶协议。

甘肃 年病学、敦煌医学、中药化学、中西
年鉴 医结合基础等４个学科通过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药重点学科

团 验收。中医药科学研究立项３０９０．８万

名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进行１个月的

中医针灸理论及适宜技术培训。深化
＂坡黄中医学院＂和＂中医中心＂建

设，完成巴西首期中医药研修班、俄
ＧＡＮＳＵ 元，其中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１８项、国 罗斯第三期中医实践和中医理论研修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国家重点研发 ｜班２８人次培训；在亚美尼亚、新西伯
计划子课题２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１９ 利亚开展中医药培训、文化推广和义
项。＂甘肃省中医方药与创新转化重 诊，累计培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甘肃省中 中医药工作者７２人次。先后选派３名
｜药质量与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培育 学生赴美国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独

（供稿：陈晓强）

甘肃政法学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学院
｜有１３个二级学院；设有３４个本科专

业、涵盖了法学、管理学、工学、文

学、经济学、艺术学等六大学科门

类，拥有法学、工商管理和网络空间
安全３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共有２１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基地）＂＂敦煌医学与转化省部共建 联体国家学习交流，选派１５名学生参 ｜有３个国家缴特色专业建设点，１个国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并正式 加香港交流访学项目，获得高校专业 家级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

更名。＂甘肃省中药制药工艺工程研 课程教师出国研修项目１项、访问学 验区建设项目，１３个省级特色专业；
究中心＂获批发改委省级工程研究中 者项目１项
建成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５门、省
｜心，＂甘肃省中医药研究中心＂＂甘肃
【特色帮扶】２０１８年，甘肃中图 级精品课程１７门，创建省级优秀教学
省道地中药材种质资源库＂＂甘肃省 药大学引进赫博公司在宕昌县建立面 团队６个；建成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甘肃省 ｜积３２５亩的有机当归原药生产基地； 心４个。有教职工８９４人其中专任教
中西医结合肿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投人近２０万元购买中草药种植专用 ｜师６３３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４１４
｜列人省级平台建设计划。获甘肃省皇 肥，选派学校中药材种植专家，采取 人，教授１１９人。评聘＂文偏学者＂
甫温中医药科技奖三等奖２项、甘肃 ｜办农民夜校的形式，帮助帮扶村农民 ｜特聘教授６名、＂文翰学者＂讲座教授
省药学会二等奖１项、甘肃省残疾人 掌握现代种植技术；向九台春酒厂无 １０名、＂文翰学者＂青年学者１０名，
康复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１项。知 偿提供药酒配方，研制出＂归灵养生 获评＂２０１８年度＇青年教师成才
｜识产权授权数量快速增长，取得授权 液＂并正式投产；同时投人３４万元在 奖＇＂１人；评聘教授７人、副教授
２２项。
八力镇发展养蜂业。协调甘肃省教育 １５人，引进博士研究生１９名，考取对
｜【国际合作与交流】２０１８年，甘 厅拨付资金５７０万元建设八力镇９年 口支援博士研究生６名；组织、选派
｜师资培训８０７人次。有在校学生１１２０１

人，其中研究生８７６人、普通本科生
１０１４５人。有兰州市安宁西路校区、

｜兰州市安宁万新路校区、兰州新区校

区３个校区。校园占地面积１０６６５８
亩，校舍建筑面积３９７７万平方米，
｜教学科研行政用房面积１６８５万平方

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６９１０．１２

｜万元，有纸质图书１２６．３１万册，中外

文数据库３３个，电子图书８０８万册；
学院主办的学术期刊《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和《西部法学评论》面向国内
外公开发行；学院是甘肃省博士学位
｜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国家首批西部基
｜２０８年９月２８日，甘肃中医药大学举办建校４０周年纪念大会
ｔ０４ ｜教育 科技

层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院校，

第二批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教育部共建的青少年法制教育
｜中心，全国政法院校＂立格联盟＂
成员。

创新团队，５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立 ２０１９年研究生考试任务。印发《甘肃

｜项建设。史玉成教授的《环境法学核 ｜ 政法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

｜心范畴之重构：环境法的法权结构论 落实学科自主专项建设经费５７１万元。
（论文）》和马进教授的《西北少数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
｜民族道德若干重要问题研究（专 学院制定印发《甘肃政法学院２０１８年

【教学教研】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 著）》获甘肃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安排意见》；

学院李玉基、魏克强、傅晓海、安德 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丝路法学院教 举办首届全国法学院系＂法成律师

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 杯＂法律专题辩论赛。全年共邀请 甘肃
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公安学类专 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杨玉鑫撰写的２ ７００多家单位来院举办４场大型校园双 年鉴

｜智等４位教授分别当选教育部新一届

业、公安技术学类专业、网络空间安 篇内参报告，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选会，有近１万人次毕业生参加了双
｜全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魏克 要报·中办专供信息》报送，被中共 选会；组织３０００多名学生参加＂２０１８
｜强教授主持的《＂司法鉴定＂教学模 中央办公厅采用；马进教授的３篇研 年全省中小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创业就

式在证据技术类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探 究报告经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报
｜索》和郜占川教授主持的《＂卓越计 送，被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政府采
划＂引擎驱动下的法学专业综合改革 用，分别获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省长
研究》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董志 肃仁健、省委副书记孙伟和副省长李

２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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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接服务专场招聘会＂等活动；通

｜过＂就业促进月＂活动，搭建就业平

台，加强就业指导，做好就业服务。
依托＂七彩丝带＂志愿服务项目板块
峰教授主持的《与实务部门合作框架 沛文批示。学校新增为＂一带一路＂ 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３２场，组建各
下的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获省级教 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
类社会实践团队３４支，参与集中社会
学成果二等奖。全面启动２０１９版本科 【学科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 实践活动人数５００余人：全年共获批
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和国际学生本 学院完成将原＂刑事科学技术＂省级 １４个省级、７个国家级大创项目，３项
科专业培养方案制定工作，修订和完 ｜重点二级学科动态调整为＂公安技 省级双创教改项目，２个省级就业创
善《甘肃政法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 术＂省级重点一级学科申报工作完成 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支持６项大学
法》等一系列本科教学管理制度，印 ｜工意管理、网络空间安全、公共管 生创业实践项目创业项目进行实际落

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 ｜地；２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院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联合培养藏汉 等５个学科申报省级重点学科的工 目获国家级立项，３０余项大学生创新

｜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肃政法学

双语法律人才实施方案》；安全防范 ｜作。在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硕士学 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省级立项；＂创

工程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被评为 ｜位授权点下自主设置信息内容安全、 青春＂创新创业大赛人围省赛６项；

２０１８年省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民 网络安全２个二级学科；新增网络空 兰州银行杯比赛入围省赛十项。
商法》获批２０１８年度省级教学团队， 间安全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新闻
【合作交流］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
《社区工作》被评为２０１８年省级精品 与传播硕士、会计硕士，顺利完成了 学院邀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国立法学
｜资源共享课，对《本土红色资源与思 甘肃省研究生考试考点建设任务和 院，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吉尔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等３０项校级
｜教学改革项目正式立项，有２项大学

英语教改课题获甘肃省高校大学英语 ｇ政法学院
教改立项；牵头起草《甘肃省＜教育
救育部Ｏ策法
｜部 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

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２０的意
见＞实施方案》。全年共获批立项各级
各类科研项目１０４项，其中纵向科研
项目立项５３项，横向科研项目立项１０

ｔ政注院

共

｜项，校级科研项目立项４１项；获批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４项，教育部人文社

｜科项目１项、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１
｜项。发表学术论文２６９篇（Ｃ１类以上

３６篇），学术著作９部（校定权威出版
社出版８部）。获批立项１个省级科研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教育部政法司与甘肃政法学院合作共建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

｜教育 科技 ｜３０５

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等３所高
校应邀前来校进行交流，达成合作意

舅

｜工川城市学院
教育思想大讨论和教学管理制度修
【概况】兰州城市学院是２００６ 订、教学检查、教育特色活动与成效

向。国外学生招收从２０１７年的２个国 年２月经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一所省属 交流研讨等系列活动。完成本科教学
家扩增到１２个国家，招收学生 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位于甘肃省会 质量报告撰写与发布，周密部署师范
｜人，专业教育首次覆盖学校所有教育 ———兰州。学校前身是始建于１９５８年 专业认证，做好教学运行数据库上传

层次（预科、本科及研究生）；举办 ６月的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和新西 工作。有序推进重点（扶持）专业建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甘肃省人民检 ｜兰友人路易· 艾黎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创办 设工作，对标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察院、甘肃省司法厅、西北师范大 的培黎石油学校。２００７年８月，经甘 家标准、专业认证标准，修订完善本

甘肃
年鉴 学、甘肃政法学院合作共建的＂教育
死

肃省政府批准，甘肃省幼儿师范学校 科人才培养方案。开展重点（扶持）

｜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和＂甘肃省 ｜整体并人学校。学校有三个校区，占 专业中期考核，调整了重点建设和扶
｜地面积５０．５４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 持建设专业。新增财务管理等５个专
积４７．７５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７０４
业，学校本科专业总数达到５２个。获
暨座谈会；打造＂丝路法学大讲堂＂
学术交流平台品牌，先后邀请赵旭 亿元，馆藏纸质图书１１２万册、电子 甘肃省教学成果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
东、姚建宗、关保英、郭明瑞等海内 图书１００万册、电子资源数据库２９ 项，获评省级特色专业、教学团队、

ＧＡＮＳＵ 法治教育培训与研究中心＂签约仪式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外著名法学家做客＂丝路法学大讲 个。教职工１１３７人，其中教授１０９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１个。以编写
堂＂，举办学术讲座８１场；刘进军教 人、博士１０３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课程说明》为抓手，推动各专业深
｜授受邀参加由中央宣传部等联合举办 殊津贴专家２人、甘肃省领军人才４ ｜人研究课程内容模块化、教学方法改
的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理论研讨会；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革、考试评价方法改革的核心内涵，

成功举办第三届海峡两岸反恐怖主义 划＂人选２人、全国优秀教师２人、 培养了一批课程建设明白人。开展重

研究合作论坛、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与 全国师德标兵１人。本科专业５２个， ｜点建设课程遴选，优秀课程说明评选
展望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侣议 涵盖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等工作，以示范课程引领打造了一批

与供应链创新学术研讨会、大数据与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 ｜高阶＂金课＂。全年有５门课程被评为
犯罪预警学术研讨会、改革开放４０年 学９个学科门类。拥有教育部＂本科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与省级精品资

法治甘肃建设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等 ｜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 源共享课。１人获全国高校英语教师
｜５个高层次大型学术会议。

【社会服务】２０１８年，甘肃政法
学院与教育部政策法规司签订共建协
议，合作共建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揭
牌成立。学院教师受聘担任各级宜讲
团成员、立法顾问、决策咨询专家、
智库专家、学术团体领导职务达２００
余人次。刘进军教授受聘为甘肃省人

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史玉

综合改革试点专业１个，教育部本科 教学基本功大赛专业组二等奖，１人

｜专业课程教学试点项目１个，省级特 获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

色专业８个、省级重点学科２个、省 ｜１人获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奖。
｜级工程研究中心２个，高校省级重点 学生在全国全省各类专业赛事中获国
实验室２个、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 家级奖项１８项，省级奖项１００余项。

｜重点研究基地３个、高校省级新型智 ｜７８０名毕业生报考硕士研究生入学考

库１个。设有１８个二级学院和甘肃省
城市发展研究院、路易·艾黎研究中
心、甘肃文化翻译中心等２３个研究院
（所），全日制在校生１３６００余人。
【综合改革】学校出台校内定编
方案、岗位聘任办法、奖励性绩效工
资分配办法、岗位考核办法、教学科

试，２３５人被录取，录取率达到

３０．１２？？

【学科建设与申硕】学校与华东

师范大学正式签订《华东师范大学对
｜吕教授受聘为甘肃省第十三届人大常
口支援兰州城市学院协议》，启动地
委会立法顾问。司法鉴定中心完成甘ｔ
理与生态环境等４个科研创新团队建
肃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并
设与国家教学成果奖培育工作，聘请
获得资质认定（ＣＭＡ）证书，被兰州 研成果计算及奖励办法等１０余项改革 华东师范大学４名教授为创新团队和
市司法局授予＂兰州市司法行政系统 制度，将二级学院、机关部门］、教辅 教学成果奖首席专家及指导专家，选
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粟誉称 单位分为教学院系和管理服务两类进 派２名同志挂职华东师范大学学习锻
号，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研究中心协助 行机构调整，对全校教职员工定编定 炼，对口支援工作稳步推进。学校对
省内外公安、纪检监察机关，债办重 岗，明确职责分工，提升工作效能。 标申硕指标体系，逐一落实指标分
特大疑难案件１１起。
【人才培养】学校以全国教育大 解，目前，专任教师博土比例达到
（供稿：商亚辉） ｜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 １８近４年师均科科研经费达到３万
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组织实施＂本科 元，生师比为１８６５：１。与１６家企事
｜教育质量提升月＂活动，开展新时代 业单位签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共建
成、俞金香、刘晓酸、张举国、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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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３个艺术实践工作坊分获大赛
项中硕基础性工作开展有序。学校开 ｜名专家，为学校申报硕士学位授权单 一、二、三等奖，《籁箕上的麻雀》
展学科建设中期检查，将１６个校级重 ｜位和学位点建设及重点（扶持）学科 ｜获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表演类比赛一
点（扶持）学科动态调整为１４个，督 专业建设工作提供助力。认真做好高 等奖。１个团支部获评全国高校＂活
促落实学科建设目标任务，近２年重 层次人才引进工作，３３名傅士已正式 力团支部＂称号。
（供稿：刘子江田健民）
点（扶持）学科科研贡献率达到７５％ 聘用，７名博士正在办理相关聘用手
以上。全年立项建设校级重点应用学 续。扎实开展教师培训。邀请河海大
｜天水师范学院
科１个，扶持建设应用学科３个，获 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
｜ 协议，完善研究生管理制度２５个，各 全面落实人才强校战略，柔性引进６

甘肃

【概况】２０１８年，天水师范学院 年鉴
气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中国语言 专业建设骨干１３８人进行五天的集中 设有１７个二级学院，６４个教学系 ２Ｏ
｜文学、教育学和体育学５个学科获批 培训；开展暑期重点（扶持）专业团 （部），３个教辅单位，２３个党政管理 ＧＡＮＳＵ
横向科研经费７６０万元。石油与天然 １０余名专家为校内４７名专业负责人和
省级重点学科。

｜【科学研究】学校制定教学科研

队成员课程建设能力提升研修班、教 ｜机构及群团组织。有１个教育部备案

学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研修班，来自燕 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１０个省级及地

成果计算及奖励办法，科研项目结余 山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北京石 厅级科研机构（平台），２个省级实验

经费管理办法、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 油化工学院、贵州理工学院四所院校 教学示范中心，１８个校属科研机构，
理和经费配套方案，进一步健全科研 的１４位专家到校作了６０场报告和２场 ２０个院属科研机构。有２个甘肃省一
管理体系，提高教职工科研创新积做 座谈交流，参训人数２６８人；全年参 流特色培育学科群，有８个省级重点
性，规范了科研经费管理，提高了资

加培训、进修教师达７５４人次。

学科。有１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团学工作】学校不断加强重点 （中国语言文学），２个专业碳士学位
金使用效益，解决了审计发现问题。
全年各类科研项目立项１５０项，资助 学生群体帮扶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并 授权类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
经费８３１．３万元，实际到账７４６３４万 组织开展督导检查。完成学工信息系 ５４个本科专业（其中有国家级特色专

元。获批纵向科研项目１３３项，资助 统招标采购工作，推进学生工作信息 业２个，省级特色专业１１个）．５个省
经费６６１万元，与２０１７年立项数相比 化建设。建立健全资助体系，全年发 级教学团队。有各类在校生１６５０５
增长７３资助经费增长６５？？签订 ｜放各缓各类奖助资金近２０００万元，学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１４８７３人，研究
横向科研合同１７项，合同经费１７０．３０ 生资助资金实现全覆盖。聘请＂学生 生３６６人，留学生３人。２０１８年，天
万元，与２０１７年相比，数量增加了１６ 资助宜传大使＂开展政策宣传与志愿 水师范学院有教职工９９９人，其中专
倍，资助经费增加了２３倍。在立项数 ｜活动，中国教育报等媒体进行了报 任教师６８６人，有教授（研究员）１０５
最与资助经费方面，国家社会科学基 道。招录３８６２新生，文、理科招录分 人、副教授２６７人，有研究生以上学
金项目排名新建本科院校第一；甘肃 数再创新高。学校主动前往全国各地 历的教师６７０余人。师资队伍中有全
｜省社科规划项目位列全省第二，重点 开拓就业市场，全年举办各类就业辅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１个，全国
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全年荣获甘肃 导６０余场次，提供就业岗位１８万多 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国际级
省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个，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年终就业率达到 ｜人才１０余人：有甘肃省领军人才、飞
１６项，排名新建本科院校第一。学校 Ｍ．６８？？全年获批国家级、省级大学 ｜天学者等省级人才８０余人。学校占地
同时创新科研宣传途径，全年对１５名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１６个。获批省级 ６７０亩，校舍建筑面积３６８万平方
科研业绩突出、社会影响广泛的教师 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程项目１ 米；馆藏图书２３１万册，数据库３９
｜在校园网进行宣传报道，激发了教师 个，共争取项目资金１１３万元。＂艾 种；教学仪器设备值２４３亿元，固定
科研工作热情，营造了比学赶超的良 创＂众创空间获批甘肃省第三批＂众 资产９．２８亿元。

｜创空间＂。＂童火虫＂儿童家庭性教育 【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天水师范
【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充分发挥 公益项目获得甘肃省卫计委＂青春同 学院通过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审核评
职称评审导向作用，制定教师系列高 伴教育＂项目立项，获２０１８年中国红 估，全面梳理总结本科教学工作。印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价条件标 十字会青少年社会实践项目。１人获 发《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
准、工作实施办法，认真执行职称评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量提名奖，１个项 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聘师德考核一票否决制，完成６２名转 目获２０１８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侧 的意见》，制定《本科教学工作审核
正定职、２７名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 业大赛制奖。在甘肃省第五届大学生 评估整改工作方案》，明确教学改革
好氛围。

务、６名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艺术展演活动中，书法摄影绘画类获 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２０１８
的评聘工作。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 奖作品１３２件，声乐舞蹈类获奖１３ 年，天水师范学院召开第六次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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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１８课堂教学改革深入开展，课堂教学水肃省具有非遗培训资格的三所高校之
｜ 院士、张生勇院士及国内知名专家１８课堂教学

舅
甘肃
年鉴

Ｐ０

人来校讲学。４６名学生赴兰州大学等平显著提升。进一步加强专业内涵建 ｜一。纪录片《青砖上的乾坤》影像光
学院交流学习。派出６名教师参加 设，向教育部申报思想政治教育、表 盘制作发行，文创产品金城杂娃已迈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师资培训项 演、翻译、酒店管理、材料科学与工 出市场化、产业化的步伐。
目，９名教师赴韩同攻读博士学位，３ 程、文化产业管理等６个本科专业， ｜２０１８年，兰州文理学院主动对接
名学生赴乌克兰等国留学。与同外６ 专业布局进一步优化；立项建设通信 国家西部战略，完成吐鲁番市转岗教
所高校和教育机构签署校际合作协 工程、演艺工程与舞台技术、特色藏 ｜ 师培训２７３人，５５７名毕业生到新疆就
｜议。完成６个团组２６人次因公出访任 ｜ 文化（甘南）资料库建设暨微传播平 业，组织近３００人次赴新疆吐鲁番
｜务，韩国又石大学、阿塞拜疆国立石 台、舞台美术等４个实验教学中心，２ 市、和田县、洛浦县实习，选派１３７
油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 名教授人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 名同学赴新疆和Ⅲ进行支教。

ＧＡＮＳＵ
委员。构建新的课程结构，通过尔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中央俄克拉荷马大学领导先后赴学校
考察交流。

｜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２０１８年，

性、智慧树网络资源平台开设公选课 兰州文理学院制定印发《专业技术职
１４１门，９门校建应用型课程全部上 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规程（暂行）》
学院柔性引进学科建设首席专家３ ｜线。全年获评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３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暂行）》。２０１８年增加高级专业技术
人，特聘教授４人。选派２７名教师外 门、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３项。
２０１８年，兰州文理学院入围省级
出攻读博士学位，国访学者３人，１６
｜职务限额１０个，评聘教授６人、副教
｜名教师参加各类进修研讨。首次开展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１３项，国家 ｜授１０人，引进正高职称人员、博士、
自主评审高级职称，６名同志晋升教 级６项，获得２０１８年省级创新创业教 硕士２１人。建立高端人才柔性引进机
授、１８名同志晋升副教授，２９名同志 育团队１个、创新创业教学改革研究 制，选聘驻校专家４名、特聘教授２３
获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引进 项日２项。在大广赛、互联网＋、全国 ｜名。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陇东

博士、硕士研究生１０名，招聘硕士研 大学生数学竞赛等学科竟赛中获国家
究生和本科生２１名。
级优秀奖９项，省级特等奖１项、一
【学生管理服务】２０１８年，陇东 等奖２０项。＂雁苑微林＂众创空间孵
学院招生４０００人。举办各类招聘会 ｜化团队荣获甘肃省第八届大学生创新
１５２场次，２０１８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创业大赛一等奖１项、优秀奖３项，
为８５．９２年度就业率达到 荣获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甘肃
９２．９２？？发放各类奖助学金及人伍退 赛区）优秀奖１项。＂雁苑微林＂众创

名高校举办综合素质提升班６期，培
训３２０余人，公派留学、国（境）外
培训、学术交流访问５０人次，双挂培
训２５人，１人获全省宜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人才项目资助，教师职

业发展能力全面提升。
｜【开放办学】２０１８年，兰州文理

｜役资助２４８０万元，设置校内勤工助学 ｜空间获评省级优秀众创空间。
学院与兰州大学签署支持学校转型发
岗位１６０个，落实６９３６名学生助学贷
【服务社会】２０１８年，兰州文： ｜展协议，在立足甘肃，面向国家需
学院大力推进地方非遗文化传承保护 求、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服务地方
款３６９０万元。

｜ 【特色专业】陇东学院的生物科 与成果的转化，纪录片《青砖上的乾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探索广阔的合作空

学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２０１８年１２ 坤》《砖缘》登录央视荧屏，大型原 间。在全校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
｜月被批准为甘肃省省级重点学科，产 创神话院剧《马踏飞蒸》、原创合唱 ｜风，开展了全省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

学研一体化办学特色进一步加强，实
践教学体系不断完善，动植物标本馆
被授予甘肃省特色科普基地。人才培
养质量不断提高，２０１８年生物科学专业
毕业生考研率达到３８．９创历史

音诗《萨娜玛珂》到武威、兰州大学 发展和人才需求调研，与武威、甘南
巡演。承办第六届边疆中国论坛，与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陕西师大、喀什大学合作成立帕米尔 ｜ ２０１８年，兰州文理学院访问香港

智库。兰州文理学院教师译著《瓦尔 ｜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和香港相关高校，
登湖》、纪录片《青砖上的乾坤》和 访问法国、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相

驻校专家莫建成主创的国画作品《敦 关大学。学校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
煌印象·丝路红霓》荣获第九届敦煌 院等高校达成合作意向：将代表省属
文艺奖。开拍纪录片《敦煌记忆》， 高校与法国文化艺术类大学开展学术
芝川文理学现
｜授权承接冯骥才《敦煌痛史》的纪录 ｜交流，承担建立教师工作营等任务；
【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兰州文
片改编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希望 在塔吉克斯坦同立文化艺术学院成立
学院继续规范教学管理和制度，以课 ｜之路》纪录片侧排、完成非物质文化 中国文化交流中心，与塔吉克斯坦教
目堂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对分课 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获批文化旅 育部、文化部建立合作关系；与阿塞
堂＂＂雨课堂＂＂＂学习通＂为手段的 游部非遗传承人群研修基地，成为甘 拜疆石油工业大学、文化艺术大学签
新高。

（供稿：段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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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巴库音乐学院签 学成果奖。修订、制定２０１８版木科专 《教师职称晋升答辩办法》等制度，
署合作备忘录。
业课程设置方案，新增人文地理与城 评审出教授１人、副教授１３人。完成

（供稿：顾家诚
｜甘素民族师范学院

乡规划、文化产业管理、物联网工程 ２名教师中级职务评聘工作。

和视党传达设计４个应用型本科专

【科研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民族
业，审核通过水利水电工程和舞蹈学 师范学院制定印发《教职工外出参加

２个学士学位授权专业，申报函授本 学术会议管理办法》、《科研工作管理
学院有教职工７１３人，在编教职工６３４ 科专业（社会工作）１个。与北京 三十条》、《甘肃省科技厅计划项目结 甘肃
人，人事代理人员７９名；其中专任教 ＂中科创大＂创业教育投资管理有限 题（验收）流程》，修订完善《科研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民族师范

师５４３人，管理人员１１３人，教辅工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藏语言文学 项目申请书》等制度，组织申报国家

｜勤人员５７人；专任教师中教授５６ 专业率先开启与西北民族大学联合培 ｜社科基金项日及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年鉴

２０ｇ

人，副教授１６２人，副高以上教师占 养硕士研究生工作，藏语系２名教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各级各类基金 ＧＡＮＳＵ
专任教师的４０．１５？？？任教师中博士 聘为酉北民大硕士研究生导师。
项目共计１２１项，获准立项国家社科
研究生２１人，硕士研究生３１０人，硕 ［师资队伍】２０１８年，甘肃民》 基金项目３项，国家民委项目１项，
士及以上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师范学院公开招聘、引进专业技术人
６０．９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２人， 员２９人．其中博士３人（１人为博士
全国模范教师１人，全国优秀教师１ 后）、硕士２１人、本科５人；引进专
人，省级教学名师２人，甘肃省领军 ｜职辅导员１６人，其中普通类１０人，
人才２人，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杰出 双语类６人。外聘夏学期任课教师７０
人才３人，甘肃省＂５５＂人才工程１ 多人。外聘任课教师１８人，聘任＂飞
｜人，甘肃省＂园丁奖＂１３人，甘肃省

天＂学者１人。组织新人校教师参加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４项，
科技厅项目１项，教育厅项目１５项，

｜累计获得专项资金９５万元。学校各类
科研成果总计３０９项，其中著作１２
部，论文１６９篇，奖励的Ｂ类以上成

果总数４０项，奖励金额１６．１万元，科
研项目经费总额４４８５万元，其中国

普通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成才笑＂１３ 省高校岗前培训，选派多名教师参加 ｜家级项目１０项，省部级项目１４项，
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 中南民大双语教学培训、甘肃省教师 厅级项目２０项，横向项目６项。安多
人才培养工程２人。招生以甘肃为 管理信息化应用培训。共计完成教育 藏文化研究中心完成《赛仓教授跟随
｜主，面向青海、四川、云南、西藏、 教学能力测试１０人．课程培训６人， 十世班禅大师视察安多及康巴藏区回
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贵州、 单科进修４人，国内访学３人，国外 忆录》的整理出版工作，完成《堪布

广西、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 访学１人，攻读博士、硕士研究生９ ｜阿旺图且嘉措文集》（１－４卷）初校工
湖北等１８个省区。现有各类普通在校 人，博土后进站学习１人，短期培训４ 作，完成《安多藏文化论丛》第四辑
学生１０６７９人，其中本科生１０５９４人 人，中西部高校新人职教师国培５ 的整理排版工作。河洮眠文化研究中

｜预科生１９０人。学生由藏族、回族、 人，学术休假３人。首次自主评定高 心完成《卓尼藏族创世史诗——舍
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等２７个民族 级职称。组建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 巴》出版工作。＂非遗＂实验室重点

组成，少数民族占６８４藏族占 委员会，出台《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 完成舟曲天干吉祥节、夏河拉卜楞民
３７．１？？
员会工作规程》《教师高级任职资格 间故事、合作民间谚语等１４个项目的
【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民族
｜师范学院培育教学成果项目２５项，建

设校级示范课程９门，申报批准省级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１门、省优质在线
开放课程１５门。引进１００门尔雅通识
网络课程。举办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和第五届＂精彩一课＂教学
竞赛，组织开展＂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提升工作坊＂等系列培训，组织５０多
名教师参加清华大学＂高校混合教学
能力构建研修班＂。１名教师获甘肃省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１５名教师获校
级＂教学优秀奖＂，有１项成果获批省
教学成果二等奖，１５项成果获校级教

评审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议事规则》 数据采集，完成格萨尔王传长卷一期

么ｙ．．制

Ｊ．ｔａａｓ．４．ｓ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原创民族歌剧《红色卓尼》成功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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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程底图设计，开展了一期唐队数量达５０多个，

舅

３００多组织单位＂。
人次。立项建设２０项大创项目。承办
（供稿：敏 兰）
卡绘制工作。建立《甘南民族文化研
究（藏文）章程》等制度，完成《甘 ＂ＳＩＹＢ＂示范课培训暨创业培训，开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肃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甘南民族文 展全省ＳＩＹＢ示范课培训暨创业培训师

化研究》（藏文）编辑出版和宜传征 ｜资交流活动，组织ＦＥＴ中创教育双创
｜订工作任务。

【概况］２０１８年，兰州石化职业
｜师资培训活动。遴选６个项目入驻创 技术学院设１２个二级学院和成人与职

｜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民族 客空间，遴选第三批校内优质双创师
甘肃 师范学院首次在河北、湖北两省投放
资２０人。组织师生参加第四届中国
年鉴

ｚ０

｜ 业培训学院以及６个研究所（室）、１５
｜个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共有８２个专

招生计划。２０１８年录取本预科新生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甘肃 业。全日制在校高职（专科学生１４１８２

２８８０人，报考一志愿率为９５．４新 赛区暨甘肃省＂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人，成人教育和短期培训学员４０００余
ＧＡＮＳＵ 生实际报到２７９２人，报到率为９７？？ 活动，并取得优异成绩。举办第八届 名。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有东、西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举办４０场面向新疆就业毕业生校园专 ｜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

两个校区，占地面积４５０亩（其中分

场招聘会，３５０多名毕业生与新疆用 创业＂挑战选拔赛。教师设计的＂车 部８０亩），建筑面积３０万平方米，建

人单位签约。对２７２名建档立卡的困 陷混坑自数器＂作品荣疾甘肃省第三 有５７个校内实训基地、１５０个实验实
｜难毕业生实施精准就业帮扶。向１４５２ ｜届＂创新杯＂工业设计大赛概念类 训室，在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等企业
建有１５４个稳定的校外实训实习基
名毕业生发放求职补贴，申领比例为 银奖。

｜ 【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甘肃民 地。学校固定资产总值７２亿多元，
生。２７名学生应征人伍。完成２０１８年 族师范学院与泰国玛希隆大学，澳大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２３亿元．

全省最高。有１０６名学生考取研究

暑期社会实践立项任务，组建２支国
家级重点团队和７支省级重点团队，
２５４个校级团队，参与学生１７８０余
名，１５名专业教师担任指导。２０１８
年，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校足球队在

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以及台湾国立彰化 教学用计算机５１３７台，图书馆藏书７５
师范大学等多所境外院校签署合作办 ｜万册。在职教职工７２６名，专任教师

学框架协议和备忘录。选派１９名学生 ５６４名，其中：教授６９名，副教授
赴国外留学，其中１５名赴马来西亚交 １９４名，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３４９
流学习，４名赴美国交流学习。举办 ｜名；有３４５名教师具有＂双师型＂教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全国校园足球赛大学男子 ｜第二期泰国留学生藏文化与艺术短期 师资格；另有２２４名来自生产、管
校园组决赛中挺进西北赛区八强。１ 培训班，招收１０名泰国留学生，进行 理、服务一线的兼职教师。

名学生荣获第七届全国口译大赛西北 ［１４天的学习研修。与塞浦路斯欧洲大

【专业建设］至２０１８年，兰州石

赛区复赛三等奖，４支参赛队荣获 学联合培养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化职业技术学院建有国家重点（特
＂高教社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竟 项目顺利开展，１４名学生完成第一阶 色）专业４个、省级示范专业５个、
赛甘肃赛区一、二等奖。２项志愿服 段学习任务。４名学生将赴台湾彰化 省级特色专业７个。年内工业自动化
｜务项日荣获甘肃省首届青年志愿服务 ｜师范大学学习。３名教师赴美国加利 仪表、应用安全技术、建筑钢结构工
项目大赛银奖。７名学生在全省＂不 福尼亚州立大学东湾分校开展访学， 程技术、空中乘务、大数据技术与应
｜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主 ２名教师完成研修任务回国，１名教师 用５个新专业备案招生；石油炼制技
题系列活动中分获一、二等奖。在第 在读。组织选派１０多名领导干部参加 ｜术、应用化工技术、化工装备技术、
四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总 教育部组团的＂２０１８年中美高校体育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４个专业成为省
决赛中获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４项， 管理人员领导力发展研讨会＂＂中东 级骨干专业。建成涵盖１５个重点专业
学院获＂优秀组织奖＂。全年共发放 欧国家＇一带一路＇教育研讨会团＂ ７９门课程的专业教学资源库，其中煤
｜各类奖学金４２８２９５万元，获奖学生 ＂赴加拿大高等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 化工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人选２０１８年
３１１７人次；共发放各类助学金 培训团＂和＂第五届中日教育交流会 度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备
１１２０４５万元，受助学生７１２０人次。 工作团＂４个团组的出境培训及考察 选库。完善现代学徒制工作，兰州石
举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文化节＂、组 交流。先后从美国、加拿大、挪威、 化职业技术学院成为第三批国家现代
｜织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８场，参与 泰国、荷兰等国引进六名外民文教专 学徒制试点单位。
学生３０００多名。
家担任外语课程任务。１名加拿大籍
【教学教研】２０１８年，兰州石化
【创新创业］２０１８年，甘肃民族 外籍教师获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外国专家 职业技术学院３项教学成果获省级一
师范学院组织申报省级双创项目１２ ＂教敦煌奖＂。１名泰国籍教师个人摄影 等奖、４项教学成果获省级二等奖，
项，获批经费９３万元。组织师生参加 作品在第七属＂我与外教＂全国征文 其中《基于产教协同发展的石油和化
各级各类创新创业竟赛５次，参赛团 比赛中获提名奖，学院获大赛＂优秀 工类专业群拓展建设与实践》获国家
｜３１２ ｜教育 科技

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成为自１９９７年 获＂黄河文学奖＂。组织教师代表甘 ｜入选外交部和教育部＂中国一东盟双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更改奖项设置以来 肃省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百职校强强合作旗舰计划＂的首批２０
甘肃省高职院校首个国家级一等奖，

｜ 大赛获国家级一等奖１项，实现甘肃 个＂中国－东盟高职院校特色合作项

取得甘肃省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省中、高职教师参加国赛成绩的历史 目＂。与加拿大荷兰学院、阿塞拜疆
｜领域的历史性突破，入选甘肃教育十 ｜性突破。
国立石油大学、新加坡新思路能源公
｜大新闻。争取各类专项资金８３９９．８万
【产教研融合】２０１８年，兰州石 司签订国际合作办学协议。安排１０名

元，建设乙烯半实物仿真实训基地、 化职业技术学院立项各类课题和项目 教师参加国际培训学习项目。招收来
工业机器人创新实训基地、热能动力 １１项，比上年增加３１项，获资助经 ｜自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
实训基地等３３个实践教学基地和教学 ｜费７４８万元。比上年增加１６８万元。 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文莱的１８

专项项目。推进专业拔尖学生培养工 ｜全校申请专利３５项，公开发表论文
｜作，师生参加２０１８年各类技能大赛获 ｜４４３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８３篇。组

名留学生来校学习，首次派出６名学
生赴阿塞拜疆和波兰学习深造。

奖２６８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１ 建＂石化废气利用研发开发中心＂等
项，行业级、省级一等奖４８项。荣获 ｜院企联合技术研发中心８个、跨区域 人，就业率９８８６位居全省高校第
全国高职院校教学资源５０强、职业院 产学研技术研发中心１个。依托＂甘 一；其中毕业生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
校实习管理５０强。
肃省精细石油化工行业技术中心＂ 占７７．１３在世界５００强、全国５００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甘肃省高校石油化工科技成果转化 强、民营５００强、化工５００强企业就
【学生工作］２０１８届毕业生４３８７

甘肃
｜年鉴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新引进教师２２人。 孵化工程技术中心＂等技术研发平台 ｜业占６１３实现就业率高、就业质

开展了联合项目申报和技术协作工作 量高、就业对口率高、就业稳定性高
首次开展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 １０余项。＂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及就业满意率高的＂五高＂工作目

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权，

｜工作，新晋升教授１６人、副教授１３ 服务中心＂成为甘肃省高职院校首家 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百千万＂工
人。加大教师培训力度，组织５００多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学校 ｜程、学风建设促进工程、管理能力提

实·化众创空间＂被甘肃省科技厅认 升工程、精准资助育人工程、智慧学
培训、企业实践锻炼。１个国家级技 定为省级众创空间。＂学校智能机器 工建设工程、服务质量提升工程、青
名教师参加技师培训、＂双师＂素质

能大师工作室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财政部正式备案。新建甘肃省职
业教育名师工作室２个、陇原工匠工
作室１个。学院负责人获黄炎培职业
教育＂杰出校长奖＂；Ｉ名教师获黄炎
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１名教师

人专业化众创空间＂被兰州市科技局 年国防教育工程＂七大工程＂，提升
认定为市级众创空间。
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水平。学校在全国
【对外交流】２０１８年，兰州石 高等职业教育满意度调查１０项主要指

｜职业技术学院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与 标中９项位列全国第三、１项位列全国

恒逸集团签署了为期５年的＂中国－文第四。全年资助家庭经济闲难学生

｜莱＇１＋１＋１＇恒逸石化人才培养项 ｜８０４３人次，资助金额达１６５２７１万
获＂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１名教师 目＂（培养规模预计６００人），该项目 ｜元。１５１名同学应征人伍，大学生征

兵工作位居全省高校前列，获＂甘肃
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供稿：张建祥）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兰州资源环境
积业技术学院设有１６个教学单位、１９

个党政群团机构。校园占地面积５３６
亩，有３个校区，校舍总建筑面积３６

２０１８年，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实训教学

万平方米。各类教学仪器设备总值２
亿元，各类图书文献资料９１万册。建
有１５个校内实训基地，共包含实验实
训室１７７个。教职工７６４人，专任教
师６２４人，其中教授３６人、副教授
２０７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１
人，甘肃省领军人才１人，省级教学
教育 科技｜ ３１３

名师５人。１名教师获全国＂三八＂红收录论文３篇、北图核心６篇，内刊 挂牌成立甘肃省人力资源市场兰州资

舅
甘肃

旗手称号，２名教师被评为省级劳 刊发稿件１３７篇。获批授权专利５１ 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分市场，举办第
模，６名教师获省级园丁奖，１名教师 项，其中发明专利２项。
｜１４届中国·兰州人才智力交流大会等
【师资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４场招聘会。完成大学生征兵任务
获全省＂三八＂红旗手称号，７名教
师获省级青年教师成才奖，２名教师 ｜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印发《兰州资 ２２人。
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
荣获甘肃省青年地质科技奖。
【社会服务与对外办学】２０１８
【人才培养与科研】２０１８年，兰 暂行办法》《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年，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召开
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修订专 学院非事业编制专任教师聘用管理办 职教集团第二次理事大会完成换届选

年鉴 业教学标准１０９个，其中现代学徒制 法（试行）》，公开招聘专职教师１０
２的 专业标准３２个。立项教育教学改革项 名，外聘任课教师增加到６０名。组织

｜举，理事单位增加至２０８家。甘肃省
中小微企业人才精准服务平台承办建
ＧＡＮＳＵ 日３０个，获批甘肃省职业教育教学改 ２１０人次的专职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 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专场招聘会、第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革研究项目７项。新申报机械产品检 赴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专题培训， 六届大中城市联合招聘会；举办中小
｜测检验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２个专 ｜３１４名教师参加２０１８年甘肃省高等职 微企业员工技能素质培训班，７个省
业，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矿山测量等 业院校教师远程培训，５名教师赴德 ｜内地州市４３家企业９００多人参加培

４个专业被避选为甘肃省职业教育骨 国参加培训开展２３名新进青年教师 训。获批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培训。２名教师获陇原＂四有＂好老 育基地，成立兴陇兰州牛肉拉面国际
创业教育试点改革专业。完成宝玉石 ｜师称号，１名教师获第六届黄炎培职 商学院和甘肃应急管理学院，成功入
鉴定与加工专业国家级教学资源库项 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２０１８年全省职 选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
目年度建设任务，立项院级精品资源 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２ 单位。举办甘肃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
干专业，矿山机电专业被确定为创新

共享课程１０门，开展重点课程资源建 名教师获得一等奖、５名教师获二等 能力提升、煤矿＂三项岗位人员＂安
设８门。建成校内实验实训室４０个， ｜奖、３名教师获三等奖。
全教育等各类培训班共计４２期，培训

【招生就业】２０１８年，兰州资ａ ５３００多人。举办公务员脱贫攻坚能力
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４项、二等奖４ 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人数创历史新 提升、中国人保甘肃分公司管理提
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 高，招生计划５５０７人，报到率为 升、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培训班９
奖２项，立项甘肃省职业教育名师工 ９４０？？定向培养士官招生计划增加 ｜期，培训１１００余人。招收留学生７
校外实训基地２１个。获甘肃省职业教

到８４７名，新增海军１个军种３个专 名，选派教师赴泰国西那瓦大学进行

作室３个。

２０１８年，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 业，学院被确定为甘肃省军事专业人 讲学，与西班牙海梅一世大学、澳大
学院立项各类科研项目６４项，获批资 ｜才培养军民融合协同创新中心。２０１８ 利亚本迪戈坎培门理工学院、马来西

届毕业生就业率为９８０建档立卡 亚伊斯干达来佛士大学、德国汉斯·
研项日２８项、院级科研项目３６项； ｜贫闲户毕业生就业率达９９．７４？？甘肃 赛德尔基金会、巴黎东部马恩－拉瓦
顺利结项各类科研项目５１项，科研奖 省大学生海外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推介 雷大学达成合作办学意向。完成２０１８
励突破１０万元。全院教职工刊发论文 交流会１４场，提供海外就业项目６０ ｜年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７
１８４篇，其中Ｅ收录论文３篇、ＣＳＳｃＩ 余个，推荐９名学生此新加坡就业。 个赛项的承办任务。完成２０１８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维珠宝玉石鉴
Ａ下
定赛项承办，学院荣获＂２０１８ 年全国
助经费近２００万元，其中省级以上科

应ｋｓ

长的电ｉｍｕｓａｇｔｉｍ
开姜式｜

亡ｓｉｕｓｓ：

职教险曾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突出贡献奖＂。

（供稿：高兰德 杨生善）

兰州工业学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兰州工业学院

｜占地面积１７４６６亩，有校舍建筑面

积２９８２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６．１５
亿元，教学仪器设备总值１．３８亿元；

｜馆藏图书８３．３８万册。建有实验室和
实习实训基地７５个，协议共建校企合
５月１８日．２０１８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茶高职组珠宝工石鉴定赛项在兰州资潜环境职

｜业技术学院开寡

３１４ ｜教育 科技

作基地１２６个；设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所１个，职业技能培训点８个；建有１
涵盖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
工程训练中心，办学条件能够满足学 艺术学等５大学科门类。

｜【科研成果】２０１８年，兰州工业

学院开展首批７个校级重点学科的验
收工作；启动第二批校级重点学科的
【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至２０１８

生车、铣、刨、磨、钳以及焊接、铸
｜造、数控加工等多工种综合训练的需 ｜年年底，兰州工业学院共有１０栋建筑 ｜遴选工作。启动实施首批＂开物＂科

要和人才培养需求。２０１７年，学校成 完成主体封顶，其余建筑完成３０？？ 研团队和＂启智＂人才计划，确定
功入选教育部－中兴通讯ＩＣＴ产教融合 ５０累计投资９．３亿元。铺设雨水管 ＂开物＂科研团队１１个、＂启智＂人才

创新基地项目合作院校；２０１８年，入 道３１８１米，完成雨水检查井１０１座，
选教育部＂Ａｌ＋智慧学习＂共建人工 ｜完成综合管廊钢筋混凝土主沟５７５
智能学院项目建设试点学校，获批成 米，二环路路基已完成石子铺设。顺
｜为省内首个组建人工智能学院的 ｜利完成建设项目各项手续报批工作；
学校

【人才培养】至２０１８年，兰州工

计划１３人。累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甘肃
项目１１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项；
｜省部级科技项日立项６８项，省高校新
型智库１项。建成省级重点学科３

年鉴

２０Ｅ

起草完成《兰州工业学院兰州新区新 个。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省社会科 ＧＡＮＳＵ

校区建设项目（一期）设计施工总承 学优秀成果奖、省机械工业科技进步

业学院共培养各类专门人才８万余 包（ＥＰＣ）合同》《建设工程监理合 ｜奖等省、厅级成果奖励１２１项，其
名。２０１８年有普通全日制在校本、专 同》等。完成新校区智慧校园规划与 中，甘肃省科技进步奖７项。取得专

科学生１００２８人，其中本科学生８３４ 设计方案招投标工作，完成新校区所 利、软件著作权共计２４９项。学校教
人；各类成人本、专科学生３０００余 有２２幢在建楼宇骗电管网、综合布线 师先后发表学术论文３７００多篇，其中
人。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系统信息点、数据中心机房、第二机 被ＳＣＩ、ＥＩ、ＩＳＴＰ收录３５０篇
９０？？上。
【国际交流合作】２０１８年，兰州
房（容灾）等的设计工作。

【教师队伍】２０１８年，兰州工业
【教学教研成果获奖］２０１８年， ｜工业学院先后与１０个国家和地区的２０
学院有教职工７３０人，其中专任教师 兰州工业学院开展＂质量提升工程＂ 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办学协

６０１人；有高级职称教师２９９人，其中 ｜建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１ ｜议，建立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积极

｜教授７９人；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 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２项、二等 开展在校生出国（境）交流、学习活
｜４９１人，其中博士８０人。教师中有享 奖１４项、厅级教学成果奖４项；建 动，先后派出多名学生到美国、德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１人，国家教 有国家精品课程３门、省级精品课程 国、亚美尼亚、阿窑拜疆、乌克兰等
学名师１人，国家教学团队Ｉ支，省 ２９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６１］，校 国留学。１１名学生成功申请德国、澳
级教学名师５人，省级优秀专家１ ｜级精品课程５９门。省级创新创业教育 大利亚、乌克兰等国家互换奖学金项
｜名，省级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名师２ ｜幕课３门。机械制造工程实验教学示 目。兰州工业学院被省上确定为首批
人，省级教学团队３支，省领军人才２ 范中心、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实验教学 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后，积极开展骨干
名，省＂园丁奖＂１３名，省五一劳动 示范中心、汽车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 ｜教师、教学管理人员赴国外大学开展
奖章获得者１人，省高校青年教师成 心等３个中心被评为＂甘肃省高等学 师资培训、学术交流等活动，多名教
才奖获得者２５名，省师德标兵３名， 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在全国大学 师及管理干部分别参加教育部、有关
省＂技术能手＂２名。
｜生数学建模、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行业和协会组织的境外培训、研讨以

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 ｜及学术交流。成功加人＂一带一路＂
学院设有机电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学 作品竟赛、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各类学 高校战略联盟和中国——中东欧国家
【专业设置】２０１８年，兰州工

院、土木工程学院、软件工程学院、 科技能竞赛活动中，先后获国家级奖 高校联合会，积极深化与联盟院校间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材料工程学院、 励１１５项，其中，国家一等奖２２项、 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
｜汽车工程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艺术 ｜二等奖７４项、三等奖８项、优秀奖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设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国语 １９项，省级奖励１２４３项。学校建有专 展，兰州工业学院区域教育影响力不
学院、基础学科部、体育部、工程训 创融合创新创业基地２３个、综合创新 断提升。
供稿：尹 雯）
｜练中心、继续教育学院等１５个教学单 创业支撑服务平台８个，学校Ａ·力
位，设有普通本科专业３１个、专科专 创客空间人选省级创客空间。学院先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业１３个，建立了以装备制造业、建筑 后被教育部、中央文明委、中共甘肃
【鳜况】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技术
业、信息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文 省委等授予＂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

｜化产业等专业集群为支撑，以服务甘 位＂＂全国文明单位＂＂省级文明单位 学院设７０个专业，９个院系，４个教
肃装备制造业为主体，与地方新兴产 标兵＂等多项荣誉称号。２０１８年，成 学部，１个中心。建有１３０个校内实训
业对接、优势突出的专业体系，专业 功创建首届省级文明校园。
中心（室）。在校生９０５９人，教职工

｜教育 科技 ｜ ３１５

７４７人。校区占地面积４６２亩，总建筑

效创业大赛，荣获一等奖１次、三等 人，报到３１０６人，报到率９４？？学院

面积２１．７２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奖５次，＂ＤＢＪ－３型多功能籽粒地膜点 ２０１８年高考分数线文科３３０分，高于
２２３亿元。
播机＂项目获甘肃省第三届＂创新 ｜省控线１５０分；理科３１４分，高于省

【教学科研】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杯＂工业设计大赛金奖，甘肃省第九 控线１３４分，文理科高考招生分数线

甘肃
年鉴

２０

学前教育专业是首批省级骨干专业， 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一等奖。 位列全省高职类院校第一；２０１８年单
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甘 ｜【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兰州职 独测试招生计划１６８５人，报名７０９７
｜肃省学前教育职教集团，学前教育专 ｜业技术学院师资队伍培训三年行动计 人。２０１８届毕业生２８２７人，就业率
｜业张晓蓉老师团队作品《学前儿童负 划（２０１６．９－２０１９．８）》的安排，２０１８ Ｐ８９４位列全省高校第３。
面情绪管理方法》在２０１８年全国职业 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借助在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年，兰州

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中荣获全国高职组 线课程，创新大学教学＂的专题培训 职业技术学院投入２０００多万元搭建数
ＧＡＮＳＵ 课堂教学赛项三等奖。兰州职业技术 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工 字校园，完成三校区有线出口ＩＰＭ４带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学院依托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作。设立汽车车身修复专业工作室等 ｜宽６．５Ｃｂｐｓ，ＩＰ６带宽ＩＣｂｐｓ，无线网
省级特色和省级创新创业试点专业数
控技术，建成省级数字化设计与智能
制造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率先在
西北地区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
重点建设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唐卡、湾

２１个专业工作室，发挥５个大师工作 络全覆盖，拥有１００余台虚拟化主

室职能开展学徒制培养试点，推进产 ｜机，数据存储总量达１５ＯＴ的数字化校
教融合、工学结合，提升中青年骨干 园云平台。建立教务管理系统、招生
教师的专业技能和专业水平。２０１８ 管理系统、网上支付平台等管理系

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有省级教学团 统，实现智慧兰职Ａｐｐ一站式服务。
碳、砖雕、剪纸、珐琅彩绘画、葫芦 队６支，省级教学名师３人，省技术 成１６５间智慧教室和１６间录播教室。
（供稿：尹祥佳）
雕刻等非遗专业，建成省级中华优秀 能手１０人，省技术标兵４人，省五一
｜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并参加第五届中 ｜劳动奖章获得者５人，省＂园丁奖＂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兰州职业 获得者２人，省级创新创业名师１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省电大设有
人，兰州市领军人才４人
【交流合作］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 ｜省校１所、分校１７所、直属开放教育
｜息安全与管理专业建设，聘请网络空
技术学院依托太阳能技术示范与国际
学院１所、直属工作站（教学点）７
间安全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国
｜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 ｜培训实习基地，完成＂一带一路＂沿 所、分校（含开放教育学院）下设县
｜技术学院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开展信

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沈吕祥
院士担任专家顾问和名惜院长。兰州
职业技术学院连续承办４届甘肃省中
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２０１８年承

｜线和非洲等３０多个国家共１２期３００余 级工作站（教学点）９０所。全省电大
人次的太阳能技术人员培训项目。兰 产权校区占地面积２４０３２０５．５１平方

｜州职业技术学院与德国麦特汽车服务 米，产权校舍建筑面积１００４９３６３平

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教育部ＡＲＳ校企合 方米；固定资产总值２１２９４２３万
｜接了甘肃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技能大 作项日，与德国巴斯夫公司开展巴斯 元，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值１２５９．３５
赛、甘肃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 夫汽车维修涂装职业教育项目，成立 万元。省校产权校区占地面积４９０９．８
赛、第４５届世界技能大赛甘肃选拔赛 ＳＣＡＶＥ现代学徒制试点班。与泰国南 平方米，产权校舍建筑面积５４７０７４６
和２０１８年中国机器人焊接技能大赛， ｜邦皇家大学达成共建泰语语言中心合 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２２６２１．４万
荣获２０１８年中国机器人焊接技能大赛 作意向，签订《高等教育合作框架协 元，其中信息化设备资产值２４１４．３４
｜杰出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
议书》。依托甘肃省商务厅和山东省 万元。全省电大有教职工３０５８人，专
｜ 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共立 商务厅国际合作项目，兰州职业技术 任教师２５０５人，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
｜项省市课题６０项，１２．项省级课题通过 学院的２０名毕业生赴新加坡联华电子 职称的Ｉ１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鉴定，２６项院内课题通过鉴定，获得 （ＵＭＣ）公司就业。兰州职业技术学 的１６８人。省校有教职工２０１人，专
２个发明专利，１８个实用新型专利。 院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师生参加了 任教师１３１人，专任教师中具有高级
至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与兰州 ｜＂２０１８中国·上海国际婚礼时尚周＂． 职称的６６人，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
经济技术开发区、兰州市科技局联合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裕固族婚俗传统 ７３人。全省电大开设开放教育本科
举办了４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参：文化。
（专科起点）专业２５个，开放教育专
｜赛项目累计３１０余个，参加学生１６００
【招工就业】２０１８年，兰州职业 科专业４２个，＂新兴产业工人培养和
余人次，投入经费２１０万元。学生创 ｜技术学院录取新生３３０４名，其中普通 ｜发展助力计划＂试点专业１１个，开放
业团队项目连续三届参加＂挑战杯 高考招生１４９２人．单独测试招生１６８５ ｜教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科专
———彩虹人生＂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 ｜人，中高职一体化联合培养招生１２７ 业１１个，成人大专（高职）专业３８
｜３１６ │教育科技

断深入。着力打造甘肃省＂互联网＋ ４７２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
教育＂资源大平台，建设甘肃省数字 教师９７人（博士６人），占专任教师总
化学习资源库系统，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 数的５４５？？学院有左家湾和皋兰两
３６３５人，中专（中职）在校生 ｜教育厅批复同意依托甘肃广播电视大 ｜个校区，占地面积１９１５４亩，校舍建
４７５人。
学成立甘肃省数字资源中心
｜筑面积１６５万平方米，图书馆藏纸质
２０１８年，全省电大开放教育招生
【重点研究及成果】２０１８年，甘 图书６０万册，电子图书２０万册，电
１９７１２人，毕业１５６８Ｉ人；高职（高 肃广播电视大学积极鼓励教职工开展 子资源数据库２个。全年新发展学生 甘肃
专）招生３０２７人，毕业１２３５人；中 ｜科研工作，领导重视、骨干带头、广 党员２２４名，８名同志被厅机关党委分
职（中专）招生１５７６人，毕业１５６１ ｜大教师积极参与的科研氛围逐步形 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 年鉴

个，中职中专专业１９个。开放教育在
籍生７４１５５人，成人专科（高职）在
｜校生５９７５人，合作办学本专科在校生

成，全年有６个项目获得甘肃省高等
人。完成各类培训项目１８９个，培训 学校科研项目立项，７个项目获国家
规模２４０６９８人次。通过公开招考新聘 开放大学立项，１项获兰州市科技计
研究生学历专业技术岗位教师６名， 划项目立项，１项获兰州市社科规划
｜选派８名教师参加省内外高校访学， 立项。校内课题立项１７项。对外申报
组织６４名教师参加甘肃省教育厅、国 项目所获经费支持同比增长一倍以
｜人；合作办学招生１７３９人，毕业５５８

家开放大学组织的培训，面向全省电

上。有２２项立项科研项目通过结题验

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在全省高校 ２０Ｍｇ
＂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勇担 ＧＡＮＳＵ
当＂主题系列活动中，获得一项特等
｜奖和一项一等奖，

【教学工作］２０１８年，肃警察
｜职业学院建成安检安防、合成作战、
ＤＮＡ、经侦等一批国内领先、特色鲜
明的实验实训室，建成一个省级职教

大系统举办３场培训；修订教师专业 收。《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首次
技术职务聘任办法、１２人新聘高、中 人选＂综合·高校综合性学报＂中国 名师工作室和一个省级应用协同创新

级技术职务。选配作风过硬、笃行务 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学报 中心，一个专业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
实、年富力强的竞员干部担任扶贫村 质量不断提升。
级骨干专业；５名教师在全省高校教
第一书记，加大对驻村干部的生活和
［特色工作】２０１８年，甘肃广播 学技能竞赛中获奖；省级优质校建设
后勤保障力度。因户制宜，科学制定 ｜电视大学认真履行甘肃省社区教育指 按照实施方案完成了目标任务；与皋
｜＂一户一策＂，组织５７名帮扶责任人对

帮扶户逐户走访，全年深入贫困户共
２２０人次。
｜【特色教学】２０１８年，甘肃广

导服务中心职能，完善和扩大社区教 兰县政法机关、省内外人力资源公司
育办学体系，办学体系覆盖全省。启 等单位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校
动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建设工作，建 局、校企新型育人机制和＂订单培
设示范性实验区１１个。启动新型城镇 养、定向就业＂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初

电视大学推动＂六网融道＂人才培养 居民终身学习中心建设工作，申报建 步确定。
【教师队伍建设】２０１８年，新招
模式改革，制定＂六网融通＂教学和设学习中心５４个。成功举办 ２０１８年
管理制度，开展＂六网融通＂学习活 ＂甘肃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录８名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其中１名

动和考核评价，采取＂六网融通＂网

｜上教学指导、教学管理和教学支持服
｜务等系列措施，将教学各环节贯穿

＂六网融通＂改革全过程。继续深化

（供稿：常秀芝）

为副教授，５名教师晋升为教授、３名

教师晋升为副教授。１名教师荣获

甘肃警旅职业学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警察职

｜＂公安部公安高等优秀教师＂称号，２
个教学团队获得甘肃省高校教学团队

｜考试改革，优化课程考核形式及形成 学院内设机构１６个，其中９个教学训 荣誉，１名教师获得甘肃省高职教学
｜性考核比例，积极参与国家开放大学 练机构、６个行政机构、１个培训中 名师，并成立高职教学名师工作室。
＂教、学、管、考、评＂一体化试点 心。开设１９个专业，其中１０个公安 ｜先后邀请省公安厅、加拿大约克郡有

和数字化题库建设，继续推进省开课 ｜类专业、９个非公安类专业。学院建 关警官、兰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宋贤
程过程性考核试点。全方位开展教学 有电子物证实验室、痕迹检验实验 ｜钧教授、四川警察学院副院长陈真教
督导工作，发布２０１７年质量报告，开 ｜室、ＤＮＡ实验室、汽车模拟驾驶实验 授来院举办专瑟讲座。
展２０１８年度质量因子信息采集和考核 室、民警心理行为训练场等３９个实验 【科研工作】全年完成省部级教
工作。着力提升信息化和资源建设能 ｜实训场所，各类实验实训仪器设备总 科研项目２项，获得立项２项；地厅
力，通过技术探索与创新，实现了云 值１０８亿元。训练场（馆）１２个，建 级项目９项，获得立项７项，结项２
教室在手机端的直播点播。对＂０ＯＡ 有校外教学实践、实习基地４２个。在 项；获得学院教科研立项７项。
协同办公系统＂软件平台和＂机动式 校学生４７５７人。教职工２２１人．其中 ｜ 【民警培训】２０１８年，举办各类
云教室网络直播系统＂等项目进行改 专任教师１７８人，具有教授、副教授 培训班１７０期、２４９２８人。各类培训
造升级，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不 职称教师８４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班形成党建工作制度化、日常管理警
教育 科技 ｜ ３１７

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总投资１００ 创新型企业１９７家，总数达到３９７

成甘肃省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组建方案

亿元的中农威特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家。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８９７ 并报甘肃省政府研究审定，甘肃省知

西脉新材料产业园、百灵生物产业园 家，同比增长４６．５７？？高台县入列全 识产权运管交易中心线上平台已试运
等１１个重点项目建设，获批工信部 国首批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新 行；初步确定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
＂生物医药—兰州高新区＂特色示范 备案６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港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并报甘肃

｜基地和财政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特色 塑，全省总数达到１３家。新认定１２

省发改委；启动专利导航工作，起草

载体，新引进总投资１３４亿元的高新 家省级科技企业解化器，全省共有国 《甘肃省专利导航试点工程实施方案
技术产业项目３４个，培育战略性新兴 家级科技企业解化器８家、省级４７ （征求意见稿）》；起草完成《国家知
产业骨干企业２２家，占全省的３３？？

建成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兰州
创新基地。

甘肃
家。累计选派企业科技特派员６７名。 识产权局甘肃省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合 ｜年鉴

２０１８年，全省新建省重点实验室 作会商议定书》。
｜２０ｇ
｜６家、优化整合１６家，优化整合建设 ｜ 全省落实２０１７年知识产权优势示 ＧＡＮＳＵ

白银高新区明确了银东精细化二 省技术创新中心１３家，布局新建省临 ｜范企业奖补资金１３１０万元。新认定
产业园、银西生物医药产业园、刘川 ｜床医学研究中心１０家、省级科技创新 ２０１８年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４家和
新材料产业园、平川陶瓷研发出口产 ｜服务平台１２家、省级野外观测研究站 优势企业２２家，新认定省级优势企业
｜业网、会宁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和 １４家。
２７家。新认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

正路绿色生态产业园６个主导产业
新设立定西、平凉、嘉峪关３个 企业２６家。庆阳市被确定为国家知识
打造中检普泰首家国家级核磁设备检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省总数 产权试点城市，高台县被确定为国家

知识产权强县工程试点县。全省共培
银分院等２个创新平台、新增神龙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２０１８年 育１８６家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８２
空院士专家工作站、甘肃鑫海成大数 全省新认定省级众创空间２４家，共有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０家国家
｜据产业技术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国家级众创空间３０家、省级１２７家。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３３家企业已备案
｜ 测中心、浙江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白 达到７个。

等２个院土工作站。研发转化各类科 新增国家级＂星创天地＂２９家，总数 ｜开展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
技成果３４项，在建和投运孵化器９ 达到８２家，位居全国第６，实现全省 工作，１２家服务机构已备案为首批甘
家，在舞企业１７８家，园区入驻企业 １４个市（州）全覆盖，
肃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５５２家。被工信部评为全国第三批绿 全省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６１ 认证咨询辅导机构。成立甘肃省知识
色园区。
家，其中２５６家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 产权运营联盟和甘肃省核桃产业知识
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对全国 除减免所得税１５４亿元。新扶持科技 ｜产权联盟。制定了《甘肃省知识产权

１５６家国家级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 ＂小巨人＂企业２４家、科技型中小企 试点示范园区评定管理办法》，支持
（共１５７个单位）２０１８年度评价（试 业８０家、科技型小微企业１００家。张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建设。
行）结果中，兰州、白银两个国家高 掖市打造的全国小微企业＂双创＂示
《甘肃省２０１８年知识产权执法维
新区２０１８年综合排名分别为第６０名 ｜范城市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务院和甘 权＂护航＂专项行动方案》《甘肃省

｜和第１２１名。
｜肃省政府表扬通报。
２０１８年专利执法维权＂雷霆＂专项行
【科技项目研发】２０１８年，中
【知识产权工作】２０１８年，甘ｉ 动实施方案》和《集中开展农村和城
｜首套空间摩擦学原位分析系统在中科 省科技厅制定《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 乡结合部市场专利执法检查行动的通

院兰州化物所研制成功；国内首台 ｜权港建设总体方案》，印发《甘肃省 知》印发。在白银、酒泉、平凉、定
｜６００℃高温液态金属屏蔽泵在兰州理工

｜大学研制成功；国内第一个高次谐波

运紫外线（ＸＵＶ）激光超快反应动力
学实验平台在兰州运行；兰州重离子
加速器研究装置（ＨＩＲＦＬ）首次成功
加速高熔点组离子。武威医用重离子
治疗示范装置开始临床试验治疗，标
志着中国最大型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

知识产权局２０１８年度丝绸之路国际知 西、陇南５市新设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识产权港建设工作任务分解表》；制 中心分中心，兰州市、甘南州和西峰

定《中国（甘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区、平川区、民乐县、华池县、靖远

｜建设方案》；甘肃省获批成为全国首 县成立维权援助中心工作站，全省知

批知识产权军民融合试点地方．甘肃 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分中心和工作站

省政府印发《甘肃省知识产权军民融 分别增加到１０个。实现市州和重点县

合试点工作方案》；甘肃省科技厅会 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体系全覆盖。

同甘肃省发改委指导甘肃省科投公司 【全省 ４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
【创新体系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 ｜制定＂丝阔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 中国专利奖】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有１项

省科技厅印发《甘肃省新一代人工智 ｜责任公司＂组建方案，并在敦煌文博 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银奖，
｜能发展实施方案》，新认定省级科技 会期间挂牌；指导甘肃省金控集团完 ３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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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奖。首次获得专利银奖的项目是由 ｜造、航空航天等领域部署重大科技项 划＂人选者１０位，国家＂万人计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发明 目。集中科技创新优势力量，在节能 划＂人选者１位，国家青年＂千人计
的＂牛羊等反刍动物口跨疫Ｏ、Ａ型 环保、中医中药等产业领域部署了一 划＂人选者７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双价灭活疫苗＂；获得专利优秀奖的 ｜批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资助省基础研 获得者２２位，甘肃省领军人才３７

分别是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发明 究项目４３２项，自然科学领域学科覆 位，中科院＂西部之光＂人选者

的＂一种离子推力器放电室磁极结构 盖面进一步扩大。３４家单位获批国家 ３４２位。
及其设计方法＂，白银有色集团股份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６４４项，获得直接 【科技创新】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
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 资助经费３．０６亿元。社发领域获批国 院兰州分院寒早区生态修复和风沙灾

｜甘肃
年鉴 研究所发明的＂一种核聚变装置用ＣＳ 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１２项、中央 害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应用取得突

ｐ０

超导电缆导体生产方法＂，中国石油 财政经费１２２亿元，取得＂十三五＂ 破。超导ＥＣＲ离子源ＳＥＣＲＡＬ创造了
ＧＡＮＳＵ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大学 ｜以来数量最多、经费最高、领城最广 一系列重离子束流强度世界纪录，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北京）发明的＂一种高硅铝比ＮａＹ 的好成绩。
破高端装备用低摩擦、长寿命高性能
沸石的合成方法＂
｜【科技交流合作】２０１８年，甘肃 ｜轴承润滑脂与宽温域系统用润滑脂技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２０１８年， 省科技厅印发《甘肃省建设丝绸之路 术，拓宽应用范围。构建高寒草地生
甘肃省科技厅印发《关于建立科技成 ｜＂科技走廊＂工作方案》，支持甘肃省 态畜牧业发展新模式。
【平台建设】２０１８年，中科院兰
果转移转化直通机制的实施意见》， ｜自然能源研究所先进适用太阳能民用
推动全省科技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 技术在巴基斯坦示范应用，甘肃省膜 ｜州分院与青海省依托西北高原生物所
势。同意并批复支持兰州、白镊、张 科院与新加坡合作开发中空纤维纳滤 共建＂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
艘、金昌４个市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 膜。支持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与俄罗 究院＂，双方统筹研究力量、资金、
移转化示范区新认定省级技术转移 ｜斯、柬埔察等１０多个＂一带一路＂国 人才等资源，共同打造国家级科技创
示范机构２５家，全省共有国家级技术 家开展创新合作。组织省内１５家科研 ｜ 新平台，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转移示范机构９家、省级６０家。科技 ｜机构４３项科技成果赴塔吉克斯坦开展 点＂提供科技支撑。推进西北研究院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５２８？？
【科技扶贫脱贫］２０１８年，甘肃

省科技厅印发《科技助力产业扶贫及
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三年（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行动方案》，为６０个受援县区
选派科技人员１２８人，培训本土科技

＇甘肃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展＂

与甘肃省科技厅共建＂祁连山国家公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科技厅与甘肃省 园研究中心＂，把泳祁连山生态保护

｜外办联合认定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红线管控，针对祁连山生态环境同题
３５家，全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总 展开系列研究，形成《对确保祁连山

数达到１８家、省级７０家。围绕生态 和全省生态保护红线＂能落地、守得
环境、清洁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 住＂提出建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管
人才２３４人。甘肃省科技厅紧盯＂两 组织开展３３项省级国际科技合作项 控的建议》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规划建
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农业 目。承办科技部２０１８年发展中国家技 设中发挥支撑作用。
｜【科技成果］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和产业发展 术培训班项目６期、培训１２７人。组织
现实需求，组织实施了一批特色产业 １０批次、６３名科研人员赴美国、俄罗 ｜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王爱勤、王文
示范推广和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斯、日本、西班牙等国执行因公临时 ｜波、牟斌、康玉茹、张俊平、汗琴等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２０１８年 出国（境）任务。成功举办第三届兰 ｜人完成的＂基于湿发凹凸棒石高值利
庆阳市获批建设国家级农业科技园 州科技成果博览会，签订成果转化转 用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获国家技术
区，酒泉、张掖进入国家农业科技园 移项目合同１９０项、金额１５．３４亿元。 发明二等奖，中国科学院寒区早区环
（供稿：杨金风 卫路兵） ｜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西北生
区建设发展序列，新建５个省级农业
｜科技园区，全省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
｜园区９个、省级２９个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科研立项］２０１８年，全省首次
设立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省级科技计划落实《省政府关于构建
生态产业体系推动十大类生态产业发

｜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王涛科研团队完

成的＂风沙灾害防治理论与关键技术
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Ｉ
【既况】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兰 肃省自然科学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１
州分院有职工２７７３人，研究员１５３３ 项，获甘肃省技术发明一等奖１项，
人（博士８３、硕士６８０），中科院院 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二等

｜展总体方案》的科研资金占比达到 ｜士７位，工程院院土２位，国家科学 奖３项，状甘肃省专利二等奖１项等。

７３．１？？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 基金创新群体７个，国家＂９７３＂项口 【院地合作］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
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项目，在装备制 首席科学家１０位，中科院＂百人计１
十 重离子治疗肿瘤专用示范装置

３２０│教育科技

（ＩＩＭＭ）产业化项目实现应用，首台 ｜部青年学者＂Ｂ类３５人，新增＂一带 超导ＥＣＲ离子源再次产生一批高电荷
国产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系统临床试验 一路＂团队１个，＂西部之光＂交义团 ｜态重离子柬流强度世界纪录；ＳＥ－

治疗。甜高粱产业链在多环节和关键 队１个，兰州分院经费支持１９１０万 ＣＲＡＬ－Ｉ超导离子源为ＨＩＲＦＬ．单次连

技术上取得突破，带动区域经济绿色 元。完成２０１４年度２５个人选者项目
发展，提高农民收人，助力精准扶 实地检查、终期评估和２０１６年度１７
贫。实施的＂马铃薯淀粉工艺水提取 人选者项日阶设性检查等。
蛋白高值化利用与废水达标排放技术
（供稿：宋华龙 王 品）
｜装备＂项目，突破技术推广瓶颈，助

｜力马铃薯淀粉产业发展。攻克凹凸棒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石棒品表面功能组装双极性吸附位点

｜续稳定供束超过０００小时；首次成功

加速高熔点徂离子和锂离子束流：标
准在束铤谱学测量终端建成、生物辐
照终端换样装置实现自动化、高能微
束装置完成改造。

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６

｜究所获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

甘肃

年鉴

２０ｓ

｜和电荷调控一体化集成技术，建成２ ｜【科研工作进展与获奖］２０１８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和甘肃省专利奖等 ＧＡＮＳＵ
占吨年的全自动生产线。
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 ４项省部级奖项。作为第一单位发表

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维

｜工作在核物理基础前沿问题研究方 ＳＣＩ论文２００余篇，其中一区文章１７

面，核物理实验新技术取得突破，首 篇。有效专利为２２３项。
次精确测定Ｓ２Ｚ和８ＡＮｂ的原子核质 ［科技应用】２０１８年，中国科学
研平台、联合承担项目方面的合作。 量，质量精度达１３×１０－７；合成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积极推进产业化工

续深化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
１０余所大学在共同培养人才、共建科

提升＂科学院联盟＂在实施干部交流 ２１４Ｕ、２１８Ｕ、２２４８ｐ等新核素；发展 作，获批＂甘肃省技术转移示范机

引领和项目支持带动中助力地方科研

了用以研究涡旋电子束的相对论性量

构＂，牵头组建＂甘肃省重离子创新

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果转

首次提出了内禀轨道角动量的辐射

｜新联盟＂。医用重离子加速器产业化

院所科技创新的能力。推动区城优势 子力学性质的一般性方法，在世界上 中心＂和＂甘肃省甜高梁产业技术创
｜化工作，组织２０１９年ＳＴＳ区域重点项

化效应；首次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

项目通过＂弘光工程＂一期阶段目标

目的遵选、论证、申报、答辨，两个 却储存环主环上成功实现类镀离子的 ｜评估，其产业化团队获＂中科院２０１８
项目获得立项，支持经费３００万元。 ＤＲ精密谱学实验，证明三电子复合 年度科技促进发展奖＂。武威碳离子
通过分院自筹经费筛选评审立项４个 在电子离子复合低能段具有重要的贡 治疗系统完成注册检测和临床试验治
项目，支持９５万元。协助各研究所 献，为天体等离子体模型提供了基准 疗；兰州装置基本完成设备安装。兰
｜州新区＂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创业
２０１８年共申报甘肃省科技计划６２项， 数据。
获批立项３２项，获批经费１４３１万。
｜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方面，在＂十 园＂项目被列人甘肃省２０１８年省列重
｜组织推荐＂黄土工程冻害机理及防控 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 大项目，完成开工前置手续办理和部
｜技术创新中心＂等３个项日获得专项 ｜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ＨＩＡＦ）和加速 分设备招标工作。初步建成甜高粱茎

支持经费１１８０万，协助研究所为国际 ｜器驱动嫂变研究装置（ＧｉＡＤＳ）稳步 ｜秤汁液制备果葡糖浆的示范生产线并
合作项日争取地方支持后补助经费 推进。ＨＩＡＦ初设、概算如期批复， 进行中试生产；为伊利牧场提供优质
１５０万元。

已正式开工建设，超导磁体、４５ＧＨｚ ｜甜高粱青贮饲料５００吨。核孔膜项目

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一带
一路荒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创新发
展论坛＂和＂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
建设高端论坛＂。围绕＂生态环境治
理＂＂绿色发展＂＂智库建设＂三个
主题，举办了第四届环境与发展智

置（ＬＥＡＰ）并开始试运行。ＧｉＡＤＳ共

｜ 【智库决策咨询】２０１８年，中国 微波馈人等关键技术得到验证；建成 获批甘肃省引导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
｜科学院兰州分院举办第三届丝绸之 强流低能量高电荷态重离子加速器装 金４４０万元，成功研发核孔膜茶水过

库论坛。

建单位已启动匹配资金的内部审批流
程，可于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开工；加速器
职动次临界系统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

样机连续束１６ＭｅＶ／２ｍＡ累计运行百

小时；核燃料及材料制备等关键技术
取得较好进展。
｜在重离子加速器运行及终端建计

速器等系列产品并投放市场。

（供稿：尹经敏李嘉懿）

甘肃省科学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院编制３４５

【＂西部之光＂人才计划】２０１：
名，有各类人员５００名。其中，正高
年，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新立项目评 方面，兰州重离子加速器（ＨＩＲＦ） 职称２２人，副高职称３２人，中级职
审与推荐７９项，其中＂西部引进人｜继续高效运行。全年运行７３４４小时， ｜ 称１１２人。博士学历１５人，硕士学历
才＂６人，＂西部青年学者＂Ａ类院内 供束５４１．５小时，提供２７种重离子束 ７４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３６人（院内１５人，地方２１人），＂西 流，共完成实验２７项实验。ＳＥＣＲＡＩ． 家级人选１人，国家突贡专家１人，

教育 科技 ｜ ３２１

类科研项目４６０余项，布设各类试验
新人才１５人，省级优秀专家７人，甘 ｜４０余万元，采取并制定不同措施，大 ２００余项，投入科研经费６５００余万
肃省领军人才１０人。
力发展特色产业及技术培训等。对泾 元，获得一批阶段性成果。选育出各
政府特贴专家１９人，＂３３３＂＂５５５＂创 联系村产业发展的现状，全院共筹资

舅

【科研开发】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科 ｜川县４个帮扶村的２００余处地质灾害 类作物新品种（系）２６个，创制出降
学院加强科研管理，努力提高科技创 ｜隐忠点进行排查，确保避免＂因灾致 低碑酒大麦醇溶蛋白的转基因新种
｜ 新能力建设。全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 贫＂、＂因灾反贫＂等情形的发生。九 质，建立了马铃薯病毒诱导应答基因

甘肃 基金项目２１项，立项２项，项目经费
年鉴 为９７万元；申报各类省科技计划项目
｜３３项，立项１３项，项目经费为１２３２

２０

是选派１５名科技专员，分别赴泾川、 抑制消减杂交文库，依托分子聚合育
｜榆中、文县、武山、西和等地开展 种技术创制出一批新种质。在戈壁农

＂三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帮扶。

业、农机农艺融合、绿色增产增效、

｜【交流活动】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农业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作物病虫害
万元；申报各类市、区级科技计划项
ＧＡＮＳＵ 日７项，立项５项，项目经费为１２０万 学院组织参加全国科学院第３４次院长 绿色精准防控、农产品贮藏加工等方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元；立项院列科技计划项目３１项，项 书记联席会议、中俄地方合作论坛。 ｜面实现新的突破。研发的深旋松耕农
目经费为１５０４万元。申报省科技进步 甘肃省科学院召开建院４０周年座谈 ｜机具和立式深旋松耕耕层调控等技
奖４项，省专利奖１项，省电子学会 会，对１３项优秀科研成果、９个优秀 术，抗早增产效果突出。围绕戈壁设
｜奖１项。其中，《一种磁力推拉传递扭 科研创新团队、１１个优秀科技工作者 施农业关键技术研究，开展日光温室
矩的搅拌装置》获省专利二等奖； ｜及９个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甘 基质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双孢蘑菇

《茄科蔬菜主要病虫害生物防治研究 肃省科学院参加第三届兰州科技成果
与示范应用》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博览会，集中展示各类优秀科技成果．
（供稿：李小波
《高性能自旋阀的研制》获省电子学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合作完成的《边

｜坡工程灾害防控技术创新及应用》获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省技术发明一等奖；《西北绿洲农牧
｜循环技术集成与示范》获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全年共出版著作４部；发表
各类科技论文７３篇，其中ＳＣＩ论文１９
篇、ＥＩ论文７篇、中文核心论文２２
篇；取得授权专利２９项，其中发明专
利６项，实用新型专利２３项。与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合作开展＂智
慧博物馆相关技术研发与示范应用＂
等项目，进一步深化省院合作项目的
顺利实施。

【科技产业化工作】２０１８年，书

高效生产模式、西甜瓜设施无土立体

栽培等研究，探索出戈壁农业产业化
｜发展新路。开展化肥农药减施增效、

绿肥插入灌区间套种植替代部分化

肥、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源等研究与应

用，研制出适宜玉米、马铃薯、梨等
【概况］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业科 生长需求的水溶肥产品６个，节水节
学院有职工８６７人，其中硕士、博士 肥效果明显。推进作物病虫害绿色精
２９０人，高级专业技术人才２８８人。人 准防控，筛选出３种植物源农药。提
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３ 出＂辛硫磷＋Ｂ＋赤眼蜂＂组合防控玉
人、国家级优秀专家３人、省优秀专 ｜米棉铃虫的关键技术，研究筛选出对

家１２人、省领军人才３９人；有享受 ｜青稞根腐病、冬小麦茎基腐病、番茄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３７人、省科技功
臣２人、陇人骄子２人、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１人；全
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１个、现代

根腐病、苹果树腐烂病具有良好防治
效果的新药剂７种。开展名特优农产
品营养品质鉴定评价及标识研究，构
｜建兰州百合品质评价技术规范，建立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１３人、 农畜产品品质检测技术体系。完善苹

肃省科学院加快科技产业化工作，扎
实推进精准扶贫。全院共签订横向项
目１４０余项，共计５７２４３７万元。与白
银市政府签署《甘肃省科学院、白银
市人民政府共建甘肃省科学院白银分
院合作框架协议》；与张掖市政府签
署了科技合作协议。下达年度院科技
产业化项目１１项，经费共计８６５万
元，组织验收３项。组织院属各研究
所积级开展多项院地、院企合作，建

综合试验站站长１４人、农业农村部农 果多元化加工和马铃薯、鲜核桃贮藏
业科研杰出人才１人、农业农村部农 保鲜技术，优化工艺流程，改善苹果
业科研创新团队１个、省宣传文化系 白兰瓜品质及风味。研发黎麦系列新

｜措施，积极落实帮扶责任，为脱贫攻

［【科研创新及重点领域研究】 资源＂＂小麦条锈病菌种资源＂等１３

统＂四个一批＂人才１人、省属科研 产品１１个以及牛羊藜麦秸秤全混合日

院所学科带头人５人、博土生导师８ ｜粮配方３个。根据全省农业产业布局
人、硕土生导师４２人。
和生态类型，依托省级引导专项等项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组织 目，组建６个协同创新中心。资源共
申报各类项目４１０余项，新上项目２８５ 享平台建设方面，３６个农业科学观测
项，合同经费１．５亿元，到位经费１．３ ｜试验站大数据平台完成部分数据接
亿元，分别较上年增长２５？３１％， 入，甘肃＂名特优＂农畜产品品质标
识工程稳步推进，建成＂草食畜遗传
立长期合作关系。制定精准扶贫帮扶 均创历史新高。

坚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根据４个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共实施各 个科研数据库，初步实现张掖、武威
３２｜教育科技

等地野外观测数据共享和网络远程控 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司长廖西元、中国 院兰州兽医研究所研究的口蹄疫诊断
制。组织编写的以协调发展为主题的 ｜ 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及中国农业科技 技术获批国家标准；＂猪繁殖与呼吸

第三部省级农业科技绿皮书《甘肃农 管理研究会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综 合征间接 ＦＩＳＡＮ抗体检测方法
业现代化发展研究报告（２０１７）》进 农（林、牧、县）科学院的领导、 （ＮＹＴ３２３７－２０１８）＂＂动物棘球崂病
诊断技术（ＮＹＴ１４６６－２０１８）＂和
入出版程序。与甘肃省广电总台合作 家等应邀出席。
制作＂话农点经＂栏目，播出４０期。
｜【科研成果】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 ＂鸭浆膜炎诊断技术（ＮＹ／Ｔ ３１８８－
【科研平台及鉴定验收成果】 业科学院有科研成果１２００多项，获国 ２０１８）＂获行业标准；＂实验用合作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共投入科 家级奖励成果２７项、省部级奖励成果 小型猪繁育技术规程（ＤＢ６２Ｔ２８９７－

研条件建设经费３４００万元新增各类 ３４７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２０１８）＂获得地方标准。全年获２９项
科研仪器设备及农机具１９８台（套）， 利１９１项，制定国家标准、地方标准 国内发明专利、１３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购置大型仪器设备７７台（套）。统筹 ｜１００余项。创机制、推成果、扶产 ２６项软件著作权。

【动物疫病防控】２０１８年，中国
推进１２个农业部学科群科学观测站、 业、促增收，形成以＂三百＂科技增
育种创新基地及种子工程建设项目实 产增收行动为主要形式，以科技项目 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完成塞内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施。新建、改造综合实验楼７栋、温 为服务载体，以科技人员为智力支 卡病毒流行病学监测和关键防控技术
室７座、库房８个，新建抗早棚２４００ 撑，以机制创新为长效保障的科技扶 研究，及时向农业部兽医局和全国动

平方米、塑料大棚５５００平方米。建立 ｜贫模式，累计完成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物疫病防控委员会提交防控对策的建
试验站科研数据自动采集与传输网 面积１９６５４７公顷，新增产值７９４．６０ 议。研究所被指定为该新发病的全国

唯一一家诊断技术支撑单位。中国农
络，新建气象观测场９个，购置科研 ｜亿元，新增纯收益４２９５５亿元，
仪器和田间观测设备、田间观测能力
（供稿：方蕊） 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根据《农业
有了较大提升。
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非洲猪瘟防治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院组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工作的紧急通知》（农明字〔［２０１８〕
｜织验收项目１０３项，完成省级科技成
第２２号），研究所开展非洲猪瘟疫情
果登记４８项，通过国家和省级主管部
【科研成果］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 紧急监测工作，共收牧到甘肃省、新疆
门审定（认定）品种４３个。获得各类 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以第一单位在 建设兵团、新疆、西藏等检验样品
｜科技成果奖励１１项，其中，一等奖３ ＳＣ１期刊发表论文１０１篇，以第一单位 ３０００多份。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转
项、二等奖６项、三等奖２项。获授 ｜在中文期刊发表论文５篇，以第一单

权国家发明专利７项、实用新型专利 位出版著作３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兰 让】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
２７项，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３项、植 州兽医研究所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 医研究所控股的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
｜物新品种保护权１项；颁布实施技术

部级科技成果奖励２项，其中朱兴全 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销售额达８亿元，

标准１５项；在各类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研究员等完成的＂动物重要寄生虫线 ｜研究所从中获得联合转化成果转让收
４１３篇，较上年增长２６７？？
｜粒体基因组解析及系统发育研究＂获 入９２００万元；诊断中心成果转化收入
［合作交流】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农 得甘肃省自然科学三等奖；张永光研 ４２４８４万元。在知识产权转让方面，
业科学院与甘肃省经济合作局共同举 究员等完成的＂牛羊等反刍动物口蹄 ＂口蹄疫Ａ型检验及试验用毒＂与中
办＂第二十四属兰洽会丝绸之路经济 ｜疫０、Ａ型双价灭活疫苗＂获得第二 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
带生态农业发展论坛＂，多名国内外 十届中国专利银奖。以第一完成单位 议，转让金额１６００万元；＂猪口跨疫
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与甘肃省科协 ｜类得二类新将药＂副猪晴血杆菌间接 ０型、Ａ型二价病毒样颗粒疫苗＂与
对接，侧立甘肃省科协学会联合体， 血凝试验抗原、阳性血清和阴性血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签订技术
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创新联盟轮值主席 青＂（［２０１８）新兽药证字３６号）１ 转让协议，转让金额０００万元；＂山
单位，组织召开了西北农林科技创新 ｜项，三类新曾药＂口路疫０型病毒抗 羊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与重庆澳龙
联理理事会一届三次会议。借助国家 体胶体金检测试纸条＂（［２０１８］新 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协
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全国农业科技走 兽药证字６６号）１项。以第二完成单 叉，转让金额４００万元。
｜【合作交流】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
出去联盟、西北农林科技创新联盟、 ｜ 位获得三类新兽药２项，分别为＂副
甘肃省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等平台，开 猪嗜血杆菌三价灭活疫苗＂（［２０１８］） 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派出２９个团组
｜展多层次的协作交流。同时，以建院 新兽药证字９号）和＂猪口蹄疫０ ５４人赴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执行国际
８０周年为契机，举办＂全国农科院院 型、Ａ型二价合成肽疫苗（（２０１８］ 项目进行合作交流，邀请６个团组３９
｜长年会暨农业绿色发展论坛＂，农业 新兽药证字７１号）＂。中国农业科学 位外宾来所进行学术交流、合作洽

｜教育 科技｜３２３

谈。与欧洲三角研究中心签署《中国 目１２９项，其中主持＂国家重点研发 ｜已完成部分古道的调研和资料收集，
｜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鲁医 计划＂项目３项；＂９７３＂计划项目１ 形成甘肃段研究报告。与＂红旗河＂
｜研究所－匈牙利生物防护和传染病防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５项，国 ｜课题组建立合作关系，＂藏水人甘＂

挖欧洲三角研究中心共建动物支原体 ｜家科技支撑计划２项，科技部国际合 项目前期研究开展对红旗河主干线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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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控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与波 作项目３项，农业部项目４项，甘肃 线关键切点的考察。受中共甘肃省委
黑萨拉热窝大学兽医学院签署了成立 省和兰州市项日１８项，横向课题７ 宣传部委托，编写出版《如意甘
＂１６＋１＂兽医研究中心的相关协议。 ｜项。２０１８年度申请合同经费３８１６．６４ 肃》，作为礼物在第三届敦煌国际文

死

与巴基斯坦拉哈尔畜牧兽医大学签署

科技合作协议，与苏丹巴哈利大学签

元，到位经费６３８０．８４万元。

（供稿：周兰兰）

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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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ＯＩＥ／国家口蹄疫参考实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室＂、＂ＯＩＥ羊泰勒虫参考实验室＂职
能，履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
【科研成果】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
义务，共派出６个团组１０人参加国际 会科学院共完成科研成果４９６项。公
会议各类口腾疫参考实验室相关会 ｜开发表的论文１４３篇，著作类成果６１
议。承办＂重大跨境动物疫病监测技 部。甘肃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立项７
术国际培训班＂，培训来自巴基斯 项，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年度项目立项
坦、苏丹、埃及、尼日利亚、孟加拉 １７６项，横向委托项目近５７项。表彰
国、尼泊尔、埃塞俄比亚、朝鲜等８ 奖励１１项院青年哲学社科优秀成果。
个国家的２３名学员，推动中国农业科 ｜ 【智库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
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所与中亚国家的 会科学院报送《呈阅件》《要报系
合作。
｜列》３８期，被国务院采纳研究成果１
｜【科技平台】２０１８年７月新增一 项，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４项、省
项省级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 级采纳８项。与海南中改院合作承担
｜医研究所申报的＂甘肃省动物疫病诊 甘肃省政府委托项目２项。作为十三
断制品技术创新中心＂获得甘肃省的 届中共甘肃省委巡视意识形态工作第
｜批准。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 ｜二专项检查工作组，完成中共甘肃省
目究所为依托单位的家畜疫病病原生物 委在第三轮巡视中＂对景泰县、靖远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验室主任和学 县、会宁县和靖煤集团意识形态工作
｜术委员会换届工作，召开实验室第三 责任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的４个报
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生物安全 告和１个终期报告
实验室建设项目国家口助疫参考实验
【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甘肃省
室建设项目工程通过兰州市工程质量 社会科学院启动编撰被列人甘肃省推

化博览会上赠送给中外嘉宾。

【信息化平台建设】３月１０日，
中国（甘肃）文化资源云平台改版升

级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甘肃省社

会科学院组织研发的该数据库是国内

第一个覆盖省域全部文化资源的大型
数据库，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完
善县域农村、改革论坛、丝绸之路、
生态建设、社科成果、社科院库等６
｜个专题数据库的建设。９月２７日，在
第三届丝绢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
览会上举行的甘肃文化成果发布活动
中对外发布。

【品牌工程】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
会科学院在原有１０本《甘肃蓝皮书》
的基础上，编研出版《甘肃精神文明

发展报告》《平凉经济社会发展报
告》《甘肃文化建设成果报告》。《甘
肃文化建设成果报告》主要是对甘肃
省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７年文化建设成果的一

次系统盘点和总结，在第三届丝绸之
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举行的
甘肃文化成果发布活动中对外发布。
２０１８年全国皮书年会上，甘肃省社会
科学院主编的《２０１８：甘肃舆情分析
与预测》《２０１８：甘肃县域和农村发

｜监督检验站竣工验收，将于２０１９年投 进文化走出去工作实施方案的《中国 ｜展报告》蓝皮书分别获＂优秀皮书三
人使用。国家包虫病参考实验室建 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友好关系发展史 等奖＂。《甘肃社会科学》期刊继续入

设、农业农村部动物疫病病原生物学 丛书》，与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 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
综合实验室建设等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合作的《中国哈萨克斯坦友好关系发 Ｃ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８年
报告上报中国农业科学院。
展史》通过＂中宜部中华文化走出去 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Ａ刊＂

【科研申报】２０１８年，中国农业 工作重点项目＂初评。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报告＂（ＲＡＳＥ）
｜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预防兽医学一 日，经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签署 等核心期刊，其转载量、周转率、综

个学科有１０个创新团队。口跨疫流行 ＂总统令＂批准，塔吉克斯坦总统战 合指数３项指标进人全国同类期刊前
病学创新团队、家畜寄生虫病创新团 ｜略研究中心与省社科院签署合作备忘 ３０名，位列甘肃省期刊转摘排名
队、外寄生虫与虫媒疫病创新团队被 录，合作撰写《中国塔吉克斯坦友好 第一。
评为优秀团队。全年全所科技人员申 关系发展史》初稿。与白俄罗斯国家
《供稿：赵敏）
报国家白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４项，获得 科学院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唐器古
立项课题３３项。２０１８年度共有在研项 ｜道＂中请世界文化遗产前期研究项目
３２４｜教育科技

心 通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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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综述
【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

具内旅游车９８辆。

日，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挂牌成文化产业

传贯彻工作，下拨１５亿元保障全省
（供稿：张萌） 公共文化场地免费开放（１１３个国有
博物馆、１０３个文化馆、１０３个公共图
书馆、４７个美术馆、１２２８个乡镇综合

｜文化站和１２７个街道文化服务中心）。
立，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宜融
则融、能融尽融＂工作理念，探索文
【文艺侧作与活动】召开全省艺 实施全省１．６多万个行政村＂乡村舞
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旅 ｜术创作工作会议，部署艺术创作任 台＂全覆盖。完成村级综合性文化服
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务。重点剧目创作生产方面，对《水 ｜务中心、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档升级

【产业效益】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文 ｜远的绿洲》《李白》《苏若兰》《肝胆 和盲人智能听书设备配送项目。组织

化产业增加值１７８．１６亿元，同比增长 祁连》等剧本打磨提升，完成话剧 完成２０１９年公共数字文化项目申报工
８９？？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３０２亿人 《魂归何处》全省巡演，上演京剧 ｜作，争取数字文化建设项目５个。截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人２０６０亿元，分 《情系盘龙岭》。８台剧日人选２０１８年 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２４个未达标文化

别同比增长２６？３０？？
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剧 馆、图书馆得到新建或改扩建，６３５
【旅游服务基础建设】截至２０１８ 目。启动＂朝圣教煌＂——甘肃画院 个未达标乡镇综合文化站达到三级以

年底，甘肃省共有旅行社６１８家，其

美术创作系列工程之二＂传承启新·

中出境游组团社６３家，赴台游组团社 ｜潜心践行＂活动，举办＂陇原气韵·

上标准。白银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

【文化市场管理］２０１８年，全省
出动文化执法人员３．５万多人次，检
级３家，四星级８４家；绿色旅游饭店 家作品特别邀请展＂。在文化惠民演
９６家；全省住宿床位５８３万张。Ａ级 出方面，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 查文化经营单位１．２万多家次。举办６
旅游景区２９８家，其中５Ａ级４家，４Ａ 活，开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期、５００多人次执法人员能力提升、
｜级９５家。旅游规划设计资质单位３５ 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戏曲 以案施训培训班。投入４００多万元为
家，其中甲级１家、乙级２家、丙级 进乡村＂＂戏曲进校园＂＂高雅艺术进 市州、县区配发移动执法设备，基本
实现全省移动执法。加强与公安、工
３２家。全省旅游客运企业８９家，共有 校园＂等活动。
【公共文化与服务】开展《公共 商等部门的合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旅游）包车２４辆，其中省际旅游
行为。
车２０７１辆、市际旅游车３２７辆，县际 文化服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宣
｜４家。旅游星级饭店４０２家，其中五星 ｜故土情怀——甘肃画院首届优秀美术

文化 旅游 体育｜３２５

｜【对外文化交流】赴荷兰、德 个文化旅游项目，进入各类文化产业
【国内旅游市场】２０１８年，整合旅
国、捷克、匈牙利、乌克兰、日本、 项目库。以文化旅游融合为引领，实 游宣传资金８０００多万元，持续在主流
阿富汗、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文艺演出 施与农业、体育、养生等领域和行业 媒体、网络媒体及主要客源市场播放
和艺术精品展演活动，开展与＂一带 融合发展，培养特色产业集群。旅游 旅游广告宣传片。先后赴北京、１

｜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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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丝路花雨》实现驻场演出，舞台

与举办文化和旅游部＂欢乐春节＂品 剧《流动的敦煌》、歌剧《莫高窟》
牌交流活动，赴日本、蒙古、毛里塔 在北京首次演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
尼亚、突尼斯、毛里求斯、姐桑尼
亚、卢旺达举办２０１８年＂欢乐春节＂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实施细

死 访演活动，演出２０余场，观众达５万

海、天津、广州、西安等重点客源市

场开展宜传推广活动。加大五一、国
庆等小长假和冬春季旅游促销，陆续
推出多项旅游主题活动、系列惠民举
指。组织全省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和旅

则》《甘肃省文化生态保护区管理暂 游企业，举办主题宣传推介活动。
ＧＡＮＳＵ 多人次。在美国、奥地利、英国等国 行办法》，指导有关市州起草《游牧 ２０１８年国家法定节假日，全省共接待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举办敦煌壁画精品展、敦煌佛教石窟 ｜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敦 游客６２９８．５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展、数字敦煌展等展览；与美国、土 煌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启动 人４１６．５亿元，较上年假日同期增长
耳其等国开展人文领域学术交流等活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传统工艺 ３１．６？３９．２？？
【入境旅游市场】２０１８年，全省
动；与日本、英国、吉尔吉斯斯坦、 振兴，全省１５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
｜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承办
接待人境旅游者累计达１００１２５人次，
俄罗斯等国文化机构加强洞窟复原复
制、文物保护修复、博物馆管理等方 ６期中国传承人、２期省级传承人群研 同比增长２７０２？？？游外汇收入约为
｜面项目合作；嘉峪关与约旦佩特拉古 ｜培活动。推进抢救性记录工作，基本 ２７４０万美元，同比增长３１．３５？？其
｜城结为姊妹世界文化遗产地。与乌兰 完成２０１５ 年度１０名国家级代表性传 中：外宾５９１１人次，同比增长
巴托中国文化中心年度合作，在蒙古 承人抢教性记录工程项目通查工作， ｜３４．９４？？？港同胞１７０８５人次，同比
国举办敦煌舞蹈、崆峒武术、中国书 开展２０１６年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抢 增长３７．１３？？？门同胞２５４３人次，
画培训和＂甘肃文物和丝绸之路＂专 教性记录工作。全省新增国家级代表 同比增长１３．０２？？？湾同胞２３５８６人
题讲座、中医药文化知识讲座等文化 性传承人２７人。开展非遗传播活动， 次，同比增长７．４８？？
【境内外宣传促销】２０１８年，全
交流活动，开展＂甘肃文化周＂系列 举办２０１８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
活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和甘肃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宜传展示、守望精 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参加文化
数字文物展为主要内
神家园——第五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 ｜和旅游部组织的境内外宜传促销活
【［港测台文化交流】参加第１６届 产月系列活动等活动，承办西北五省 动，举办港澳旅行商交响丝路·如

香港国际授权展，在香港举办＂数码 ｜传统戏剧（秦腔）会演。
意甘肃＂行宣传推广活动，组织参加
（供稿：张萌） ＂美丽中国一万里长城＂奥地利主题
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展览和学
｜术交流相关活动。在台湾举办＂交响
推广、德国柏林旅游展、２０１８西安丝
丝路·如意甘肃＂——非物质文化遗 旅游产业
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海峡两岸高

产展演展览。参加首届＂相约澳门
——中葡文化艺术节＂。
【《甘肃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
｜【文化产业建设】研发文创产 项行动计划》印发实施】《甘肃省文
品，召开全省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 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提

｜维旅展、海峡旅游博览会等活动，组

团赴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港澳地区

｜进行旅游宣传推介，邀请５０多名港澳

旅行商赴酒泉、张掖实地考察，成效
推进会，筹划甘肃省赴香港开展甘肃 出，建设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及大 显著。贯彻落实《甘肃省合作共建中
省文化旅游项目推介暨文化产品和特 敦煌旅游圈成为标志性工程；建设嘉 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工作方案
色商品展览展示活动。开展藏羌彝文 峪关、张掖丹霞、麦积山、经峒山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联合重庆、广

｜化产业走廊建设，举办藏羌彝文化产 马踏飞燕、紫金花城、兰州黄河风情 ｜西、贵州等省区市旅游部门和涵盖东
｜业走廊协同发展论坛和甘肃省藏美彝 线、黄河石林、黄河三峡、拉卜楞 盟十国旅游企业的东盟丝路新使者文

文化产业走廊建设成果展。指导各地 寺、官鹅沟等１１个大景区成为标志怕 化旅游联盟共同发起成立＂中新互联
挖掘少数民族独特资源，精心打造民 ｜工程；建设中国西部自驾露营地产品 互通南向通道旅游推广联盟＂，在新

族文化品牌。推进兰州创意文化产业 体系成为标志性工程；打造《丝路花 ｜加坡挂牌成立甘肃（东逻）旅游营销
园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创建工 雨》《大梦敦煌》等精品剧口驻场演 推广中心，推进《莫高窟对话吴哥
作，督导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 艺成为标志性工程；建设＂一部手机 ｜窟》节目拍摄和播出，举办以＂南向
地开展工作。向文化和旅游部推荐１４游甘肃＂智慧旅游成为标志性工程。 ｜通道＂和＂精准扶贫＂为主题的＂亚

３２６ ｌ文化 旅游体育

成１０４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实施５０个 围内开展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
乡村旅游规划公益扶贫项目，印发 ｜动。印发实施《全省旅游行业开展质
活动，推动南向通道文化旅游交流不 《甘肃省乡村旅游建设与发展指引》。 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旅游经
断深化。甘肃荣登《孤独星球》 加大乡村旅游扶贫培训力度，在陕西 ｜营单位诚信经营承诺标识制度。甘肃
太旅游教育与旅游管理华鼎国际论
坛＂暨旅游智库专家高峰论坛等系列

＂２０１７亚洲最佳旅行目的地＂榜首和 袁家村建立＂甘肃省乡村旅游培训基 金龙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敦煌
《纽约时报》＂２０１８全球必去的５２个日 地＂，培训２０期５０００多人。
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定西陇西县李
的地＂榜单。

【全域族游】贯彻落实《关于促 家龙宫景区、和政松鸣岩景区、迭部 甘肃

【红色族游】申请２０１８年白银市

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督导 腊子口红色旅游景区等５家企业成功

８８５万元。
【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２０１８

｜关市完成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督 标工作，各地开展自查自评，确保全
促张掖市、榆中县等启动编制全域旅 覆盖达标。完成与全省５６０家旅行社

年鉴
会宁县红军长征会师旧址等５家景区 全省１４家国家级、１０家省级全域旅游 创建为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６９８７万元，其中中 ｜示范区创建单位完善各项创建要素。 ｜ 【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２０１８ ２０Ｉｇ
央预算内投资６１０２万元，地方配套 ｜指导甘南州、武威市、定西市、嘉峪 年，全省开展《旅行社安全规范》达 ＧＡＮＳＵ
年，全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数８５２０万人 ｜游发展规划。开展第二批省级全域旅
次，实现乡村旅游收入１６５亿元，分 游示范区创建工作。
【旅游市场执法检查】２０１８年，
别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２１？２９４？？
｜制定《甘肃省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坚 ｜共开展联合检查行动１７０余次、出动

《甘肃省旅行社安全生产（消防安
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书》

的签订工作。组织岁末年初、旅游节
会、旅游旺季、冬春火灾防控等重点

｜实施方案》《全省推进乡村旅游周末 旅游执法人员１６００余人次、检查旅行 时段旅游安全专项治理检查３８０次，

休闲工程工作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 ｜社１３００余家。持续完善省级旅游市场 出动检查人员２８００人次，检查旅游景
措施８月９日召开全省乡村旅游和旅 综合监管改革机制，兰州、天水、酒 ｜区２６８家、旅游星级饭店３２０家、旅
游扶贫大会，提出文化旅游产业完成 泉等８个市州相应建立旅游市场综合 行社４２０家、旅游客运公司６５家。
全省脱贫攻坚任务２０？？目标。全省 ｜监管机制；敦煌市、水靖县初步建立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和１０月３１日，分别在
确定２６８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安排各 ＂１－３＋Ｎ＂综合机制，１６个景区成立 ｜景泰黄河石林和永靖县刘家峡库区组
类扶贫资金约１０．７１亿元，２０１８年建 警务室，设立公安派出所。在全省范 ｜织开展全省性涉旅公共突发事件综合

甘肃精品旅游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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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应急演练，模拟景区因强降雨引发山ｉ
证完成注册８４００人；建立健全导游协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２８
洪和游船起火游客被闲事件，组织旅 会组织，完成社会导游电子导游证注 ｜项，为文物展示利用奠定良好基础。
游、消防、交通、卫生等部门开展应 册工作和动态管理措施的制定实施等 组织应对炳灵寺石窟、木梯寺石窟、
急救援，处置涉旅突发事件应急能力 工作。
大像山石窟、崆词山古建筑群等汛期

【智慧旅游建设】２０１８年５月 受灾文物应急抢险工作，最大程度地
【旅游商品曾理］组织全省１４ ＂一部手机游甘肃＂平台上线运行， 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完成甘肃省
甘肃 个市州３０多家企业参加２０１８中国特 共完成９０家４Ａ级以上景区智能导游 博物馆馆藏丝织品保护修复、高台县
导览，９０家景区ＶＲ全景拍摄，３６８家 博物馆预防性保护等可移动文物保护
年鉴 色旅游商品博览会等多项活动，全省
有２０个系列商品分获金银铜奖，奖项 ｜ 酒店基础数据采集，５７２家旅行社、 项目７项，立项实施甘肃省文物考古
刚０ ｜总数排列全国第１０名。敦煌行旅游节 ５６９条线路预定和８１７名注册导游在 研究所水泉子出士汉简、甘肃省博物
ＧＡＮＳＵ 期间，举办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展览 线预约服务，２０５个景区网上信息接 馆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张掖市博物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会，５８０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共展出 入。截至２０１８年底，＂一部手机游甘 馆预防性保护等项目１５项，馆藏文物
产品１０００余种２０００多件，吸引６万 肃＂平台累计浏览量突破７９５万人 保存状况持续改善。
｜持续提升，

人参观购物。

｜ 【打造中华文明标识】根据２０１８

次。

【第八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启动甘肃石
【旅游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省
｜征集旅游重大建设项目３６２个、总投 旅游节］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第八届敦 墓长廊保护与展示利用工程和启动

资１３６１．５亿元。其中，大景区项目５９７ 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在嘉峪关 ＂一带一路＂文化长廊建设的部署，
个，已全部列入２０１８年重点推出的旅 正式开幕。吉尔吉斯共和国为主宾 提炼总结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中华
游招商储备项目库。编制６个系列的 国，来自３２个国家和地区、国内２０ 民族发展史上重要价值，提出《河西
招商项目册，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宜传 个省区市的旅游官员、知名旅行商和 走廊国家遗产线路保护利用行动计划
推介。第八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 国内外１００多家媒体记者１２００多人参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作为全国首个国
旅游节上，组织省内５家银行签订战 加开幕式旅行商、投资商占邀请宾 家遗产线路项目，涉及省内国家文物
略合作协议，组织６个市州的１２个旅 客的７９参会规模、层次、人数均 局已同意甘肃省文物局编制的项口计
游招商项日进行签约，签约总金额达 ｜超过历届。开幕式期间举办大型交响 划，将与省政府联合牵头、由６市政
７６．２７亿元。
乐＂丝路与长城对话＂、丝绸之路国 府参与共同实施。
｜【＂四有＂基础与规划编制工
【旅游景区建设】２０１８年，１７家 际旅行商大会、２０１８中国＂白俄罗斯
｜景区通过检查评审被命名为国家４ 旅游年＂——中国甘肃与白俄罗斯格 ｜作］２０１８年，持续加强文物保护单位
级景区。张掖七彩丹霞景区顺利通过 罗德诺州旅游合作交流活动、丝绸之 ｜＂四有＂工作，会同省住建厅划定公
国家５Ａ级创建景观质量专家评审， 路旅游商品展览会、丝绸之路甘肃黄 ｜布６８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４６５

官鹅沟黄河三峡、拉卜楞、冶力关等 金段旅游考察踩线等１０项系列活动。
｜大景区加快推进创建５Ａ级景区工 旅游节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海内外游
｜作。采取明察和暗访相结合方式，对 客３６８．６３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全省４、级以上旅游景区开展集中检 入２４５９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

查，对各市州存在的问题提出限期整

｜法律依据。指导督促庆阳、武威、临

｜查，对部分３Ａ级旅游景区进行抽

别增长３１．０９？３７６３？？

（供稿：张 萌

｜带，完成了包括３８５２个长城点段在内
｜的所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划定公布工作，文物保护得到有效

夏等８市州文物行政部门完成辖区内
［星级旅游饭店】２０１８年，复核 文物工作
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划定公
检查３９０家星级饭店，通过复核取消
布及备案工作。崆制山古建筑群、东
星级饭店标志２３家，其中四星级４
【文物保护］２０１８年，实施榜罗 ｜灰山遗址保护规划已得到国家文物局
家，三星级９家，二星级１０家，一星 镇会议旧址保护修缮工程（一、二 ｜批复同意，明肃王墓、牛门洞遗址保
级１家。对存在问题饭店，现场指出 期）、八角城城址加固工程等全国重 ｜护规划编制完成并报国家文物局审
问题并提出意见及整改时Ｗ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通消寨遗址修缮、批。
｜改要求。

｜ 【导游人员管理】２０１８年，共组 ｜桥湾城遗址防洪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据】２０１８年，融入＂考

织６００余名旅行社经理、导游人员学 保护维修工程４６项以及平凉市博物馆 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推动早期秦文
习《导游管理办法》，导游执业规范 安防、仙人崖古建筑清防、金天观防 化、史前文化及丝绸之路相关的１０项
化和职业化明显提升，全省电子导游 雷等＂三防＂工程３４项，申报获批立 重点考古研究项目，阳关遗址考古调

｜３２８ ｌ文化旅游 体育

查全面开展，周秦文化研究进一步深 宝在央视＂国家宝藏＂大放光彩。
序。开展全省文物安全状况大排查、
化，宁县石家东周慕地考古项目被中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挖掘文化 文物法人违法案件专项整治、文物行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列为２０１８年 遗产价值内涵，开展品牌建设和文创 政执法和安全督查等三大专项行动，
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简 管理体系建设，研发、设计、推广和 分类制定整改措施，部分已整改；挂

化程序，及时办理４２项配合基本建设
项目的文物考古及保护工作，项目建
设得到有效保障。
【文化遗产＂历史再现＂工程】

销售体系初步形成。敦煌研究院取得 牌督办文物案件１２起，严肃查处法人
注册商标１０８个，其他知识产权３０ 违法案件１起，瓜州县文物局查处破
项。省博物馆文创中心注册＂东方密 坏汉长城遗址案件入选２０１８年度全国 甘肃
语＂和＂逃出壁画的胞＂两个商标， 文物行政处罚十佳案卷。省文物局与

２０１８年，全省博物馆数量持续增长， ｜获得１２项国家专利：在试点单位的示

省文旅厅、省公安消防总队成立联合 年鉴

｜范引领下，部分市县通过探索取得一 ｜检查组，对博物馆和文物建筑等火灾 ２０Ｍｇ
２０４个进人国家公布的博物馆名录。 定成效。全省１１３个享受中央财政专 高危单位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在全 ＧＡＮＳＵ
【文物馆藏建设】２０１８年，加强 ｜项补助经费的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 省开展地毯式安全大检查，对全省２５
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金昌市博物 均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个三级以上博物馆和４９个具有火灾危

｜＂历史再现＂博物馆达到５８３个，其中

馆、张一悟纪念馆等５个新馆建成开 有效带动各类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 险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逐
放，平凉市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 开发工作
一检查，发现问题隐患及时督促整
金塔县博物馆等４个新馆建成正在有
【对外交流】２０１８年，促进中华 改。通过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全省

展，甘南州博物馆新馆开工建设，甘 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播，以敦煌艺 文物安全形势保持平稳。

｜肃简康博物馆建设、甘肃省博物馆扩

术、丝绸之路为特色，推出文物展

｜建工程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博物馆免 览，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在德
费开放工作持续深化，通过绩效考评 国、意大利、泰国等国和香港、台湾

促进提质增效。全省各级博物馆、纪 地区举办以敦煌文化、丝铜之路为主
念馆共推出新陈列展览１４个、举办临 题的文物精品展览，在四川大学、油
时展览５０多个，累计接待观众近３００ ｜头大学等高校举办敦煌壁画艺术精品
万人次，博物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益巡展。在中国最高建筑、世界第

【文旅融合发展】２０１８年，推进
文旅融合发展，提出的＂大敦煌文化
旅游圈＂思路上升开为全省产业发展的增

长极，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莫高世
界＂、锁阳城遗址国家考古公园等支撑
性项目的推进，＂敦煌文化研学之旅＂
｜和文物景点的支撑效应充分显现。高质

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开展社会教育活 二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举办＂丝路敦 量推进《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专题
动，省博物馆＂亲子快乐营＂、竟西 煌·幸福生存＂展览，偕助上海现代 片拍摄制作工作，炳灵寺石窟与黄河三
｜县博物馆＂知行课堂＂、靖远县博物 化国际大都市和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窗 ｜峡大景区实现＂一票制＂，麦积山石窟
｜馆＂乐知课堂＂等一批活动成为知名 口优势，展现近年来甘肃文物＂活起 参观流线设计进一步优化，文物安全和

博物馆社教品牌。加强社会文物管 来＂＂走出去＂的科技保护与利用最 参观环境进一步改善。
理，组织全省３７个非国有博物馆完成 新成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的＂数码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了藏品备案工作，共登录各类藏品 敦煌——天上人间的故事＂在香港展 文化博览会】２０１８年，以国家文物局

出，反响热烈。借势敦煌文化推出甘 ｜和省政府名义举办丝绸之路文物科技
【文物科研】２０１８年，敦煌研究 肃省文化旅游项目，推介暨文化产品 创新联盟论坛，来自１１个国家的１６０
多位专家学者参会，论坛展示出丝绸
院牵头发起成立＂丝编之路文物科技 和特色我品展览展示活动。
｜创新联盟＂，充分发挥古代壁画和土 ｜【文物安全】落实全国文物安全 之路文化遗产科技保护领域不断扩大
２６３９３５件（套）。

遗址保护国家工程中心和科研基地的 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的＂朋友圈＂。举办＂古道·天马
｜平台作用，制定出台８个甘肃地方标 ｜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 ———丝绸之路的交通与交流＂主题文
准；建成全国首个文物保护多场耦合 见》精神，结合甘肃省实际制定《甘 物展，共展出全国８省区２２家文物收
实验室，＂丝绸之路文化逮产保护国 肃省文物安全管理办法》报请省致府 藏单位３１０件（套）珍贵文物，受到
际科技合作基地＂成为国家级科技合 办公厅印发实施，对文物安全责任体 普遍好评。敦煌研究院依托丰富的研
作基地单位；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 系、安全制度及措施进行全面规范， 究成果，与社会力量广泛合作，开发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甘肃工作站在省博 并督促各地以落实文物安全责任体 以敦煌壁画元素为主题的新文创产
物馆挂牌成立；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共 ｜系、公布不可移动文物直接责任单位 品，通过对敦煌文化的深人挖强和活
建＂数字丝路＂，融媒体平台全年浏览 为抓手，全面靠实文物安全责任，兰 态演绎，深度诠释敦煌美学和敦煌文
量超过１亿次，全省３８个文博单位在 州、天水、甘南等１１个市州已完成公 ｜化独特魅力。时尚演绎敦煌色彩元素
腾讯博物馆＂上线，省博物馆３件国 布工作，其他市州也已进入公布程 的＂绝色敦煌之夜＂在敦煌文博会演
文化 旅游 体育｜３２９

出受到热捧后在香港助力甘肃省文化 览、咨询、办证、借书、还书等读者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中报工作；
｜旅游项日推介活动再放异彩。举办的 服务送至学校、社区、广场等地，全 开展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
｜＂敦煌壁画仿制乐器展＂，＂复活＂９７ 年借阅图书３６５５１册。加强图书流通 ｜传习所传习工作，举办第二十期全国
种２４５件敦煌壁画乐器，重新奏响了 站管理，全年为７５个图书流通站配送 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开展省级非遗
图书５０万册次

千年音律。

（供稿：范国平）

甘肃
年鉴

图书馆工作

２０１９｜

保护项目＂古籍修复技艺＂项目的具

【信息咨询】２０１８年，面向全社 体工作；邀请社会主流媒体，利用微

会提供专题咨询服务１２０多项。为省 信、网络等媒介加大古籍保护工作的
委宣传部舆情中心报送意识形态领域 宣传力度；策划举办＂文化和自然遗
典情信息１００余条。强化全国图书馆 产日＂系列宣传展示活动、金石传拓

【宣传贯彻《公共图书馆法》】 参考咨询联盟的文献咨询与传递服务 技艺读者体验活动等活动，参与国家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正式实施《公共图 ｜工作，实现原文传递１８００余篇；关注 古籍保护中心策划推出＂走近四库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书馆法》。组织人员参加中国图书馆 时事要闻、社会热点，以数据库形式 书＂全国联动宣传和＂书香盈岁月，
学会举办的《公共图书馆法》研修 发布２０００余条数据：甘肃政府信息采 新桃换旧符＂等系列活动，
｜班，开展《公共图书馆法》图文展、 集保存中心信息流存量和新增量稳步 【学术交流】举办＂２０１８年全国
｜专题学术报告会、《公共图书馆法》 ｜提升，积累著录数据９万余条：完成 副省级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业务培训
知识大赛等系列《公共图书馆法》宣 甘肃省政府信息查询服务平台数据建 ｜班＂，举办２０１８浙甘图书馆信息与技
术创新交流座谈会；开展＂图书馆转
｜传推广活动：配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在 设工作。
｜兰州、金昌分别举办两期＂全省学习
｜【文化共章工程］２０１８年，完成 型发展与服务创新＂＂把握机遇 共创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 ｜甘肃名城（省级）专题片等５个项目 美好未来＂等学术报告会，邀请全国
法》培训班＂。
的样片评审和成片验收、甘南藏区寺 ｜图书情报界知名专家作专题学术报

院文化专题片等１３个项目的稿本验 告；召开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图书馆学会年
收；完成＂陇上百工＂微纪录片、丝 会：合作召开西北五省（区）图书馆
路回声甘肃特色音频资源库等３个项 馆长暨学会理事长、秘书长２０１８年联
日的中报工作；甘肃名城专题片、甘 席会议，西北五省（区）图书馆第十
肃名镇专题片、甘肃特色传统文化
｜四次科学讨论会；组织全省图书馆员
会捐曾图书１８６３种，３２９８册（张）；
制作古籍函套１万部，分编民国文献 题片等４个项日通过验收并结项。执 参加＂依法办馆创新发展＂知识竞赛
｜６３８部，订购同方知网、万方数据等 进甘肃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云平台建 ｜和征文活动、＂２０１８甘肃图书馆最美
１７家数据库资源；继续更新《甘肃省 设工作；开展大数据对接、资源加载 故事＂系列风采展示等活动。
【科研工作］２０１８年，全馆立科
情》等１８个自建数据库；推进馆藏特 ｜和应用服务推广工作，新增４台服务
色资源数字化工作，拍摄民国图书缩 器、１００ＴＢ存储；开展汉藏文化交流 研项目立项１０项，立项《近代以来甘
｜微胶片２０００余拍；新增西北地方文 工作，为藏区基层文化单位培训人 肃图书馆事业发展史研究》为国家社
｜员、配发资源、检修设备设施。
科基金项目，立项《甘肃省公共图书
献资料１９５１种，３６９５册，

【文献资源保障】２０１８年，入藏
纸本图书１９１９７种、３７０４２册；订购中
｜文期刊３７１６ 种、外文期刊９６种、报
纸２５４种，视听资料２６８１种；接收社

【读者服务】２０１８年，接待到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完）

｜馆存藏革命文献研究》为省社科规划

｜读者１７７万人次，新办读者证９２６２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省市两级图书馆资源 项目；全馆职工出版专著１０部，发表

张，外借文献１００万册次，网站主页 建设督导和项目验收工作及２０１８年度 论文３７篇，学术刊物《图书与情报》
｜点击量超１００万次，官方微信公众平 专题资源库建设项目的申报工作；完 ｜全年出版６期；１项成果荣获＂甘肃省
台关注人数达１５３００人。成立甘肃省 成全省各馆元数据仓储建设、地方文 第十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图书馆阅读推广委员会，以世界读书 献数字化、政府信息公开、往事典 ｜三等奖；２项成果分别获甘肃省科技情
日、图书馆服务宜传周和重要节假日 藏、图书馆公开课专题资源建设等１１ ｜报学会科学技术奖一、三等奖；１１项
为契机，策划开展讲座展览、经典诵 个分项日的申请、报备和初验等工 成果分别获甘肃省第四属图书馆学、
报学学术成果一、二、三等奖。
读、文化沙龙、联谊活动、网络知识 作。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基层图书馆互联

竟赛等各类读者活动２７０场，其中讲 互通建设任务已完成，连通省内１０家

座７５场，展览３０场，亲子系列活动 市县图书馆至我馆１００ＭＢ专网。

（供稿：祁自顺）

５６次，无障碍电影播放４４场，阅读推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２０１８年、 博物馆工作
广活动３５场，其他活动３０场，参与 完成修复珍贵古籍５５１册，３８７５０叶。
【概况］截至２０１８年底，馆藏文
人数１０余万人次。定期将图书馆的阅｜组织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

３０ ｌ文化 旅游体育

统等安防设施，及时更换和升级。制 工越等来馆，分别以中晚唐敦煌石
一级文物 ６８６件（套）（含国宝１６ 定《甘肃省博物馆消防安全隐忠整改 窟、粟特考古、中亚佛寺群、贵霜王
件）、二级文物２６０６件（套）、三级文 ｜方案》《甘肃省博物馆消防安全隐患 ｜朝的信仰与艺术、甘肃佛教艺术等为
｜物及动植物标本８万余件（套），其中

｜物４８１６４件（套），汇集了甘肃从远古 排查整治期间应急指施》，集中力量

主题举办学术座讲１３场。全年承担科

【文物科技保护］２０１８年，编制
特色，特别是东汉铜奔马被定为国家 完成《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嘉峪关五号
旅游标志。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基本陈列 壁画墓的搬迁保护方案》，协助临泽
５个，《甘肃丝编之路文明》《甘肃古 县博物馆编制完成《临泽县博物馆馆

国元代北方（甘宁片区）金石碑刻遗
｜存资料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已完 年鉴

时期到近现代的大量文化遗存。馆藏 排查展览大楼内存在的消防隐惠。举 研课题２４项，其中，国家级１项，省
文物特色鲜明，尤以彩陶、汉代简 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调讲座２次，消防 级１１项，馆级９项，年内新增省级课
牍、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 ｜培训与演练１２次
题３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
｜古生物化石和近现代革命史料等独具

｜生物化石》《甘肃彩陶》《红色甘肃

藏化音滩汉晋墓出土服饰保护修复》

——走向１９４９）》和《庄严妙相——ｔｔ 和《临泽县博物馆馆藏书画修复项
肃佛教艺术》，先后荣获全国博物馆 日》方案。承担的《永昌县博物馆

甘肃

成：馆内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内各博 ２０
物馆及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举办的培训 ＧＡＮＳＵ
３７场；与陕西师范大学丝绸之路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
研究所共同举办＂历史文献与考古遭
存的互证——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

馆藏石质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甘肃
临时展览２０余个，成为甘肃省宣传、 省会宁县丁沟康湾墓葬出上彩绘砖 会＂，会议邀请来自美国、波兰、韩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持续推出各类

｜教育、文化、旅游和外事活动的中心
阵地和重要场所。

保护修复项日》《甘肃省博物馆藏武

国、匈牙利和希腊５个国家以及国内

威磨嘴子汉墓出上纺织品文物保护 ｜１５家文博单位、３３所高校及科研机构

【藏品管理】２０１８年，新建纸质 修复项日》分别通过省文物局的结 的专家学者，共１２０余人参加，与会
｜档案５０００份，矿石标本建卡建档１０００ 项验收，《甘肃省博物馆藏唐代丝绸 专家提交论文９４篇。出版专著３部，
件，对新征集文物和接收捐赠的艺术 文物修复项目》完成年度修复任 包括：《肝蕃古道——八省区文物

品进行编目和建档，核对补充６２５件 务。全年修复文物１６７件，整理编 展》《历史文献与考古遗存的互证
鸟类标本基础信息并进行羽片清理， 写修复档案３４份，装裱字画６１ 幅。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
清理动物皮张２２１件并做防虫防腐处
理。全年配合各级司法机关，对２２批
次８９８件（组）涉案文物做出鉴定评
｜估。征集文物３批１７件（组），接收
｜国家文物局划拨博物馆的金饰片１组

与中国丝绸博物馆沟通，成立纺织 ｜编》《地下画廊——河西走廊出上壁
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 画彩绘砖》；参与《甘肃省志·文物

地甘肃工作站，同中国丝绸博物馆 志》的编写和审稿；专业技术人员在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６５篇；参加国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内外论坛及学术交流５８场１０４人次。
【免费开放与直传接待】２０１
（２５片），接收文物捐赠２２件（组）。 年，甘肃省博物馆展厅开放３０５天， ２０１８年馆刊《陇右文博》发行４期
图书资料管理方面，新增期刊１００种 重点接待近５０多个国家的防务代表 ６０００册。
（（供稿：黎 李）
２００余形，新增报纸１５ 种约２５００ 团。全年展厅接待观众１１０３４万人
｜份。全年人账、打包期刊２０００余册， ｜ 次，包括零散观众５９４万、大学生１３

报纸４０００余份，接收捐赠图书２４８ 万、中学生８万、小学生及学龄前儿

文博会工作

｜册；馆藏古籍方面，筛查破损古籍 童８６万人次，单位团体１．５万，外国

２００余册，对１０００本一般古籍进行甄
别、鉴选、登记，重新鉴定１２３０册古
籍图书残损情况，基本完成馆藏古籍
编目并在全国古籍目录系统上传省博
物馆数据库。

【文物安全隐患排查】馆领导、

游客约０８万人次，完成接待讲解

３６９７场；流动展览历时５５天，服务观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 文化博览会】第三届丝绸之路（敦

众１１万人次；输出展览参观观众 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于９月２７日在敦

３４９８万人次，主要集中在陕西、黑龙
江、山东、西藏、山西、长沙等地。

【学术科研】２０１８年，敢请敦煌

｜煌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阿富汗第二副
｜总统穆罕默德·萨瓦尔·丹尼什，密

部室主任与保卫处人员共同参与２４小 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美》史输文，俄 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尤斯沃·乔治
时值班制度，坚持日查、周查、月查 ｜罗斯冬宫博物馆中亚与高加索分馆馆 应邀出席会议，９７个国家、地区和国
和每季度的文物安全大检查，对发现 长（俄）卢湃沙，兰州大学历史文化 际组织１２００多位中外嘉宾参加会议。
的安全隐患及时排除和整改。定期维 学院副院长、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 大会精心策划并开展开幕式暨高峰会
修展厅、文物库房及馆区周界的视频 所所长魏文斌，教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毛 ｜议、会见会谈、分会、论坛、展览、
监控系统、报警系统和网络、门禁系 ｜铭，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员 演出等多种活动，全方位展示丝路文

文化 旅游 体育｜３３１

化魅力，高质量推动人文交流合作。

曾
甘肃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中国贸促会、甘 常态化专题展馆，推介地方特色文化
【高峰会议】策划以＂互鉴共 肃省政府主办的丝编之路国际商协会 品牌，全景展示出甘肃文化和旅游发
｜进、和谐共生、增进构建人类命运共 ｜（敦煌）圆桌会议，促进沿线国家文 ｜展现状。
【文艺演出】以＂荟萃文艺经
同体的文化认同＂为主题的高峰会 化产业合作交流。文化和旅游部、中
议，孙春兰副总理以及国内外８名重 国社科院主办的青年汉学家座谈会， ｜典·抒发丝路情怀＂为主题，全年组
｜要嘉宾发表演讲。
加快＂青年汉学家计划＂的实施步 织策划专场演出和配套演出１３场，讲

［会议论坛】组织开展１４场分 伐。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 述丝绸之路传奇故事，讴歌人民热爱
会、论坛，内容涉及文化和旅游发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澳门特区 和平、向往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专
年鉴 ｜展、文化创意创新、丝路文物保护、
政府经济局主办的内地与香港特区、
ａ０ 国际文化交流等，从不同领域、不同 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促进内地 场演出《绝色敦煌》以敦煌壁画呈现
的服饰文化为本源，综合设计、音
ＧＡＮＳＵ
与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合作与交流。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角度畅谈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
来。其中，文化和旅游部、甘肃省政
｜【文化展览】２０１８年，以＂传）

乐、表演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博大

｜精深的敦煜文化，成为甘肃文化艺术

府主办的文化和旅游专题论坛，推动 丝路精神、促进交流互鉴＂为主题， 领域又一品牌；《相约敦煌·２０１８》
了文化和旅游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统筹策划专题文化展览项目３２个，吸 由主宾国乌克兰民族综艺节目与甘肃
＂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主办的 引国内外参展企业５８家，汇集文物、 省主导创作的交响乐《敦煌》联袂演
１＂一带一路＂智库论坛，为＂一带一 艺术、文创、数字等多个领域优秀展 出，成为东西方艺术家同台表演的又
路＂智库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提供决策 品７０００余件，推动艺术交流、文明互 一典范；芭蕾舞糊《敦煌》以独特的

咨询。甘肃省政协办公厅主办的中华 鉴的平台作用充分发挥。策划乌克兰 ｜故事情节，通过舞台艺术，生动传递
文化与＂一带一路＂论坛，探索各省 图片展、演绎教煌——俄罗斯画家画 千年文明在戈壁大漠中孕育的＂敦煌
区多元化文化融合发展的新途径。甘 ｜敦煌专题展、敦煌古乐器仿制展、执 大爱＂。配套演出争奇斗艳，共同抒

肃省委宜传部主办的＂一带一路＂文 手敦煌——西方画家的艺术印象 ｜写丝路情怀，组织《大梦敦煌》《南

化创意创新论坛，为搭建沿线国家文
化艺术交流平台提供智力支持。国家
文物局、甘肃省政府主办的丝阔之路
文物科技联盟论坛，围绕丝绸之路古
迹遗址保护进行研讨。国家发改委
甘肃省政府主办的牙买加甘肃国际产
业园区规划研讨会，为把产业园区建
设成为中国国际产能合作标杆工程作
出有效探索。农业农村部、甘肃省政

＂一带一路＂文艺嘉年华展演等，探 ｜丝路随想》《天籁敦煌·净上梵音》
索＂中国元素、世界表达＂的新模 等１０场文艺剧目在敦煌汇演，形成
｜式。推出古道天马——丝路上的交 ＂贯穿会前后、好戏连台唱＂的演出

通、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专题展 季，为各国嘉宾、各界代表奉献出多
＂丝路上的星辰＂６０国艺术精品展、 彩的文化盛宴。

丝路织物艺术展、流散海外文物复制
精品展、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

（供稿：牛毅）

父女艺术作品展、影像丝绸之路——— 画院工作
国际摄影艺术作品展等专题展项，精

｜府主办的＂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国际 彩呈现敦煌文化艺术魅力。举办＂写
【美术合作交流】２０１８年７月，
｜论坛，推动西部地区农业对外交流合 意中国＂精品艺术展、香港水墨作品 甘肃画院在贵州美术馆举办＂朝圣·
作。甘肃省政府主办的通道与物流专 ｜展、非物质遗产展、全国女书画家优 敦煌＂美术创作工程全国巡展第三
题论坛，为中新南向通道建设、互联 秀作品展、传统工艺——源自非凡工 站。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邀请宁夏画院在ｔ
互通物流发展谋求各方共识。国家林 匠，多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肃美术馆举办＂中国梦·宁夏情＂美

业和草原局、甘肃省政府主办的国家 魅力。专门设立文化创意体验馆和文 术书法作品展，
公园与生态文明建设高端论坛，为优 创产品交易馆，探索国内展会资源共
【各类展览】甘肃美术馆推进免

化中国国家公园体割、创新生态保护 享机制，提升敦煌文博会展览水平。 ｜费开放政策，２０１８年共举办各类展览

长效机制作出有效探索。工信部和 ｜举办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一带一 ２９场，参展作品３４００幅。通过购进、
肃省政府主办的数字丝绸之路大数据 路＂大数据成果展、解码敦煌———互 接受捐赠等方式，收藏６０幅美术作
论坛，为建设国际大数据枢纽、区域 联网＋丝路文化探秘展、国家动漫园 品。
信息汇集中心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作 非遗创新平台，集中展示丝路文化与
｜【朝圣·教煌创作工程】２０１８年
出积极贡献。中国科学院、甘肃省政 智能科技深度融合的优秀成果。组织 ３月，甘肃画院在兰州宁卧庄大礼堂
｜府主办的＂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荒漠 ｜策划创意来自典藏——中国文创产品 举行＂朝圣·敦煌＂二期创作工程启
化防治与生态修复创新发展论坛，为 海外推广发布展，举行甘肃文化成果 动仪式，６月召开由全国著名专家主
＂一带一路＂戴漠化防治与生态修复 发布活动，打造各市（州）文创产品 持的课题评审会。年中组织开展以

｜３３２ ｌ文化 旅游 体育

＂传承启新，潜心践行＂为主题的甘
肃画院美术创作体系工程集体采风写
生活动
【艺术成就】２０１８年，甘肃画院

１人入围国家画院主办＂一带一路国
际美术创作工程＂，Ｉ人人围文化部主
办的＂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
｜程＂。２人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娶彩
人和全国著名人物画耄请展＂。１人入
选民革中央主办的＂海峡两岸名家美
术作品展＂。２人入选甘肃省文联主办
的＂金驼奖＂，其中１人获金奖，１人

＊－＝－￣
永南Ｐ究不所ｎ

甘肃

ｒ ｘ－ｃ５公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获银奖。
（供稿：同安娜）

｜ ２０１８年，＂朝圣，教埋＂甘素画院美木创作工程二期工程启动仅式
｜重点业余体校、省级重点项目训练数达３０００余人，举办武术、乒乓球、
【竞技体育】２０１８年，全省运动 点、省内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足球、冰雪运动等项目冬令营１３期，

｜体育

基地、国家级央林匹克单项基地的建 参与人数达２０００余人。加强青少年体
员获得奖牌２９６枚，其中金牌有９４ ｜设。开展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发挥
｜育工作者培养工作，２０１８年，全省
枚。举办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第

十六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甘 竞赛杠杆作用，举办甘肃省青少年足 １０４名青少年体育工作者参加全国各
肃段。培养国家一级运动员３４０名， 球冠军杯赛，甘肃省青少年乒乓球冠 级各类培训班。加强制度建设，组织
｜制定甘肃省《关于《青少年体育活动
国家级运动健将１９名。培训教练员 军赛等省级赛事３０余场；承办全国田 促进计划〉的实施计划》和《〈关于
１２０人，组织省优秀运动队的教练员 径传统学校联赛分区赛（西部区）、 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指导意
参加全国教练员培训２０人次，选调目 全国青少年Ｕ１２、Ｕ１０曲棍球锦标 见＞的实施方案》，
家级裁判员培训２５人次。初步形成备 赛、全国少年垒球锦标赛暨训练营、 【体育产业项目】２０１８年，全省
战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第十四 ｜全国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都巡回赛（第 意业性体育竟赛活动２００余场；已建

｜届全运会、全国二青会的备战队伍。 四站）等四个全国青少年工系列体育
成２１个滑雪场和室内外滑冰场并对外
在第十八届亚运会上，荣获女子山地 ｜赛事。实施＂田径耐力项目高原人才

开发计划＂，促进传统优势项目训练 开放。组织参加２０１８年全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全省共有１１个项目人选精品
｜越野赛冠军１名；在第二届武术套路 ｜和人才储备。推动青少年体育公共服
体育旅游项目，其中５项为十佳项
世界杯男子长拳比赛中获得金牌１ ｜务体系建设，加强青少年体育组织建
车越野赛冠军１名，荣获女子小轮车

｜名。在国际乒联青少年公开赛塞尔维

｜设，开展２０１８年省级青少年体育俱乐 目。全省体育产业项目共２０项，其中

｜部和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创 ｜１０项被列入国家体育总局优选体育产
亚站的比赛中荣获Ｕ１８男单冠军１ 建命名工作，新增１６所省级青少年体
业项日库。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名。兰州马拉松升级为国际金标赛
｜育俱乐部和６个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
｜事
见》，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群众体育】２０１８年，举办全民 活动营地。组织参加和举办青少年阳
光体育、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联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

健身活动２０００余项；举办全省群众体 赛、体育俱乐部联赛、体育运动学校 见》。体育彩票总销量突破３９亿元，
｜育干部培训班，１７０余人接受集中培

各项目Ｕ系列比赛、户外营地夏令 占有甘肃彩票市场４５？？份额。球类
训；培训全省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营、冬令营等全国性青少年体育赛事
｜运动、智力体育、科技体育等培训活
１１４９５名，其中国家级２６０名、一级 活动。投人资金３００余万元承办全国 动受众广泛，体育场馆运营服务水平
｜２３９３名、二级３０８１名、三级５７６１名。
｜ 【青少年体育】２１０８年，持续加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甘肃站活动。承 和经营水平提升。

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完善全省 办中日青少年体育指导者交流活动。
业余训练体系。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 ｜举办游泳、武术、乒乓球、足球、篮

（供稿：刘志忠）

列支专项经费支持全省中专运动校、 球、轮滑等项目夏令营１３期，参与人
文化旅游 体育｜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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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ＳＵ

卫生事业综述

院（所、站）６家，妇幼保健院 中：医院总诊疗人次为５２０４０万次

｜（站、所）９９家，急教中心（站）２ （占３９３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
【机构改革］甘肃省卫生健康委 家，卫生监督局（所）等其他机构 ｜疗人次为７５３９２５万人 次（占
５６．７９？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诊疗
员会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正式挂牌成 １１８２家。
立。根据《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 人次为５１５０４万人次（占３８８？？？
将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深 ｜构共有床位１６２６张，其中，医院床 ２０１８年全省医疗机构出院人数４８４．５７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位１２６０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万人，全省人均住院０１８次。其中：
室、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 ｜３０９８ 张，公共卫生机构床位５０２４ 医院３８４２２万人（占７９２９？基层
｜责，以及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 张，其他卫生机构床位５６８张，全省 医疗卫生机构８２０２万人次（占

１６９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８．６６万
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 每千人口床位数为６１７张。
人（占３．８５？？？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省政府组成
｜部门。加挂省中医药管理局牌子。 构共有人员２０６２５７人，其中，卫生技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公立医院次
全省医疗机构概况］截至２０１８ 术人员１５６５０６人，包括执业（助理） ｜均门诊费用为１８８．８元，其中药费８１．２
年底，全省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医师５９３７０人．注册护上６５９４人， ｜元，人均住院费用６１５９．０元，其中药
２７８８５家（含村卫尘室），其中，医院 ｜药师（士上）６９３５人，技师（士）８２６ 费１６４６．９元；全省三级医院次均门诊
６２３家，包括三级医院３７家，二级医 ｜ 人；其他技术人员８２６４人：管理人员 费用为２５８．５元，其中药费１１４．０元；
院１９５家，一级医院６０家，其他医院 １０１５９人：工勤技能人员１９８７人。全 人均住院费用为１０６１７．１元，其中药
３３１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５７８３家， 省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５９３ 费为２７６９７元。全省二级医院次均门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６２８ 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诊费用为１４７０元，其中药费５９４
家，乡镇卫生院１３７９家，村卫生室 ２２５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 ｜元；人均住院费用为３７５４５元，其中

１６４８７家，其他门］诊（诊所）等７２８９２．４２人。

药费为１０４７．５元。卫生院次均门诊费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各类医疗机 用４９．２元，其中药费３６９元，人均住
构总诊疗人数为１３２７５．２３万人次，其院费用１４０３元，其中药费Ｓ５６．９元。
预防控制中心１０３家，专科疾病防治

家；公共卫生机构１３９２家，包括疾事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３ｓ

保留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其日常 ｜织４５万名省、市、县、乡、村医疗专 活力，会同人社、财政等部门印发
工作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家和医务人员，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公立 制定针对性的＂一人一策＂＂一病一 ｜绩效工资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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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综合改革，全省所有公立医院全 ｜方＂帮扶措施，开展＂送医上门＂＂送 套制定绩效考核实施办法及指标体
部取消药品加成，全部执行２０１７版医 人就医＂服务１３０．４万人次，建档立卡 ｜系。取消基层医疗机构基础性绩效工
疗服务价格，价格补偿基本到位。严 贫困人口签约服务率达到９９．６？？上。 资，全部作为奖励性绩效考核后发
（供稿：蔡万海） 放，真正拉开收入差距，鲜明树立起
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以省医
改办名义向相关市州党委、政府通报
｜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分配导向。加
｜各地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控制医疗 医疗卫生
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村医的职

费用不合理增长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ＧＡＮＳＵ 加快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提请省 【医疗服务建设］巩固提升县级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立现代 医院服务能力，将县级医院服务能力
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全省３５ ｜提升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日，
家三级医院、７７家二级医院制定医院 ｜２０１８年投人１亿元建成８０个薄弱学
章程，将２２家医院列入公立医院人事 科，投人１７５０万元建成１４个重点专
薪倒制度改革试点范围。
科。贫困县基本建成影像、心电、病
巩固完善分级诊疗制度，全省乡 理、检验、消毒供应等４－５个县级区
镇卫生院能够诊治的病种增加到５０－ 域医学中心，加快建设卒中、胸痛、

１００种，县级医院能够诊治的病种增
加到２００－２５０种，全省县外转诊率从

２５．５？？降到１２５县外医保基金支

业地位，将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

的派出机构，村医身份由个体转为乡
镇卫生院聘用职工，由农民转为职业

化医生。为８７．５２？？在岗村医购买养
老保险，为９７．６７？？离岗村医发放养

老补助。制定全科医生＂一县一策＂

＂一乡一策＂配备方案，全省每万人

口全科医生数提高到２２名。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招生规模扩大到８００
创伤、危重孕产妇、危重儿童及新生 名，村医订单定向医学生扩大到
儿教治中心等多学科联盟会诊中心。 ６００名。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加强统
｜向５８个贫闲县下达中央财政资金１．６５
亿元，用于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印发《甘肃省开

出占比从５２？？降到２６３？？？本医
｜保实际报销比例由５６？？高到６９．７％ ｜服务能力提升。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展＂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实施意
（贫困人口提高到８９．８？？。
组织召开全省医疗质量管理工作会 见》，出台《甘肃省全民健康信息化
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全省３７ 议，严格医疗机构审批和事中事后监 建设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甘肃
家三级公立医院、１７６家二级公立医 管，对民营医疗机构和健康体检机构 ｜省全民健康信息管理办法》，推进卫
院全部开展医联体建设，共组建多种 ｜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切实加强质控中 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完善省级全民健

形式的医联体２８０３个，其中城市医疗
集团１１７个、县域医共体３９３个、专
科（技术）联盟１８６１个、远程医疗网
５个，其他形式的医联体４２７个。健全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设立省、市、
县、乡四级短缺药品信息监测哨点，

｜建立短缺药品企业监测预警报告制

度；制定抗癌药＂五个一批＂降价措

｜施，确保抗癌药品降价和供应保障两

心人员培训、室间质评、质控督查， 康信息平台功能，健康档案、全员人
修订完善３６个专业的质量控制标准， 口、电子病历、健康扶贫、卫生信息
新成立儿童重症医学、内分泌等１０个 资源５大数据库在省级全民健康信息
专业质控中心，省级质控中心总数达 平台已完全实现互联互通，实现免疫
｜到５４个。制定省市县乡四级医疗机构 规划、药品招标采购、基层医疗机构
５００种分级诊疗病种临床路径。启动 管理、村卫生室管理、妇幼保健管理
｜新一轮医院等级评审和省级重点学科 等重要业务系统与省级平台对接，基
评审工作。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 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划，与各市州签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 乡、村两级全覆盖。启动居民电子健
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目标责任书， 康卡应用，注册用户达７００多万。加
分时段预约挂号服务覆盖所有省级医 快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实现省市
院、预约时段精确到１小时。推行优质 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互联互通，利用
｜护理服务，在三级医院试点推行日间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大数据开展健康扶
手术和日间医疗服务。开展首个中国 贫政策落实情况监测、基线数据调

不误；：研究创新市场最合的阳光采购
模式，１１４２个药品达成全省统一供货
价。改革完善综合监管制度，组织起
草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
度的实施意见，将监管重点从公立医
疗机构转向全行业监管。完善千分制 ｜医师节活动，对全省１５０个优秀医师团
考评制度，对医疗机构执行医保政 队和４９９名优秀医师通报表扬，６家医

查、＂一人一策＂帮扶
｜ 【中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国家级

｜策、落实分级诊疗、加强质量管理、 院人选＂２０１８年度群众满意的医疗机 中医药示范省和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
试验区建设，省委省政府将中医药产
规范诊疗行为等进行全方位考核。
构（科室、医务工作者）＂、
｜ 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
业纳入全省十大绿色生态产业体系推
【基层卫生服务】激发基层运行

３３６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动发展，成立推动中医中药产业发展

白内障病人免费手术，诊治５０多名其 重点工作日通报、月通报制度，坚持

｜壮大领导小组和中医药产业发展基金
办公室，启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基金

他眼疾的病患，培训２０多名当地医护 ＂一月一推进、一事一推进＂，先后组
人员，带教３名手术医生。６月６日， 织召开＂组团式＂帮扶、健康扶贫三

个，合同项目３９个，协议项目４４

白内障手术患者据纱仪式。第２２批援 康权益。开展健康扶贫＂五督＂行

中医药产业发展子基金筹备工作。举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茸、世卫 ｜年行动计划、健康专干任务落实、基
办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 ｜组织驻马达加斯加代表及马达加斯加 层卫生改革暨能力提升等四个现场
会。发表致力于推动中医药文化、事 卫生部秘书长等一起见证＂光明行＂ 会。推动计划生育队伍转型发展为健
业和产业的国际化发展的《院西宜 代表团向约瑟夫医院捐赠价值２５万美 康专干，承担＂五帮两核＂职责，面 甘肃
言》，共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１７ 元的眼科医疗设备和药品，现场举行 对面帮助群众协调落实政策，维护健
个，采购协议２９个。
｜【中医药服务】加强中医药服务

年鉴

马达加斯加医疗队组建顺利出境执行 动，现场督查７个市州３４７家医疗机 ２０１９］
构，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５３户，梳 ＧＡＮＳＵ
为期２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卫生应急救援服务】启动实施 理出问题事项８６７个，下发整改通知
能力建设，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提升工程＂十三五＂行动计划，启动 ＂空中１２０＂曾直升机应急救援服务项书５６７份，对政策落实不力的单位和
１个国医大师、３个全国名中医、１２个 目，及时有效处置＂４·２１＂天水危险 ｜个人进行通报问责。

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化学品车辆泄漏事故、＂４·２６＂临泽

（供稿：蔡万海）

建设项目。加强中医重点专科建设， ｜县群体性腹泻、＂５．１８＂张掖火灾事

｜实施５个中西医结合重症监护室建设 故、＂１０·５＂金川公司一氧化碳事 疾病预防控制

项目、６个做生物检验室建设项目。 件、＂１１·３＂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等５０

验收命名４７个省级中医药重点专科， 多起灾难事故和群体性中毒事件，累
【传染病普遍防控】２０１８年，全
公布８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建设项 计调派省级医疗专家１批次６５人次， 省１９所哨点医院共监测流感样病例

目。评选市级中医药重点专科１８１ 协调调派国家专家５批次１４人。开展 （ＩＬＩｌ）５７１５８例，采集流感样病例标本

个，县级中医药专科４０个。加强中医 ｜＂５．１６＂岷县暴雨冰雹、＂７·１２＂舟 １１２１０份，流感病毒阳性１５２８份，阳

｜药科技创新工作，省中医院成为第二 曲滑坡、＂．１８＂东乡暴雨山洪、 性率１３．６８？？组织全省各地开展环境

批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 ＂８．２＂积石山基雨、＂８·１０＂白银洪 禽流感监测，全年共采集外环境标本
开展慢性心衰、糖尿病、肺癌中医药 涝等重特大自然灾害医疗教援工作， ２３９３份，检测２３３７份，阳性５２６份，

｜防治及甘肃道地中药煮散标准及临床 收治住院伤员１１人，实现入院伤员 阳性率２２．５１？？完成全省４７６份禽流
｜示范应用研究。加强中药配方颗粒研 零死亡和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完 感职业暴露人群血清标本抗体检测，

发生产，支持兰州佛慈制药、甘肃天 成兰州国际马拉松、兰治会、敦煌文 其中Ｈ５Ｎ６ 阳性１份，Ｈ９Ｎ２ 阳性２
士力中天药业实施国家中药标准化 博会等重大节会医疗保障工作，加强 份。加强细菌性痢疾、炭疽、病毒性
｜项目。
｜鼠疫、Ｈ７Ｎ９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突 腹泻、手足口病监测，成功处置眠县
【援外医疗】第２１批援马达加斯

加医疗队返回祖国，完成为期两年的

｜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

出血热疫情。继续做好归国朝觐人员

【健康扶贫工作】按照＂基本医 ｜中东呼吸综合征的应对工作，加强机

｜对外援助医疗任务，２０１８年实现门急 疗有保障＂的总体要求，将健康扶贫 场值班和疫情监测。承担国家合作监

诊人数５６１８１人，住院人数４７２５人， ｜相关工作目标细化为＂一保四有＂任 测项目，在兰大一院开展严重急性呼

｜手术人数３８５５人，抢救危重病人１０３９ 务，督促各级以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 吸道感染病例（ＳＡＲＩ）监测工作，完
人，中医针灸２６５５１人次，参与手术 紧迫感倒排时间计划。对标完成健康 成ＳＡＲＩ监测标本４１８份２３种病原的

麻醉２９７７例，培训马达加斯加医务人 扶贫各项工作任务。截至２０１８年底， ｜检测。开展国家级病媒生物监测点工
员７７８人次，开展巡回医疗活动３ ７５个贫困县中４个县完成＂一保四 作，完成原有三市四县区的监测任
次，开展义诊活动７次，诊疗人数 有＂任务，其中２０１８年退出的１８个 务，指导完成新增的酒泉、武威、白
｜２４４２人次。第２１批援外医疗队荣获 县已全部达标。会同人社、民政等９ ｜银、天水监测点工作，所辖县区覆盖
｜＂全国工人先锋号＂和全国援外医疗 ｜部门启动实施健康扶贫先降行动。强 率达到１００？？完成敦煌文博会病媒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医疗队南方
点点长、庆阳市人民医院李挥同志获
得＂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荣
誉称号。组织实施援马达加斯加＂光
明行＂项目，共为２６名马达加斯加

化组团式整体帮扶，组织９家省级医

生物监测保障指导工作和兰洽会重点

院和１２个市的市级医院托管３５个深 杨所预防性消毒保障工作。
度贫困具县级医院、加挂分院牌子， ｜【传染病重点防控】２０１８年，全
提升贫困县医疗服务能力，全省县外 省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就诊率下降到１２５？？建立健康扶贫 人１２３７例，其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 ３９７

载至砷水平监测。建立和完善地方病患者 持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推进消除麻疹
８２６例，艾滋病病人４１１例；截至砷水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全省现存活艾滋病 个人档案，完成《地方病防治＂十三 工作。麻疹报告发病数较２０１７年下降
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５７５９例，省 五＂规划》中期评估，推进地方病控 ７００６？？按照监测方案完成流行性脑
内疫情仍处在低流行状态。２０１８年 ｜制和消除工作。完成＂十三五＂麻风 脊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风疹、
全省共开展ＨＩＶ抗体筛查３９７３万人 防治中期评估工作，全省麻风病患者 ｜流行性腮腺炎、水痘、甲乙型肝炎、
｜次，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９．１？？２０１８年新 数较２０１０年下降２３．８１？００？？县 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的常规监测工
（市、区）麻风病患病率控制在１／１０ 作。完成甘肃省预防接种信息管理系
｜甘肃 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１１０５例，接受
万以下。包虫病、黑热病等寄生虫病 统和甘肃省疫苗注射器管理系统网络
年鉴 ｜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累计４４７６例。全省已建立１个艾滋病 发病逐年下降，防治效果显著，全省 直报版、专网迁移等功能升级。实现
团 确证中心实验室、１５个艾滋病确证 人群包虫病患病率、犬感染率、牛羊 省内流动儿童异地接种、一二类疫苗
ＧＡＮＳＵ 实验室（覆盖全省１４个市州疾控中 患病率达到＂十三五＂中期目标。在 实时联网出入库全程可追溯、扫码查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心）、１３５５个艾滋病筛查（含筛查点 全省４１个布病项目县开展布病重点人 询疫苗流通及接种信息、与省级健康
１０４７个》实验室（点）。具有ＣＤ４检 群血清学筛查８万多人次，重点人群 平台信息实时传输。信息系统１００？？

测能力的实验室有１６家，具备病毒 干预４０００多人次，病历管理治疗１６００ ｜盖全省市州、县区和乡级接种单位。
载量检测能力的实验室有１１家，具 多人，全省报告布病患者１４２１例。全 争取省级财政列支专项经费２１２７万元
各艾滋病病毒基因型耐药检测能力的 年共检测疑似布病血清样本６０６份 和慈善捐款５０４万元，为省、市、县
｜实验室有１家。
完成３８例职业性布病的诊断工作
三级配备疫苗冷链运输车１０３辆，实
【公共卫生检测】２０１８年，公共 现疫苗运输冷链车全覆盖更新。
（供稿：邓煦）
省结核病防治规划》，落实各项措 ｜卫生项日实施顺利，饮用水水质卫生
｜２０１８年，紧扣《＂十三五＂甘肃

施，９项指标提前达到《规划》日 监测覆盖全省１１５６个乡镇，覆盖率达
标，１项指标较２０１７年有大幅提高， ９１．８２？？农村环境卫生监测项目从２２ 红十字事业
｜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增幅为 个项目县４０个监测点扩大至２７个项

１０ｘ全国排名由２０１７年第３２位 日县５６０个监测点。儿童口腔疾病综

｜【应急救援］２０１８年，临夏、陇

跃居全国１２位。制定下发《关于做好 ｜合干预项目有序开展，学龄儿童窝沟 南、天水等地暴洪灾害发生后，省红

２０１８年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和 封闭项目覆盖３３个县区，已完成 十字会即时启动应急响应，争取红十
《甘肃省结核病诊断技术应用流程》， ００８７名儿童的口腔健康检查，为 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援助资金

｜规范全省结核病防治新服务体系。实 ２９８１３名儿童封闭牙齿１０２３６颗，完 １３２３１万元，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助

现全省所有县级结核病定点医院新诊 成甘肃省任务总数的７８．６儿童麟 救助箱 ２０００个，开展救灾２１批次，
渐分子生物学设备配备全覆盖，使其 ｜齿的发生得到有效预防。在全省范围 累计调拨应急救援款物３５６８４万元。

具备了痰涂片和痰培养检测、结核病 内开展３１７６８名儿童和青少年近视训 省红十字会赈济救援队抽调７名队员
查，近视率为６１．４３？？
分子生物学诊断的能力。
协助临夏州红十字会开展敦灾工作．
【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控】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完成原８０２３部队及其他 【应急救护培训】２０１８年，省内

｜年，实施重点地方病监测，开展儿童 参加核试验部队退役人员近１２００人的 各级红十字会完成普及性应急教护培
｜尿碘、孕妇尿碘、碘盐监测，碳盐覆 健康检查和致残致病医学鉴定及评残 ｜训２８６６万人、教护员培训６．１８万
｜盖率和合格碘盐食用率分别为９．１％ ｜工作。在＂生物剂量估算＂方面，处 ｜ 人，＂健康甘肃：百万生命守护工
和９１．３？？对１０个克山病病区县开展 ｜于国内领先水平，连续两年在国家卫 程＂实施以来累计完成普及性应急救

生健康委疾控局组织的全国放射卫生 护培训７２９万人、救护员培训１１３万
｜区开展自查评估。对１２个大骨节病病 机构检测能力考核中获得优秀，确保 ｜人。新建酒泉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区县的９０００名７￣１２岁儿童进行临床 具有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检测 ｜示范基地１个，定西市基地被评为全
检查和Ｘ线拍片。对６个国家级饮水 能力。组织完成放射工作人员职业性 国红十字会系统首批红十字应急救护
型氟中毒监测县、２０个省级饮水型氟 ｜体检３０００余名，个人剂量监测３９００ 培训示范基地。在公共场所投放自动
病情监测、随访、病例搜索，５个县

中毒监测县、２个饮茶型氟中毒监测 余名，完成２０多家单位５０多台设备 体外除预仪１８台。年内对２０个省直

县开展生活饮用水氟含量、氟庭牙病 和机房的放射防护或性能检测与 机关开展普及性应急救护培训；分批
情、梯齿病情及临床氟骨症病情监 评价。
选送６０人参加总会彩票公益金项目救
测。对５个饮水型砷中毒病区县开展
【预防接种服务和免疫规划】 ｜护师资培训。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生活饮用水砷含量、砷中毒病情及尿２０１８年，免疫规划开展工作，继续维训，兰州、庆阳、张搬等地举办红十
３８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控、抗菌药物管理、肺小结节和浆细

胞病等多学科诊疗；改进门诊服务流
｜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在省内率先上线居民

电子健康卡，实施分时段预约诊疗，
预约时段精准到１小时，全年预约诊

疗率为７０？？依托设立在医院的国家 甘肃
｜一类Ａ级核辐射救治基地和化学中毒
教治基地、甘肃省野外流动医院，完 年鉴

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签订直升机救 ２０ｇ
｜援项目基地医院协议，开启陆空联动

的立体化应急救援模式。２０１８年，全
院治愈好转率９７０４甲级病案率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７日，顺济放接队在永请红泉镇工作
字应急救护大赛。启用甘肃省应急救
｜教题，向医院及卫生院转赠医疗器械、 ９０．３医院感染漏报率６８２各项
｜护培训系统，对全省救护培训工作进 药品等捐赠物资价值６７２６５万元。方 质控指标均好于国家三甲医院标准。
行线上管理。
｜威基金捐赠１００万元，在兰大二院宁
【造血干细胞、遗体和器官捐 养院开展晚期肿瘤病人关怀治疗：

藏】２０１８年，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志２０１８年春节前，慰问困难群众
愿者入库任务２５００人份，４人实现捐 １０１６５户。
《供稿：刘雪峰
献，对５２？？入库志愿者作出回访，
提高巩固率。首个市级遗体器官捐献
者纪念园在白银建成。组建遗体器官 部分医疗机构
捐献志愿者服务队，开展遗体器官捐
献宜传，慰问、回访既往登记者和捐
甘育省人民医院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２０１８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日等各类
项目４８项；获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等１０
｜余项科研奖励；省人民医院成为甘肃

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中国科协＂海
｜智计划＂甘肃基地工作站。３２名专家
｜被兰州大学聘为教授、副教授；１６名

专家被兰州大学聘为博导、硕导。
［２０１８年，引进高层次人才３人，１人

在省领军人才考核中荣列优秀等次，
捐献者纪念园举行了邹怀纪念活动。 （２０１８年，加大多学科诊疗工作力度， １人人选省领军人才，医院已有省领
２０１８年，接待遗体捐献咨询１１０人， ｜提升疑难复杂病例的诊治水平，在全 军人才１５人．其中第一层次９人．第
｜办理遗体捐献登记６０人、成功捐献１０ 院推进恶性肿瘤、静脉血栓栓塞症防 二层次６人；选派临床业务骨干、管
理人员近１１０人次赴国内外、境外知
人；接待器官捐献现场咨询１０６人，

献者，清明节前夕在甘肃省遗体器官

【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升】

｜办理器官捐献登记１７８７人、成功捐献
８人。
｜【人道救助】２０１８年，新争取到

博爱家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１９个，项目资金６８０万元。开展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牛奶助学＂公益行

动，捐赠６６万元的学生奶；开展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天使计划＂，
救助白血病和先天性心脏病患儿１１５
人；联合广东省红十字会、广东省明
医医疗慈善基金会为４９人实施先天性
心脏病手术；实施生产自救和关爱项
目，为２０名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
生产白救金扶持；庆城县红十字会在
全县５１个贫困村设立＂爱心超市＂，
筹集资金８５２４万元；根据捐赠方意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马达加新加前总理夏尔·拉目马南资拉先生携夫人氛利娜－巨维洛阿

前马娜钢女士到者人民医院进行参现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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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疗机构进修学习。２０１８年，全院 和多组学、大数据的科研和临床转化

署
甘肃
年鉴
死

｜ 疑难病症诊疗例数同比增加４６？？？ ｜以及科研合作；与法国里昂中法学
级手术、达芬奇手术台次分别同比增 院、首都医科大学宜武医院建立长期
加２０．７８？５２６４？？？展新技术新 交流合作关系；与上海华山医院在学

甘萧省第三人民医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门急诊共接诊
各类患者８４万余人次，较上年增长

业务４６项，全年立项院内科研项目达 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展开 ｜３８．８５？？？院７２８９人次，较上年增长
１１９项；针对各学科实际发展现状和 ｜交流合作；与兰州大学就省部共建兰 １７．１７？？？院平均药占比为１５．９５％，

｜科研能力，制定科研工作＂一科一 州大学人民临床医学院展开深度合 较上年下降４．９７？？？年手术共计８６９

策＂；制定《甘肃省人民医院学科建
设管理办法》。２０１８年，国家肿瘤学
科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落

ＧＡＮＳＵ 户省人民医院，获批全省外科肿瘤分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加强与中医药大学全方位合作。
台次，较上年增长１３８？？医疗业务
（供稿：安 妮） 收入７０５Ｓ２万元，同比２０１７年增加

１０８０万元，增幅１８？？？定资产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３６９４２３万元，同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３？？

全年体检中心共接收近２４万人，同
子诊断与精准治疗重点实验室、甘肃
省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申 ２４７４５３人次，增长１５．８？？？院病人 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７．７％．
报国家消化道肿瘤转化医学重点实验 １．６９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０３２？？？ 【学科建设］２０１８年，与北京医
【概况】２０１８年，门诊１

室，引进国家卫健委批准的西北五省 工收入增长１８？？医患纠纷下 降 院、北京３０４医院等医院开展医疗合

第一台速锋刀、ＳＰＥＣＴＣＴ等大型高 １５投诉下降９出院病人满意率 作。开展＂颈椎间孔镜髓核摘除消融
精尖设备，与医院肿瘤诊疗中心、肿 增加０２？？医疗纠纷黯付费少于本年 术＂＂腹腔镜胃密根治术＂＂无痛电子
结肠镜＂＂腹腔镜下孕前宫颈环扎
瘤多学科诊疗工作和达芬奇机器人手 ｜度交付保险费。
【教学研究］２０１８年，获省级科 术＂等十余项新技术。邀请２９位专家
｜术系统相结合，推动提升疑难病例诊
研立项９项，完成４项，通过鉴定１
进行学术交流和指导。
治能力和促进区域内肿瘤中心的发展
建设。在全省医疗质控中心、省级重 ｜项；开展新技术新项日２９项，发表论 ｜【科研创新】２０１８年，完成科研
点学科复评和换届调整工作中，省人 文５０篇；完成省级６项培训任务，举 ｜成果鉴定５项，科研项目１０项，其中
民医院１２个专业获批质控中心，申报 办４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１８场次， 省科技厅计划项目４项、省卫生行业
省级重点学科４２个；加强对各专科聚 累计３２００人次，院内操作练习６０人 计划项目３项、省中医药管理局计划
难重症诊疗例数、核心病种、核心手 ｜次，各种比赛操作练习２００多人次。 项目１项；全年发表论文５４篇，其中
术、关键医疗技术、平均住院日等核 院培养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开展 发表在国家级期刊２３篇，获得省部级
｜ 心指标的管理，引导各科室加强业务 ＂２０１８教学特色建设年活动周＂活 奖励论文４篇；出版论著共１３部。
（供稿：高瑞斌）
｜能力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大与 动，通过教案设计比赛、理论授课技
兰州大学第一医１
国内外知名医院、研究所、高校合作 能比赛、教学特色活动比拼和学生座
［概况】２０１８年，全院门急诊挂
力度，与华大基因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谈会等多项活动提高教学质量。

协议，开展疾病跨组学的分子医学研
究、大数据平台建设及临床检测开发

（供稿：刘文沛） 号 １９７２２万人次，同比增长

建院６０周年庆机大会暨第九届学
用
不方的 目候兴Ｈ
翁省第二人民医院庆报量隐六＋年量第九屏学米年

｜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庆视建院６０周年暨第九属学米年会
３４０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１２４３？？门急诊诊疗１９７２２人次，同
比增长１２４３？？收治入院７９万人
次，同比增长６２１？？平均床位使用
率９６９２同比增长５．３２？？床位周
转次数４０．６７，同比增长７．２１？？平均
住院日８６８天，同比下降１．５９天。开
展手术４８万人次，同比增长６１３？？
门急诊检验３．２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５．６９？？临床检验７２万人次，同比
增长１１４２？？超声检查１９０万人次，
同比增长１１．１３？？病理检查２８万人
次，同比增长１５００？？核磁共振检查
２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８３？？ＣＴ检
查７．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１．３７？？放
｜射检查２１．７万人次。截至年末，医院

资产总值１６．８４亿，净资产总值 ｜科、高压氧３个甘肃省医疗质量控制 次来访，举办学术讲座３３场次。１１
９．６亿
【学科建设］全面推动多学科讨

｜中心。获批建设甘肃省消化系肿瘤早 月，乌克兰国家医学科学院、乌克兰
｜诊早治专科联盟、胸痛中心技术联 沙利莫夫外科与移植国家医院专家团

盟。三项传统医药项目列人第四批甘 一行１１人来医院交流访问，六名专家
合诊疗模式，已开展肝痛、胆管痛、 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受聘为医院亚专业指导教师。医院与
论（ＭＤＴ）侧度和以器官为中心的综

【医疗科研】获批各级各类科研 乌克兰沙利莫夫外科与移植外科医院
胰腺麻、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籍、
肺癌、乳腺癌等肿瘤的多学科讨论工 课题７９项（其中国家自然基金７项、 联合申报并获批中国国家外专局＂一

甘肃
｜ＭＤＴ办公室，保证工作的效率和质 科技厅课题４２项、甘肃省卫生行业科 医院引智专家日本田中圣人教授 ｜年鉴
量。参加复且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 研计划课题９项、省中医药管理局项 获得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外国专家＂敦煌 ２０１９］
作。建立ＭＤＴ标准化操作流程，成立 省教育厅创新引导计划项目１项、省 带一路＂教科文卫国际合作项目一项，

｜起的＂多学科协作诊疗运作模式研究 目４项），科研经费４８１万元。结题 奖＂；丹麦托本·摩根森教授荣获

与研修项目＂。举办＂消化系统肿瘤 验收科研项目１５项；获省科技进步奖 ２０１８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世界
多学科讨论（ＭＤＴ）病例分享会＂。 一等奖１项，省医学科技进步奖５ 知名肿瘤流行病学专家、国家外国专
医院成功人选国家第一批肿痛（消化 项；发表科技论文５４９篇〈其中ＳＣＩ 家局＂高端专家＂、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外
系统）多学科诊疗试点医院。

ＧＡＮＳＵ

论文９９篇，ＣＳＣＤ论文１１８篇，ＣＳＴ－ 国专家＂敦姐奖＂获得者、兰州大学

举办＂２０１８兰州消化道肿瘤早诊 ＰＣＤ论文１１７篇）；出版专著共１ ｜高染外国专家、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
院教授魏丽莎教授当选ＷＨＯＩＡＲＣ新
早治专家研讨会暨消化道癌肿早诊早 部；获批专利６０项。
治国家计划＂＂第一届消化系肿瘤筛
一届主席
新增１１个科研基地。获批１个１
出访乌克兰、美国、加拿大等著
｜查与早诊早治质量控制高峰论坛＂。５ 肃省行业技术中心（高端医用材料行

月，医院成为全国首批＂消化道肿瘤 业技术中心）、１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名医疗机构，加深交流合作。６月中

｜早筛及早诊早治项目协作中心＂。７

（妇科肿瘤）、２个甘肃省临床医学研

旬，院长李汛随兰州大学严纯华校长

月，ＷＨ０国际癌症研究署与美国癌 究中心（心血管病、老年疾病）、１个 代表团访问乌克兰医疗领域顶尖的教

｜症研究所等世界知名医疗研究机构合 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甘肃省重大疾病 学、科研和临床机构，引入博士一

作实施的国际多中心胃癌研究项目
——ＥＮＩＧＭＡ项目落户医院（医院为
ＥＮＩＧＭＡ项目中国唯一成员单位）。继
续全面推行加速康复外科及加速康复
医学工作，将ＥＲＡＳ理念拓展到普通
外科微创中，优化复杂疾病的多镜诊
疗策略，获批建设甘肃省消化病微创

临床及生物信息资源库）、１个甘肃省 名。９月，院长李汛参加甘肃省卫生

｜联合实验室（兰州大学－中源协和干 计生委蒋新贵副主任带队的美国、加

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细胞医学转 拿大医疗访问团，成功访问美国南佛

化）、４个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罗里达大学及附属坦帕总医院、ＭＤ
｜（高发肿瘤及重大慢病防控、精准影 安德森癌症中心、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像协同创新、冠心病诊疗技术与应 及附属医院及加拿大相关医疗机构。
用、胸外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１ 举办国际会议，搭建交流平台。
外科质量控制中心。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甘肃省智能影 ３月，主办＂中国－丹麦加速康复医学
｜ 先后成立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像工程研究中心）。
与日间手术高峰论坛训班、第二届甘
创伤中心、急危重症孕产妇和新生儿
【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８名》 肃省整合医学大会＂，丹麦哥本哈根
｜救治中心。胸痛中心已成为中国胸痛 班子成员先后赴国外参加院长管理培 大学哈维德夫医院ＥＲＡＳ团队６名专
中心示范基地，累计救治胸痛患者 训班、１８名中层干部赴国外参加现代 家学者进行专题报告。１１月，由甘肃
２２００名，获批牵头建设甘肃省跑痛中 医院管理专项培训，累计选派８２人次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医院承办的
心技术联盟。加大省级急危重症孕产 ｜出国进修培训，开拓了包括梅奥诊 ＂２０１８●中目乌国家高端医疗高峰论
｜妇和新生儿教治中心的建设，顺利通 ｜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南佛罗 ｜坛暨现代医院管理培训班、＇一带一
｜过省卫健委的评审。１月，医院正式 里达大学及附属医院、瑞典斯科纳医 路＇中国－乌克兰医学教育与医学发
获批国家心脑血管疑难病症诊治能力 疗集团等在内的一批知名医疗机构， 展论坛、第九届兰州国际肝胆胰多学

提升工程。６月，医院整合院内资源 日本永生会医院集团、乌克兰医学料 ｜科综合治疗与微创新技术高峰论坛＂
成立＂兰州大学健康管理中心＂。卒 学院、俄罗斯莫夫沙东医科大学等院 成功召开。会议邀请７位日本专家、
中中心不断优化急诊绿色通道，与社 ｜校作为对口合作单位。邀请１Ｓ批国外 １１位乌克兰专家、１位澳大利亚专家

｜区、县区医院建立双向转诊机制，１２ 知名专家来访，美曰约喻霍普金斯大 和国内知名专家围绕＂现代医院管
｜月，医院被授予＂高级卒中中心＂建 学、南佛罗里达大学、莫斯科国立第 ｜理＂＂医学教育与医学发展＂等进行
交流。
设单位。新增消化病微创外科、胸外 一医科大学等国外著名院校专家６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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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南佛 案》《医学＂双一流＂建设实施方 火罐、拇指诨等新技术３项，中医操
罗里达大学及附属医院、乌克兰医学 案》《医学＂双一流＂建设三年规划 ｜作５３项。开展专科会诊，完成病房院
｜科学院附属沙利莫夫外科与移植外科 ｜指标统计表》。新增腹腔镜、精神 内会诊１８例，电话微信会诊１７次，
医院签订合作协议，与日本东京女子 病、健康体检、高血压病４个省级医 儿科会诊３０余例，压疮换药６０次。
医科大学成人医学中心、日本公益财 疗质量控制中心。胸痛中心通过中国 【科研教学与培训】２０１８年，开
｜团法人痛症研究所附属有明医院签署 胸痛中心标准版认证。普通外科、泌 展科技专题培训７次；科研项目立项
学术合作备忘录，将更好地拓展和深 尿外科、血液肿缩科、骨科、神经外 ５６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４项；组织
化我院与美国、乌克兰、日本医疗机 科、消化内镜学、神经病学７个学科 项目科研验收３２项，结题１１项。全
｜ 构的交流合作。
列人兰大临床医学研究型学科；整形 院发表论文３３２篇，其中ＳＣＩ论文发
（供稿：车世平 田青锋） 外科学、神经外科学、泌尿外科学、 ｜表７篇，ＣＳＣＤ核心期刊发表４９ 篇，

｜生州大学第二玉院

普通外科学、急诊医学、风湿病学与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１０篇；国家级

｜自身免疫病学、口腔医学、肾脏病 ｜及省级发表２６５篇，出版专著３２部。
【概况］２０１８年，医院门诊量 学、血液病学９个学科位列２０１８中国 年内科研获奖１７项，其中甘肃医学科
｜１６７．０２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同期增长 医院科技量值百强榜单。
｜技奖２项（三等２项），甘肃省残疾人
｜７．２９？？？诊量１５．１５万人次，较２０１７ 【科技创新和医学教育】２０１８ 康复学会科学技术奖３项（一等１

年同期增长１２８？？？院患者１１４９ 年，医院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项，三等２项），甘肃省药学发展奖３
万人次，较２０１７年同期增长４４３％； 员会依托单位＂。申报并获批各级科 项（二等１项、三等２项），甘肃省情

手术量６８９万台次，较２０１７年同期增 研项目１０８ 项，２０１８年科研经费 报学会科学技术奖１项（二等１项），
｜长１９４８？？？位使用率８８．９５较 ４２８８．１２余万元。争取到１０００万元医 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科技奖６项（一
２０１７年同期减少１０５？？？均住院日 教协同改革专项经费用于购置科研设 等１项、二等３项，三等２项），甘肃
８０８天，较２０１７年同期下降１８９天。 备。全年发表科研论文３７０篇。授权 省黎秀芳护理科学技术奖２项（二等１
【医疗服务】２０１８年，制定 专利７３项，其中发明专利３项，实用 项，三等１项）。取得专利１８项，发
《＂组团式＂健康扶贫对口支援工作 新型专利７０项。主编或主译专著１７ 明专利５项，实用新型１３项。完成９
方案》，与积石山县人民医院、舟曲 部。获得省青年科技奖１项，省医学 所高等院校３个层级１３个专业９６２名
县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一 科技奖项目３项，西部青年医学转化 实习生和见习生的临床带教任务，带
人一策＂等工作机制，帮助当地医院 奖１项。２０１８年，本科录取３５４人， 教人数同比增加１３１名。接收省内基
｜做好薄弱学科建设任务和区域性县级 毕业３７４人；碳博士研究生录取２９９ 层医院进修人员２９７名，＂陇原之光＂
医学中心建设任务。免费接受对口帮 人，接收推免生２９名，毕业研究生 ｜人才培养项日１６人；完成继续教育项
扶医院进修人员７０余人次，培养独立 １５０人。搭建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学 目４４项，比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５项。其中
｜开展工作能力；组建＂一人一策＂健 习平台，组织召开首届＂医教协同、 国家级项目７项，省级项目３７项，培
康帮扶措施制定宜讲团队，选派２２名 创新奋进＂教育教学工作会议、研究 训人员７０００余名。带教中药临床药师
专家分赴９个县区开展培训工作。组 生学术年会等。
学员２批１２人次。制定护理人员岗位
（供稿：贺 翅） 轮转管理办法和新聘用人员规培方
｜织抽调３６名专家分批分次到帮扶点帮
扶，开展各类外科手术３００余台（含
案，开展护理理论考试和中、西医操
甘意者中医院
急诊手术５余台），门诊２０００余人
作培训与考核１１００多人次。举办护士
【概况】２０１８年，门诊挂号
次，教学查房２００余次，各科室小讲
长管理培训班，加强护理骨干及专科
课共计１００余次，会诊２００余次，疑 ／７４８２０人次，同比增长１５．６？？门诊 护士培养，全年培养各专业专科护士
难危重病例讨论５０余次，转诊疑难危 ｜诊疗１０３３９人次，同比增长１１人。
重患者５０余人次，巡回义诊２０００余 １５．７？？收治人院４５２５２人次，同比增 【社会综合服务与医疗应急］２０１８
例，免费发放药品万余元；帮助受援 ｜长１２６？？平均床位使用率９６３％， ｜年，首发启用甘肃省居民电子健康
医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３０余项，新 ｜同比增长０８？？床位周转率２７１次／ 卡，实行分时段预约挂号，提供患者
增诊疗病种３１种并建设重点学科及薄 年；平均住院日１２９天。截至２０１８年 ＂一站式＂服务，开设夜间门诊。为
弱学科。
１２月底，医院资产总值１６８１亿元、 无法独立就诊患者提供全程陪诊，增
加智能导诊、手机微服务在线支付等
【学科建设］２０１８年，编制完成 ｜净资产总值７．９６亿元。
《：第二临床医学院＂双一流＂建设
［护理服务】２０１８年，创新中医 项目，便民服务措施增至４８项。举办
实施方案》《人才和学科建设总体方护理操作项目，开展制砭刮痧、平衡 ｜＂中医大讲堂＂科普知识讲座２４期，
３４２｜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参加患者６００余人次。开展门诊义诊

次，同比增长９．７３网上预约挂号 科、北院妇产科、北院骨科、椎间盘

宣教活动３４场；开展＂惠民活动进社 率２２３？？？院２２５万人次，同比增

中心药占比控制方面做得较好，均在

区＂＂中医药服务进社区＂义诊活动４ ｜长５９５由于上半年医院适度扩大 ６．５？？８５？？间；宋氏正骨科、皮肤
场，诊治患者４０１４人次；开展大病民 了床位规模，年床位使用率为７７％， 科、妇产科、正骨科、脑病科、高血
生救助，解决特殊群体看病困难。全 较２０１７年降低２０３个百分点，但后半 ｜压睡眠障碍科、康复医学科、神经内

年床位使用率保持在８０？？上。２０１８ 科、儿科耗占比控制好，耗占比均在
｜报大病救助患者３６人次，上报符合条 年总收入４４８亿元，同比增长 ４？？下；肛肠科、创伤骨科、关节外 甘肃
件的先天性结构畸形患者５９人，完成 １５．１７其中医疗收人４０１亿元，同 科手术量在６０人次以上，外科、心
｜公共上报各类传染病８６０例，监测 比增长１６．３１？？年平均病床周转次数 脏介入科在．３５０人次以上。全年完成 ｜年鉴
ＡＦＰ病例对象４１５６人次。组织职工 ２３．２４次，同比增加０．７８次，平均住院 麻醉手术３７４９例，同比增加３１？？ ２０Ｅ
｜无偿献血１０２人次２．５８万毫升。重新 日１２６５天，较上年减少１．１天。各项 三、四级手术２１２例，同比增加 ＧＡＮＳＵ
５５．８７？？？院门诊４．１５万人次，人院
组建综合应急医疗队，建立后备队员 类疗指标基本平稳。
库，全年开展专项应急演练３次。完
【医疗管理】每月开展一次临员 ０３４万人次，三、四级手术１６９例。
｜年资助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９０余人，上

成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文化博览 ｜科室医疗质量督查，现场反馈，限期 西院门诊２３８万人次，人院１７５９人
会医疗保障等政府指令性卫生保障任 整改，严格执行不良执业行为积分制 次，三、四级手术１１６例；全年完成
务。组织医院知名专家开展为广大患 ｜度。每月将医疗质量管理情况以简报 体检１．５４万人次，业务收人６０７．７６万
｜者讲授疾病预防、＂治未病＂和健康 形式下发到各临床、医技科室，督促 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开展健康讲座
宣教等活动。
医护人员全面提高医疗质量。每月定 １５场共１５００人次。

【医疗联里和专科联盟建设】 ｜期召开医疗质量安全分析评议会，查

【诊疗中心与专病门诊建设】医

２０１８年，举办甘肃省中医院医疗联盟 找、分析和解决医疗运行中的各种问 院获省科技厅批准成立中西医结合肿
第二次理事会，甘肃省中医院高台分 题。加强全院医师合理用药、院感及 瘤临床医学中心、针灸推拿临床医学
院正式挂牌，加入医院医疗联盟成员 输血知识培训，加强临床路径管理工 中心，同时启动胸痛中心建设，探索

单位７５家，分院（中心）增至１５ 作，落实相关考核和奖罚制度。按照 多学科诊疗中心的建设模式。设立疮
家。庆城县岐伯中医院战为康复医学 《医院感染监测规范》开展综合性监 ｜疡、便秘、疼痛、眩辇、高血压、精
科联盟成员，成县中医院成为风湿骨 测与日标性监测；针对医院感染重点 ｜神心理等专病门诊，椎间盘中心中医
病科专科联盟成员。建成＂中医骨 科室、重点环节、重点人群及高危因 骨伤门诊开始运行，专科专病建设工
｜伤、风湿骨病、麻醉医学、康复医 ｜素进行风险评估，并及时干预，措施 作进一步推进。
【医保管理与结算】２０１８年全院
学、脾胃病、肺病、血液病＂等７个 到位。规范手卫生管理，提高依存
专业的专科联盟，成员单位１２０多 性；加强多重耐药菌管理，合理使用 完成各级各类共１０余种医保类型的管
家。建立医院远程会诊专家库，远程 ｜抗菌药物，降低细菌耐药率，保证医 ｜理和结算。全年各类医保门诊患者
医疗会诊平台新增联盟单位１８家，开 疗安全。２０１８年全院共报告医院感染 ｜１８．７３万人次，同比增长６６．９１住
展陇上云医系统操作培训。
１０６例，感染率为０３９感染现患率 院忠者２．１６万人次，同比增长
【交流与合作］２０１８年，同省住 为２０４？？全年未发生医院感染暴发 １２．６５医疗总费用２３２亿元，人均
办合作接待海外华侨来院参观访间， 事件。全年共接待、处理医疗纠纷６７ 住院费增长３４５？？甘肃省城乡居民
接待国外来宾６９人次。接待国内来访 起，妥善解决６０起，全年赔付６千 ｜建档立卡普病共结算１５７人次，住院
１３批１１３人次。选派１名儿科专家赴 元，垫付３０万元。
总费用１６４４万元，未收回垫付款
匈牙利歧黄中医药中心交流工作；选
【临床发展】皮肤科、儿科、脑 ９８４９万元。城乡居民重大疾病收治
派２人赴泰国歧黄中医药中心短期工 ｜病科、关节外科、妇产科门诊量均超 ５７人次，大病收治率仅为２．５７在
作。选派３名医务人员参加第二十二 过２万人次，２名专家门诊量超过１万 大病诊冶方面水平较低。
｜批援马达加斯加国医疗队工作。选派

人次；老年公寓门诊接诊９００余人

【医联体建设】制定医联体工作

３名专家参加国侨办组织的中医关怀 次、和平校区门诊接诊１５００余人次； 实施方案，畅通上下转诊绿色通道、
团海外义诊活动

｜关节外科、北院骨科、风湿骨病科、 ｜在双向转诊、技术指导、人才培养、
（供稿：裴学军） 脊柱外科、创伤骨科入院息者在 资源共享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选派

｜０１３－０．１５万人次；北院内科、脾胃病 专家定期在城关区人民医院、兰州市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概况】２０１８年门诊４７．３７万人

科、儿科、老年病科、针灸科在 中医骨伤科医院坐诊。全年新增丝绸

００８－０．１３万人次；针灸科、宋氏正骨 之路战略联盟医院４家，接受联盟医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３４３

院学习进修学员４０人次，派遣３０名 率为２７．０３配方颗粒销售比上年增 务共计１６９人，其中正高２名，副商
专家赴联盟医院开展技术指导和学术 长７４４．７１万元，增长率为４０．５６？？木 １１名。２０１８年共有９人中报评审高级

舅

交流，与联盟医院合作开展义诊活动

８场次，接受交流访问５次

部煎药２３．６９万付，同比减少１．８４％． 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其中正

西院煎药９０５５付，北院煎药 ８４６２ 高２名，副高７名。全年派往省内外
【医疗技术评比】医院组织参加 付。加强处方点评、抗菌药物管控， 各大医院进修的专业技术人员４７人；
甘肃省首届＂心脏重症理论及技能大 严格落实医务人员用药＂八排队＂， 进行短期培训人员９０人次。

｜加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进一步加强
甘肃 赛＂并获得团体一等奖，参加全省首
届中药调剂服务技能大赛获团体一等 合理用药的监督管理和宜传推广。

２０

｜奖，参加全省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团体

｜【中医对外支援】２０１８年医院４

【科研项目申报与奖励】２０１８年

医院有４位专家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

目４项，同比增加３项，获经费１２１万

｜三等奖，肿瘤科在甘肃省首个＂中国 批第三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合司中 元，同比增加８５万元；甘肃省科技厅
ＧＡＮＳＵ 医师节＂被评为优秀医师团队，１名 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医药中心；中国 科技计划项目８项，同比增加６项；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专家被中国药学会评为优秀药师，１ —巴西中医药国际合作中心基本完成 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项目１０项、甘肃
名医师被评为援助基层优秀医师，１ 筹建，预计２０１９年３月运行。全年共 ｜省卫生行业科研计划项目４项、兰州

名医师被评为医疗技术创新优秀 ｜开展中医对外教育培训６批３８７人 市科技局科研计划项目２项，同比均
医师

【护理水平建设】医院护理工作
｜延续＂参与共治＂模式，强调安全护
理、人文关怀，进一步完善质控体
｜系，针灸科护理、北院骨科护理被甘

次，其中境外培训包括新西伯利亚、 增加１项。２０１８年新增的科研立项包

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中医药中心 括：甘肃省卫健委省级重大中医药攻
共３个批次３５２名学员，外籍学员来 关项目＂基于用发药的煮散剂临床推
医院培训包括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 广应用＂，２０１８年度敦煌医学与转化

巴西中医药学会、乌克兰国立医科大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８项，高
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省级护理重 学共３个批次３５名学员。广泛开展对 校科研项目１项，甘肃省食品药品监
点专科。２０１８年，医院护理人员获第 ｜外中医药针灸临床工作，专家在境外 督管理局项目１项。１人入选国家中医
四届中国护理质量大会＂护理质量提
灯奖推荐奖＂１项；全省首届静款治
疗知识竟赛三级医院组三等奖１ 项，
全省第三届护理用品创新大赛二等
奖，三等奖各１个；全省首届ＱＣＣ大

接诊患者总数达到２０００人次。开展对
外医疗支援方面，１人派往泰国进行
中医诊疗活动，２人参加马达加斯加
援外医疗队，Ｉ人参加摩尔多瓦援外

药管理局评选的＂蚊黄学者＂；获甘
肃省皇甫谭中医药科技奖８项，同比
增加４项。新增科研奖项：甘肃省黎

秀芳护理科学技术奖二等奖１项，甘

授课，４人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医疗 肃省药学发展三等奖１项，甘肃省残
赛个人奖二等奖１个、三等奖１个； 服务。
疾人康复科学技术二等奖１项。全院
获国家实用型专利２项，
【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全年招聘 公开发表论文篇，其中ＣＳＣＤ ２３
【中药服务】进一步完善药品的 ｜医疗硕士研究生１２人，护士５０人， ｜篇，国家级６篇，省级４８篇，出版著
｜采购、管理机制，保障临床用药的数 技师４人，调人有工作经验１人，引 作１５部，获得实用新型专利６项。
量和质量。２０１８年药品销售１．４０亿 进心脏介入科省级专家１人，补充医
｜元，同比增长８５５其中中药饮片院的医护队伍，填补介人治疗方面的 （供稿：甘肃省中医药大学附属

销售比上年度增长５６１．４万元，增长 空白。全年聘任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医》

｜３４ Ｉ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新闻出展 播影视 网络资宣传
ｓ

甘肃

年鉴
ＺＯＭｇ
ＧＡＮＳＵ

出版管理工作

件，报送样书４５４本；完成省内图书 ｜２０１８年＂书香陇原＂全民阅读活动启

出版单位年检工作，
动仪式。完成全国书香之家的推荐工
【优秀出版物评审】完成第十：
作，甘肃省共计２５个书香之家受到国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召
开２０１８年全省出版工作会，向各出版 属省优出版物奖评审工作。在１２家出 家新闻出版署表彰。

社社长总编传达有关出版工作要求， 版单位报送的近２００种出版物中，共
通报全省相关情况并提出要求。梳理
年内批复的出版选题，对可能存在隐
患的选题及时调阅书稿，发现问题立
即责成整改。推动落实主管主办制
度，有针对性地约谈相关出版单位及
其主管主办单位负责人，确保出版

（供稿：张 娜）

｜评选出综合奖３９种，装帧设计奖１０

种，优秀编辑７名，并联合省人社厅 版权管理

对获奖的出版物和个人进行表彰。对

省内６家出版单位承担列入＂十三
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
物出版规划的２０个项目进行阶段性总
｜结。《腰刀的歌》人选２０１８年＂第四
安全。
【图书行业日常管理】强化选题 ｜属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
审批管理，全年共集中审批出版单位 人选＂２０１８年新间出版广电总局向全
山版选题６个批次４９８２种，报送重大 国青少年推荐１００种优秀出版物＂以

｜ 【党政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编

｜制《软件正版化工作手册》，指导、

规范全省软件正版化工作。２０１８年５

月３日，开展８１家省级党政机关分管
领导、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部门负责
人、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部门技术人

员参加的工作培训会，对软件正版化
｜选题备案选题近２０种；全年共核发书 及２０１８年ＢＩＢＦ遇见的５０本好书；《铁 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分批对４０家省级
号１５０４个，审核办理一次性内部资料 血忠魂》丛书获得２０１７年度挂冠童书 政府机关全部进行实地督导检查。省

出版物２２件；组织开展了＂质量管 —主题出版类入围图书奖（１０种之 级政府机关操作系统软件和办公软件
理２０１８＂专项工作，出版单位自查 一）；《海边的村庄》人选２０１７年度小 正版率分别达到９７．９８？９６．０８％，
在全国已检查的１１个省份中排名第
１３４种图书，我处抽查８６种，其中合 学图书馆年度童书１００。
｜【全民阅读活动】研究制定下发 ｜二位。
格８２种，合格率为９５．３５检查中
《甘肃省２０１８年＂书香陇原＂全民阅
【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２０１８年
｜发现的４种不合格图书，对出版单位

依法给予了处罚；对全省一次性内部 读实施方案》，对全省全年全民阅读１月，省新闻出版局与省政府国资委

｜资料２０１７年度编印情况进行检查，全 的重点工作、重点活动做出部署安 ｜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兰内、兰外国资
省共核发一次性内都资料准印证４９９ ｜排。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３日，举办甘肃省 监管的５家企业集团及二级企业软件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网络宜宣传｜ ３４５

正版化长效机制、计算机正版软件安 三方网络平台、云直播等移动化智能
装使用两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５ 化融媒体技术和全媒体多样化传播形
｜月１３日，以软件正版化工作领导小组 式，及时推送、转发重要稿件，让主
｜办公室名义与省政府国资委联合召集 ｜题宣传思想在报纸上有文字、网络上
省国资监管企业相关负责人软件正版 有新闻。通过消息、通讯、评论、限
｜化工作推进会议，会上重点强调要建 片、综述、纪实、特写、人物专访等
多种文体，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
立起有效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然科学版）》入选第三届全国＂百强

报刊＂，《读者》《沉积学报》《视野》

荣获＂２０１８年中国最美期刊＂称号，

《读者》《读者》（校园版）入选

＂２０１８年中国优秀少儿报刊＂，《读
者》再次人选＂２０１８期刊数字影响力

１００强＂，《甘肃社会科学》《教煌研
甘肃
的宣传报道，推进主题宣传思想的深
【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
究》２种重点期刊和《故事作文》《读
年鉴 制定并以领导小组办公室（省版权
人人心。
者》（校网版）等６种少儿报刊，在总

２０１９

局）名义下发《甘肃省推进企事业单 ｜ 【报刊监管和审读】严格依照法 局编校质量抽查中全部合格，其中，
ＧＡＮＳＵ ｜位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计划》，对全省 定流程和许可条件审核申报新闻出版 《故事作文》零差错。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报刊出版核验】对省内６２种报
｜党政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及相关企业软 单位资格条件，从源头上确保优质资
件正版化工作的目标任务、职责分 源进入新闻报刊领域，着力提升新闻 纸、１３２种期刊、６１家新闻单位驻甘
工、工作步骤、工作要求等进行全面 报刊媒体整体水平。截至年底，共受 机构和４１０名记者进行核验。重点对
｜部署。５月初，制定并以省政府办公 理报纸、期刊、连续性内部资料性出 ｜ ８项内容、７类报刊和文化生活类、民
厅名义下发《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推进使用 ｜版物审批事项１８４件。通过约谈警 族类报刊进行检查。经审验，５６种报
正版软件工作计划》，对全省使用正 示、责令整改、缓验休刊、停刊注销 ｜纸、１２９种期刊、４２０５名记者、６０家
版软件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职 等方式，加强对新闻报刊单位的监 新闻单位驻甘机构通过了核验。未通
责作出进一步明确，对２０１８年的重点 管，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年检期间． ｜过年度核验的单位和记者，依法给予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依法注销记者证２０５份，约谈报纸出 ｜责令整改、休刊、停刊和注销等
【版权执法与法律服务】国家局 版单位６家，停刊、注销报纸各１
移转的甘肃省通渭基司法局、通渭文 种。以省工商局《广告监测月报》为

渊书店涉嫌侵犯著作权一案，２０１８年 依据，加强对新闻报刊单位的动态管
年初结案；移转的网络侵权盗播案如 理，重点对报刊登载涉嫌非法集资和
期反馈。协调审计、国资等厅局，依 ｜非法医疗广告资讯信息情况进行排查

处理。

（供稿：张 娜）
广播影视

｜法开展打击侵权盗版专项行动。提高 治理。先后对７家违规广告问题突出
【新闻舆论宣传】全省广播电视
｜全省作品创作、运用、保护和管理水 的报刊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开展 系统紧盯全国全省大事要事和重要时
平，积极以作品登记为抓手、行政执 联合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报刊单位 间节点，精心指导全省各级广播电视
法为支撑，通过提高效率、免费提供 ｜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出版三审制情 主流媒体开展＂新时代、新作为、新
登记、强化保护等手段积极鼓励我省 ｜况进行督查。做好审读指导工作，拟 篇章＂等一系列宜传报道活动，唱响
作者创作作品。强化诸如版权到纷调 定《２０１８年重点监管报刊名录》，印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发挥新闻宜
解、咨询，涉外合同审核，合同签订 发《２０１８年审读指导意见》，加强对 传、文艺宣传主阵地主力军作用。围
｜指导等工作，积极为权利人服务、为 重点报刊的审读。

版权产业单位服务。

【精品报刊出版】组织全省部久

绕全国全省＂两会＂、省委十三届四
次全体会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改

（供稿：张 娜） ｜优秀期刊出版单位参加第五届中国 革开放４０周年、＂一带一路＂倡议、

（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甘肃省再
次荣获优秀组织奖和优秀创意设计
奖。配合省委宣传部出版处积极开展
【报刊舆论引导】召开２０１８年全 ＂我最喜爱的改革开放４０年甘版优秀

新闻报刊管理

省报刊管理工作会，就习近平新时代

脱贫攻坚、敦煌文博会等重要会议和
重大活动，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
媒体宣传报道，讲好甘肃故事、传播
甘肃声音，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提

出版物＂网上评选工作，并组织省内 ｜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 重点社科期刊申报＂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论支持。
｜精神、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等重大主题宣 ｜周年＂期刊主题宣传优秀选题资助项 【广播电视安全整治】严格落实
传任务进行安排部署。组织各主要党 目。截至年底，全省精品报刊出版工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把政治关、
报党刊在扎实做好传统纸媒的宣传 程成效明显：《甘肃日报》《敦煌研 导向关、审查关、播出关，共组织参

究》《中国兽医科学》《草业学报》 加国家广电总局宣传例会３９次，编发
《地球科学进展》《兰州大学学报（自
《宣传提示》１９期共７６条。强化安全
闻客户端、手机报、门户网站以及第
｜外，充分利用微信、微博公众号、第

３４６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网络宣传

端专题１个，发布相关内容６８３篇，
大整治，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
｜ 征集活动，共征集到电视刷本２０部。 阅读量达ｉ１１７２５４人次。其中原创新煤
播出监测管理，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单。ｉ
排查单。面向全国开展西部类型影视剧本

急演练，实现重要保障期安全播出 ｜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８年＂弘扬社会主义核 体产品《ＨＳ ｜纯干货！带你读政府工
＂零事故＂。严格落实广播电视节日播 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主题原创网络 作报告》入围＂全国党媒携手拥抱新

前三级审查、重播重审等制度，监评 视听节目征集活动暨甘肃省微电影、 时代——２０１８全国两会融合报道精品
省市自办栏目７５个，对全省广播电视 网络剧大赛和＂网络视听节日精品创 １００展示＂活动。在新媒体报道数量
｜播出机构和网络传输机构规范化管理 作传播工程＂征集活动、＂中国经典 上，紧计发布微博数量２０００余条，微

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网络动画 信累计发布３０篇，图解新闻和ＨＳ总 甘肃
节目制作经营机构的业绩审核工作。 片）＂扶持项目征集活动，《不少一 计１０期，新闻客户端发布新闻６００余 年鉴
｜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完成全省２８２家

强化广播电视广告事前、事中、事后 ｜只羊》《朦之光》《西北花儿王朱仲 ｜篇，短视频访谈１８期，今日头条号 ｜２０１９
全程监管，监听广播广告８１批次、监 禄》人选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 ７００余篇，相关报道总浏览量达 ＧＡＮＳＵ
看电视频道广告８４批次，印发整改通 ｜内容建设扶持项目。组织开展全省广 １０００万。
【＂改革开放４０年新变迁●脱贫
｜知２１份，核查处理群众投诉举报９ ｜播电视公益广告制作宣传活动，向国
起，整治违法违规广告１７０多条。组｜ 家广电总局推荐广播、电视公益广告 攻坚看甘肃＂２０１８全国百家网媒扶贫
攻坚典型宣传活动成功举办】８月１９
织开展打击治理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 作品各６个，传播机构６个，

施、＂黑广播＂＂伪基站＂专项行动，

｜共查处＂黑广播＂１１起，整治违规调
频１４起

｜ 【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实施并全

｜面完成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

覆盖工程，进一步扩大中央和省市县
广播电视节目覆盖面，为广大人民群

（供稿：李函珂） 日至２６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

｜网、红网等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
｜网络宣传
和商业网站的网络媒体编辑记者组成
的采访团，历时７天、行程２４００多千
米，在全省７市（州）１３个深度贫困
【中国甘肃网概况】中国甘肃网
（ｈｔｐ／ｗｗｇｓｃｎｃｏｍｃｎ）是甘肃省 县区的４０多个采访点深入采访，共刊
委、省政府最大综合性新闻门户网 发新闻报道１８３５篇，发布微博１．７万

｜众更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创造有 站，是国务院新闻办、国家网信办批 条。其中，新浪微博话题＂脱贫攻坚
利条件。落实２０１８年中央补助地方公 ｜准的地方主要重点新闻网站，是甘肃 看甘肃＂，阅读量达到阅读５４６８３万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广播电视重点项
目专项资金１９８４５５万元。修订完善
《实施方案》《监管方案》和《考核评
价办法》。推进西新工程实验台建
｜设、广播电视数字微波网升级改造工

唯一可供转载的新闻网站，也是甘肃 ｜人次，讨论３．２万人次。＂全国百家网

｜唯一获中国新闻奖的网站。现开设有 媒甘肃行＂微博阅读量达到４４２２．６万
｜ 新阅、政务、权威发布、陇原史话、 ｜ 人次，网友讨论量达３０４５万人次；微
理论、评论、文旅、房产、特产等４２ 信阅读最达２７４万人次；中国甘肃网

个频道，８个区县专栏、７个系列 ｜ＰＣ端发表的记者原创稿件８９篇，网

程、三网融合综合监管平台建设、贫 网。新闻更新量约为２０００条／旧日，ＩＰ 上阅读量达８４６万人次；甘肃头条的
困地区县级采编播能力提升、无线发 ｜访间量２０万／旧日，Ｐｙ目访间量峰值 相关报道阅读量达到２８３．７６万人次。
射台站基础设施建设二期等项目。
５００多万。网站受众的文化水平、社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媒体行阅读量总

会层次整体较高，党政干部、公务员
肃省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本土纪录片重点 群体、理论工作和、新闻机构、商业
选题＂征集活动，共征集到６０个选 贸易类以及社会科研机构类的读者，
【精品侧作生产】组织开展＂目

计达２．１４亿。

【特色频道栏目】扶贫频道、网
络公益频道、书香陇原频道、飞天文

题，向国家广电总局推荐１５个选题。 占受众总数的６５？？年龄基本在２２－ 艺频道，飞天云直播平台，鼎立信、
启动实施＂记录新时代＂纪录片创作 ５５岁之间。网站业务覆盖新闻采编播 ｜小陇画报、配人相、飞阅甘肃、图解
｜传播工程，开展＂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优 ｜发、视须访谈、网络直播、ＶＲ航 甘肃等精品栏目。２０１８年４月份中国
秀现实题材纪录片＂创作评选活动、 拍、纪录片拍摄、新闻站群、＂两微 甘肃网成立视频部，视频业务日渐成
＂我与改革开放４０年＂微纪录大寡， 两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 熟，实现视频直播常态化。完成＂云
策划实施＂宣传新思想，记录新时 ｜网站建设、典情服务、电商培训和广 网融合数智聚原——助力构建数字甘
代＂甘肃优秀本土纪录片展播活动。 告服务等。
｜肃＂发布会、甘肃＂鼎立信＂失信被
纪录片《决战兰州》在央视和国内知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在２０１８年 ｜执行人曝光平台金融单位（银行）培
｜名卫视播出，《两弹结合风云录》《静 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甘肃网ｐｅ端共转训会议、２０１８年继承＂五四＂传统、
静的湿地》《青砖上的乾坤》入选国 载刊发稿件９６８篇，其中文字稿７４８ 弘扬时代精神朗诵比赛等现场直播、
家广电总局国产优秀纪录片推荐名 ｜篇，视频２２０篇。甘肃头条开设移动 中央驻甘和省属媒体聚焦我省生态文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网络宜传｜ ３４７

明建设、脱贫攻坚成效和祁连山保护 收入２７９亿元，实现利润４８９３７万 ３９１９种（其中新版１８９９种，重印
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重点工作的全 元，经营效益较２０１７年度明显改善。 ２０２０种），出书３８３９种（其中新版

程直播、第三属敦煌（国际）丝绸之 甘肃日报广告刊发额已明显止跌回 ２０９２种，重印１７４７种）。选题数量同
路博览会全程直播。
升，增幅达１０？？上。２０１９年度的报 比上升１２７成书同比上升５？？

【首次创建甘肃＂鼎立信＂失信 ｜纸征订超额完成任务。甘肃日报第８ ２０１８年，６种图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
被执行人曝光平台】由中国甘肃网首 次获得年度全国报纸印刷质量最高级 资助项目，４种图书入选２０１９年少数

别奖——精品级报纸嘉奖，在连续保
甘肃 次自主创建，２０１８年实现甘肃失信被
持两年全国第５名的基础上获得第４
年鉴 ｜执行人信息查询全覆盖。截至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２５日，平台ＰＣ端发布稿作一万 名。兰州晨报、少年文摘报等困难子

２０

民族文字出版资助项目，１１种图书入
｜选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增补

项目，２种图书入选第四届向全国推

｜多条，阅读总数２４３５万；微信发布 ｜报，通过生产自救，经营亏损明显收 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１种图书人选
ＧＡＮＳＵ ６９１条，阅读总数２１万；微博发布 窄。２０１８年每日甘肃网经营收入增幅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各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项国家重点项目编辑出版进展顺利。
１９３６条。阅读总量２１１万，单篇最高 ｜达３７９？？
【宣传报道】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 主愿Ｈ版方面，人民社出版的《读者
阅读量８７２万。头条号发布稿件６８６
篇，累计阅读量高达４０３万。全年累 《甘肃日报》及所属主要时政类子报 丛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列入
计阅读量达到６６７．５万。
同时改版，通过报社组织的读者问卷 ２０１８年国家出版基金＂主题出版＂项
【中国甘肃网网络信息生态指数 ｜调查反映，基层读者对甘肃日报改版 目，获得补贴４２万元。《中国改革开
９月份全国排名第三】中国互联网络 的满意率达到８８？？上。制定重要新 放全景录》作为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发布《网站信息生态 闻线索定期研判策划机制和重要新闻 重点图书入选２０１８年中宣部主题出版
指数榜》中国甘肃网生态指数排名靠 全媒体报道小组机制，在重大主题宣 重点出版物。版权输出方面，少儿社
｜前。榜单称：中国甘肃网首页采用 传策划采访和全媒体呈现等方面实现 《中国古丝绸之路》丛书其中３册向乌
ＨＳ５、图解等磁媒体形式报道新闻，生 突破。完成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年重大主 效别克斯坦输出侯语版版权，已完成
态表现优秀。中国甘肃网新媒体业务 题宣传报道。《陇上评论》获得第２８ 出版发行。在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改
之图解和ＨＳ全面开花大力布局，图 届中国新闻奖＂新阅名专栏＂一等 革开放４０年我最喜爱的甘版优秀图书
解从原来的单一生产制造，变成了融 奖。通讯《一只羊的＂诞生史＂
和期刊＂网络评选活动中，公司的
｜媒体生产全员策划制作，全年完成图 我省培育高山美利奴羊的阶梯式创新 《现代汉语》等８４种图书入选。在省

解作品２５０期，Ｉ５作品３１０期，确保 之路》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第１２届优秀出版物评奖中，获得—等
【媒体融合】２０１８年８月，按照 奖４种（图书）、二等奖８种（图
了中国甘肃网的新媒体产品的生机活
｜力。榜单显示：２０１８年９月份，中国 省委决策部署，甘肃日报报业集团组 书）、三等奖１５种（图书），装帧设计
甘肃网评估总分０３分，综合排名第 建甘肃新媒体集团，于１０月２８日挂 奖一等奖４种、二等奖３种，优秀编
三，评估等级为优；１０月份，中国甘 牌成立，＂新甘肃＂客户端同日上 辑奖一等奖２名、二等奖３名。
｜肃网评估总分９００分，综合排名第 ｜线。全国和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 【期刊出版】２０１８年，公司正常
六，评估等级为优；１１月份，中国甘 开后，报社党委决定启动＂主力军转 出刊的１０种期刊月平均总发行量５７５
肃网评估总分９００６分，综合排名第 主战场＂机制建设，出台《甘肃日报 万册（含数字版），通过有针对性地
｜四，评估等级为优；１２月份，中国甘 ｜社媒体融合机制改革方案》《甘肃日 ｜调整，质量得到提升。《读者》继续
｜肃网评估总分９２１分，综合排名第 报社媒体融合采编绩效考核办法》 保持国内期刊月均发行量第一的位

一，评估等级为优。此外，由网站采 《甘肃日报社媒体融合采编流程》《甘 置、并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
｜编人员采写的１２个稿件（专题）荣弱 肃日报社媒体融合采前会和编前会制 刊奖，被中国期刊协会评选为２０１８年
甘肃省新闻奖，其中一等奖４个，二 ｜度》《甘肃日报社融媒体指挥中心职 ＂中国最美期刊＂，《读者》人选１５种
等奖６个，三等奖２个。飞天锐评被 责规范》《新甘肃客户端编辑规范》 ｜人港发行的大陆刊物。《读者》＂庆祝
中央网信办评为２０１８年全国十大优秀 等６个制度文本。
网评栏目。
（供稿：甘肃日报社）
（供稿：亢兆宁）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日报工作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刊选题入选中宣

部出版局＂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期
刊主题宣传优秀选题资助项目，并获
１０万元资助资金。《读者》《读者》
（校园版）等２种期刊入选第九届向全

【图书出版】２０１８年，全年各出 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名单。
【图书发行】２０１８年，完成全省
最业经营】２０１８年，实现经营版单位共有获批选题４９８１种，
３４８ ｜新闻出版 广播影视 网络宣传

【特色工作】２０１８年７月＂读
＂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一般图书发 较２０１７年翻两番。在新榜２０１８年发 ｜者＂书店入驻上海。作为读者品牌全
行克服线上销售、同业竞争等影响， 布的中国微信５００强年榜全行业排名 国首家集合概念店，我们以文化引
中小学春秋两季教材发行任务，确保 读者读书会微信公众号粉丝达３４万，

中，《读者》微信位居第４６名，较 ｜领、生活体验、理想与核心价值实践
码洋２１１亿元，为历史最好成绩，稳 ２０１７年上升３７名。《读者》入围 为理念，融人大量新的元素，将读者
定市场占有率。全省新华书店门店结 ＂２０１８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ＴＯＰＩ００＂ 品牌形象氛围化、场景化、艺术化，
｜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全年共完成销售

合＂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月＂活 榜单，荣获＂２０１８数字阅读影响力期 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处有灵魂、有温 甘肃
动，先后开展了＂情系农民工书香伴 刊ＴＯＰｌ００＂榜单第一名。根据清博 度、有情怀的印象体验馆，体现＂读
归程＂＂书香陇原·读中国＂＂朗读者 ｜大数据，２０１８年《读者》微信公众号 者＂价值取向和个性品质。２０１８年１０ 年鉴

计划＂＂流动售书＂＂名家签售＂＂校 估值达２５亿元。北京天元公司２０１８
园书店开业，名家进校园＂等主题君 年电商平台销售收人达１１２５万元，首
销活动２１６场，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次突破千万大关。
和经济效益。
【品牌建设】２０１８年、集团不割

月与惠州市秋谷实业集团合力打造惠 ２０
｜州市读者文化公园，项目预计２０２１年 ＧＡＮＳＵ
｜建成，将成为惠州开放性的文化公园
｜和文化地标。项目合作开创＂读者＂

【专项发行】２０１８年，时政类图 挖掘＂读者＂品牌价值优势，探家品牌 品牌价值实现商业化变现的先河。

书共计发行码洋 ６２６００４万元。其输出，挖掘品牌变现能力。以少量资金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与西固区人民政府合作
中，《新时代热点面对面》发行２０万 和品牌入股的方式，合作实施了惠州读 打造了８家＂读者小站·金城书房＂。
册，发行排全国第九，西北第一： 者文化公同项目。成功建立＂读者惠州 小站采取＂政府推动建设、读者品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发 模式＂并得以复制推广；以品牌冠名、 冠名、市场化运营＂的建设模式，是

行２７万册，发行排全国第十八名，西 阅读活动植人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合作建 集公共借阅、分享体验、阅读讲座、
北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设新型物区公共文化空间＂读者小站· ｜知识服务、文化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多

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发行７０万册，发 金城书房＂，推动读者Ｐ与大众生活的 功能、复合式、开放型街区公共文化
行全国第十五，西北第二。
｜结合，实现＂读者＂品牌在阅读服务维 空间。这一将文化服务、文化体验和
【新媒体发展】２０１８年，数字版 度向大众生活空间的扩展。文旅文创等 文化消费融入街区公共文化空间的新

《读者》月均发行１６１万册，同比增长 新业态的拓展，初步实现＂读者＂品牌 探索，实现＂读者＂品牌的社区化、
２２７期刊中心５种期刊数字版月均 向出版主业以外的业态延伸，丰富品牌 生活化，推动读者ＩＰ与大众生活的结
发行３６万册，同比增长１７６？？《读 内涵。２０１８年，＂读者＂品牌继续人选 合，为＂读者＂品牌在阅读服务维度

者》微信平台用户数达９６０万，２０１８ ＂中国 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估价 向大众生活空间扩展提供了新思路。
３２？０２．２３亿元。
（供稿：梁庆宗）
年新增用户１１０万，同比增长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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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五章 出 版
第三十九条封面设计应庄重大方，完整著录年鉴名称与卷

号、编者名、出版者名。年鉴名称、卷号要醒目。
年都名称，一没冠以行政区域名称，如＂ｘｘ年鉴＂。如
行政区域名称相同，下级年鉴名称另加＂市（
号加＂＂市（州）＂县

，如＂ｘｘ市（州）年鉴＂＂ｘｘ县（区）年摇
区与其他市辖区行改区域名称如不存在同名情况，其年鉴名称
以行政区域名称，如＂年鉴＂；如存在同名情况，其名称冠以
｜一级行改区域名称，如＂ｘｘ市ｘｘ

｜ 年签卷号，以出版年份标识，标注在年鉴名称后，如
｜＂２０２０＂

案于

甘肃

年鉴

４ｓ誉题

２０Ｐ
ＧＡＮＳＵ

气 象

｜中部偏高１℃－１５℃。各月平均气温 月和１２月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２成
与常年同期相比，１、２和１２月气温分 ～１．５倍。其中１和１１月降水量偏多

【２０１８年气象总体评价】２０１８ ｜别偏低０８℃、１．３℃和１６℃．１月和２ １４倍和１．５倍，分别为近１０年和７年
年，全省平均气温８９℃，较常年同期 月均为近６年最低，１２月为近１３年最 最多；其余各月降水量接近常年。
｜【日照】２０１８年，全省平均日照
偏高０．７℃；降水量５１４．９毫米，较常 ｜低；９￣１１月气温接近常年同期，３～
年同期偏多２７．７？？？照时数２３３４小 ８月份气温偏高０８℃－４．２℃，其中８ 时数为２３３４小时，较常年同期偏少
时，偏少１３０小时。暴雨次数偏多， 月平均气温偏高１８℃，与２００６年并 １３０小时，为近７年最少。年日照时数
出现７个区域性暴雨日，河东４５县 ｜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高，仅次于 最多中心在马鬃山，为３３７６小时，最
｜少中心在康县，为１５４９小时。与常年
｜（区）出现暴雨：干旱范围小影响 ２０１６年。
同期相比，全省大部地方日照偏少，
｜【降水］２０１８年，全省平均降水
轻：河东夏季高温日数近１５年最少：
大风日数偏多、沙尘天气偏少，未出 量５１４９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酒泉市西部、金昌市、武威市北部、
现区域性沙尘暴天气；连明雨次数偏 ２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年降 白银市局部、临夏州南部、定西市南

多，共出现１４次区域性连阴雨天气过 水量最多中心在康县，为９０２９毫 部和甘南州东部偏少２００小时￣５００小
｜程；冰雹过程偏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 ｜ 米，最少中心在瓜州县，为２毫米。 时，其中敦煌、广河、和政、卓尼偏

｜少；霜冻日数偏多，为近５年最多； 与常年同期相比，酒泉市东部、武威 少５００小时－８５０小时，省内其余地方

寒潮次数偏多。
市北部、白银市西部、兰州市、临夏 偏少２００小时：酒泉市南部、嘉峪关
【气温］２０１８年，全省平均气温 州北部、庆阳市北部偏多５￣９成，酒 市、张掖市西部、陇南市中南部、天

８９℃。较常年同期偏高０．７℃，为近４ 泉市西部、武威市南部、白银市东 水市东北部偏多１０小时－１００小时．

年最低；气温最高中心在文县，为 部、临夏州南部、甘南州大部、定西 庆阳市东北部偏多２００小时－３００小

１６．２℃，最低中心在乌鞘岭，为 ｜市、陇南市西南部、天水市北部、平 时，其中华池偏多３００小时以上。
【暴雨】２０１８年，全省共有４５县
１．３℃。与常年同期相比，除酒泉市南 凉市西部、庆阳市中部偏多２￣５成，
（区）出现暴雨，暴雨影响范围为６０
部和甘南州西北部接近常年或略偏低 张掖市南部偏少２－３成，省内其余地
｜外，全省大部地方气温偏高０５℃－ ｜方降水接近常年。各月降水量与常年 年来最大。主要出现在在６月下旬－８
１℃，其中武威市北部、白银市东部、 ｜同期相比，３月和１０月份降水分别偏 月下旬的武威市、临夏州、兰州市、
｜定西市南部、甘南州东南部、天水市 少２０３？６２７？月、４－８月、１１ 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甘南州和
气象 地震 ｜３５１

陇南市。夏季（０８－０８时）暴雨过程 新、武威和山丹）和７月２５日（酒 内其余大部地方为１２０天￣１５０天。据
｜共出现７个区域性暴雨日，主要出现 泉、临泽、高台、民乐和肃南）共８ 不完全统计，霜冻共造成１４．４７万人
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５３１４８７公
在６月２５日（５县（区））、６月２６日 站达到极端高温事件。

（７县（区））、７月２日（１３县

｜ 【大风和沙尘】２０１８年，全省共

顷，成灾面积１１８９公顷，直接经济损

（区））、７月１０日（９县（区））、７ 有６０县（区）出现大风天气，较常年失１４１８．４８万元，农业经济损失
月１１日（１６县（区））、８月３日（４ ｜同期偏多。主要在河西五市和甘南 １３６１．０８万元。
州，为１０天￣８０天，其中乌鞘岭最
【寒海、强降温】２０１８年，全省
甘肃 县）和８月２１日（５县）；降水总量分
多，为８０天，其次为碌曲和马鬃山分
７５县（区）出现寒潮天气，较常年同
别为５１．３毫米～７９２毫米、５１．５毫米
年鉴 －７１．９毫米、５０６毫米－７８毫米、５６
别为７天和６０天，其余多为１天￣９ ｜期偏多，为近６年最多。主要出现在１
死 毫米－１０９４毫米、５２毫米－８７８毫 天。年内甘州、民勤和凉州出现沙尘 月～５月、９月～１２月的河西五市、兰

ＧＡＮＳＵ ｜米、５３．７毫米～７０６毫米和５７毫米￣ 暴天气过程，主要出现在２０１８年２月 州市、白银市、临夏州、庆阳市、天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１０４．７毫米。其中６月２５日武山、甘 ～５月、７月和１１月，未出现区域性 水市等地，其中春季和秋季寒潮次数
谷、秦安、清水和张家川５县出现极 沙尘暴。年内共有３９县（区）出现扬 偏多，冬季偏少。年内全省共有５０县
端日降水事件。７月共有２８县（区） 沙天气，各地区多为１天￣３８天（张 （区）出现强降温天气过程，较常年

｜达到极端降水事件，其中秦安和临潭 掖，３８天），较常年同期偏少，但为 同期偏少，主要出现１月上旬￣２月下
２站突破日降水量极值。８月共有１５ 近１２年最多，主要出现在河西五市、 旬、４月上旬、５月下旬、９月中旬和
县（区）出现极端降水．其中３日武 ｜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天水市、 下旬、１０月下旬、１１月上旬和中旬、
｜威（５３．７毫米）、２１日鼎新（３２８毫 ｜庆阳市和甘南州。年内共有５５县 １２月上旬和下旬的河西五市、兰州
米）和广河（１０４．７）、３１日高台 （区）出现浮尘天气，各地区多为１天 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甘南

５０８毫米）破历史极值。

～６２天（肃北，６２天），较常年同期 州、庆阳市和天水市等地。４月４日～

［干旱］２０１８年，全省作物生长 ｜偏少。
期降水偏多，未出现区域性干旱。仅 【连阴雨】２０１８年，全省共有６２
３月上旬－４月上旬河西中东部、陇中 县（区）出现连朗雨天气过程，较常
｜北部、庆阳市北部和院南市南部出现 年偏多。主要出现在临夏州、甘南

７日甘肃省自西向东遭遇寒潮袭击，
各地气温大幅下降，河西五市及白

银、兰州、定西、天水等市最低气温
下降了１０℃－１２℃．２６县（区）出现

轻到中度干早。农作物全生育期光、 州、定西市、庆阳市、天水市和陇南 ｜积雪，７县（区）出现霜冻，６６县
｜温、水匹配较好，降水适时，土壤水 市。年内全省共出现１４次区域性连阴 （区）达到寒潮，为２０００年以来降温

分补充及时，利于夏粮和秋粮生产。 ｜雨天气过程，其中６月１５日～１７日、 ｜范围最大、强度最强。
｜ ［高温】２０１８年，全省共有４６县 ９月１２日～１５日为大范围连阴雨天气 ｜ 【年景评述］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暴
区出现３２℃以上高温天气，２０县过程。
雨次数偏多，出现７个区域性暴雨
（区）出现３５℃以上高温天气，均较
【冰雹】２０１８年，全省有１６基 日，河东４５县（区）出现暴雨，暴雨
｜常年同期偏多，高温时段主要集中在 （Ｋ）出现冰雹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少， 影响范围为６０年来最大，暴雨引发山
６月２０日￣３０日、７月１１日－２７日和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主要出现在４月 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及城乡积
８月１日～１５日，主要出现在酒泉 ｜中旬至９月中旬的武威市、兰州市、 ｜涝，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市、武威市、张掖市、兰州市、白银 白银市、临夏州、甘南州和定西市， 干早范围小影响轻：河东夏季高温日
市、平凉市东部、庆阳市北部、天水 其中５￣６月份冰雹过程较多，对农牧 ｜数近１５年最少；大风日数偏多、沙尘
｜ 市和陇南市；日最高气温≥３５℃高温 业造成的损失严重。年内未出现区域 天气偏少，未出现区域性沙尘暴天
日数敦煌共出现３２天，瓜州和鼎新分 性冰雹天气。据不完全统计，年内全 气：连阴雨次数偏多，共出现１４次区
｜别出现１９天和２１天，其余大部分地 省冰霍灾害共造成１０１４６９人受灾，农 城性连阴雨天气过程；冰雹过程偏
｜方为１天～１７天。河东夏季高温日数 作物受灾面积３５２１公顷、成灾面积 ｜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霜冻日数偏
近１５年最少，仅７县（区）出现大于 ３０５７公顷、绝收面积１２３４公顷，直接 多，为近５年最多；寒潮次数偏多，
３５℃高温天气，兰州、景泰、灵台、 经济损失２７８３３万元，农业经济损失 春寒导致经济林果遭受严重冻害。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气象灾害量造成了一定
｜永靖高温日数均为１天。全省有３县 １２６５５万元
日最高气温超过４０℃，７月１７日（民
【霜冻］２０１８年，全省霜冻日数 的影响和损失，但与历年相比，总体上
勤和武威，４０３℃和４０７℃）、７月２４ 偏多、为近５年最多。天水市和陇南 ｜来看属于气候条件较好年景。
日（敦煌，４０５℃）和８月９日（敦 市大部分县区霜冻日数为７０天－１５０ ［２０１８年十大气候事件】１．隆冬
煌，４０６℃）；其中，７月１７日（易 天，河酉五市多为１２０天－２４０天，省
｜ 降雪频繁，陇东南积雪日数为１９６１年

｜３５２ｌ气象地震

以来最多。２０１８年１月全省出现４次 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及城乡 １０．主汛期连阴雨次数多，土壤含水量
降雪过程。全省平均气温－６．７℃，较 积涝，造成较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大，日照时数３０年最少。６月～８月

常年同期偏低０．８℃，全省平均降水量 ｜失。６．全省前８月降雨量创６０年新 全省出现８次区域性连阴雨，平均持

８．５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１４倍。１６ 高，植被长势为新世纪以来最好。 ｜续时间为５天￣１６天，６８县（区）受
县（区）出现大雪，灵台县、西和县、 ２０１８年１￣８月全省平均降水量为 到影响。日照时数为６０４５小时，较
｜正宁县和环县最大积雪深度超过１０厘 ４４１．６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多４０超 ｜常年同期偏少７３小时，祁连山区、甘

米。陇东南累积积雪日数为１９６１年以 过甘肃省全年历史平均年降水量 南、临夏、定西、平谅市西部偏少 甘肃
来最多，积雪覆盖时间长，利于冬小 １０为近６０年最多。全省６２县 １００小时￣１８５小时，为３０年以来最
麦安全越冬和土壤蓄痢。２．春寒来势 （区）超过全年降水总量，其中榆中 少。０￣３０厘米土壤相对混度河东普 年鉴
凶猛，经济林果遭受严重冻害。４月 县（５６４９毫米）超过年降水总量最 遍在６０？？上，平凉市、临夏南部及 ２０Ｉｓ
｜４～７日，全省自西向东遭遇强冷空气 ｜多，达５０？？兰州市区及周边，群山 陇南东南部在９？？上。持续降水天 ｜ＧＡＮＳＵ
袭击，各地气温大幅下降，河西五市 叠翠，草木茂盛，风景如画。祁连山 ｜气造成部分地方成熟小麦发芽霉变，
及白银、兰州、定西、天水等市最低 周边、兰州、白缀、临夏、定西和甘 马铃薯晚疫病发病期较常年明显偏
气温２４小时下降了１０￣１２℃，７７县 南大部地区植被长势为２０００年以来最 早，病情发展流行速度快。
（区）出现霜冻，６６县（区）达到寒 好。７．７月中旬出现多次强降水，引发 【公众气象服务】２０１８年，甘肃

潮，为２０００年以来降温范围最大、强 山洪地质灾害。７月９～１１日，全省 省气象局发送手机短信预警信息１１７５
度最强。苹果树、桃树、杏树、梨 １９５９个区域自动站（９６８个乡镇）出 ｜条，受众４８４．６７万人次：发送重要

｜树、樱桃、花椒等经济林果遭受严重

现降水，其中大暴雨３７站，暴雨６２６ 天气提示１６１ 次，受众３９０８９１万人

的低温冻害，平凉市、西峰区、白银 ｜站，陇南市文县中庙乡过程最大降水 次：１２１２１语音信箱累计拨打１２８３万
市果树受冻率达９０？？上。３．春季区 量达２５８２毫米。舟曲石门坪最大累 次。通过新浪和腾讯官方微博向社会
域性沙尘暴次数再创历史新低。春季 计降水达２１９６毫米。暴雨导致舟曲 公众发布、转载各类资讯信息５６４７
沙尘暴天气少，仅民勤、凉州和甘州 县南峪乡南峪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 篇；现有微信服务号＂甘肃气象＂、
出现分散型沙尘暴，分别是３月１９日 白龙江河道堵塞。黄河上游降水导致 订阅号＂甘肃微气象＂、＂甘肃预警发
（凉州、民勤）、３月３０Ｈ（甘州）、４ 刘家峡水库一度超出汛期限制水位。 ｜布＂，甘肃气象微信服务号累计关注
月４日（凉州、民勤）和５月１８日 ７月１８日临夏、甘南、兰州、定西等 ｜人数２０７７人，订阅号＂甘肃微气象＂

（民勤）。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连续３年全省 市州共出现８７站次短时强降水，最大
未出现区域性沙尘暴天气，为近６０年 雨强为１８日２０￣２１时东乡那勒寺８２８
最少。４．全年干早影响轻，高温日数 毫米。此次降而过程短时强度大、突
｜少。全省作物生长期降水偏多，未出 发性强，导致东乡县果同、达板等乡
现区域性干旱。仅３月上旬￣４月上旬 镇引发山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财
河西中东部、蒙中北部、庆阳市北部 产损失。８．兰州市短时强降水破极

累计关注人数９１３６人，在今日头条客

｜ 户端发布甘肃微气象资讯信息，粉丝

１６５９５人，累计阅读量３６２．３万。完成

＂甘肃气象＂抖音人驻及信息发布工
作。全省气象服务公众满意度９１．７

分。与甘肃移动合作开展推广活动，
｜和陇南市南部出现轻到中度干旱。农 值，出现严重城市内涝。７月２０日 精准推送全省３４８个农村片区３７种农
｜作物全生育期光、温、水匹配较好， 兰州市出现强降水天气，１１个雨量站 ｜作物的农业气象服务信息。举办全省

降水适时，土壤水分补充及时，利于 点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七里河区黄峪 气象影视服务业务竞赛，提升服务公
夏粮和秋粮生产。河东夏季高温日数 乡达１１８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兰 众、科普减灾能力。通过信息员培调
｜近１５年最少，仅７县（区）出现大于 州市区日最大降水量９６８毫米）。暴 班、＂３．２３＂气象日、国际防灾减灾日
３５℃高温天气。５．夏季暴雨过程多、 雨造成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积 活动等方式，进行气象防灾减灾科普
｜范围广、极端性强，均侧下历史之 ｜水内涉点１７处，暴雨引发城市内涝、 宣传。
最。夏季全省平均降水量３０３．５毫 ｜造成多处低注路段积水，达到成人腰 ｜ 【人工影响天气及应急保障】全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４３为近６０年 ｜部位置，车辆漂浮如＂水中行舟＂． 年共开展飞机增雨作业１２架次，总作
最多；区域自动站共监测到大雨以上 严重影响交通和市民出行。９．冰雹次 ｜业覆盖面积约２５万平方千米，增水量

降水累积总次数５９１５站次，较常年偏 数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２０１８年仅甘南 ｜ 约２．５亿吨。利用火箭、高炮组织实
｜多６０？？？省出现５次区域性暴雨过 ｜州、临夏州、定西南部、兰州市北 施地面人影作业近１７００点次，耗弹量
｜程，河东４５县（区）出现暴雨，暴雨 ｜部、陇南北部、武威市南部等局地出 约２１万发，烟条３００根。２０１８年，
影响范围为６０年来最大；２７县（区） ｜现冰雹２０站次，较常年偏少６１站次 省、市、县气象部门共启动应急响应
日降水量达到极端降水事件。暴雨引 （偏少６８？为１９ａ年以来最少。 ４６６次（Ｉ级应急响应５次，Ⅱ级应急

气象 地震 ｜ ３５３

｜

图｜图ｓ｜公剑｜引｜到引割｜目团公｜公公｜图图到到到｜图｜团别别｜目｜团同多

｜爱｜别｜案副｜剥发｜美义｜表｜别｜要：｜家｜｜素｜爱｜刻梁｜要｜加｜到司｜案｜３｜｜２｜｜｜爱｜多多

县｜主司目同主层层动同ｌ同同剧同｜引｜引引多｜｜引引｜

罪

｜｜爱ｇ｜｜ｚｓ因委引｜图｜引｜团引司团｜司图图团 引｜｜引｜｜｜意信｜
｜ａ｜ｓ｜｜ａ｜ｓ｜｜｜ｓ｜｜｜：｜｜Ｅ］｜叫｜＝｜＝［ｓ｜同｜｜｜｜ｓ｜｜＝│｜ｅ｜ ］｜图｜｜ｓ｜｜｜

｜ｌ闫｜团圈刽ｌ｜目ｓ｜屋｜｜３｜圈｜剧彩｜晏｜｜置ｓ｜学同｜层｜｜层｜图｜｜ｓ｜｜因｜ｓ

｜到｜？｜ｅ｜学｜副｜ｓ｜｜图｜剧｜｜到到｜ｓ｜：｜｜ｓ｜图｜对｜ｓ｜间｜剧｜司｜图｜引｜｜ｓ｜同｜到引｜司｜：｜｜图图

目同同园国剧团引同同图团］同层层同｜同同剧引同同引同同

｜ｌ｜委｜｜ｓ｜同｜｜同同｜同｜同｜ｓ图｜ｓ案ｓ｜ａｓ｜ｓ｜｜图｜ｓｌ｜同｜｜图｜｜性｜同｜｜

｜ｓ｜｜ｓ｜｜｜－因｜］ｓ｜｜｜同ｓ｜｜同ａ｜同＝］｜同｜｜｜｜引｜司｜ｓ｜ｓ｜｜同ｓ

客自引剧剧闾剧｜团圈｜圈图同引图｜｜同图｜图目引团彩层同｜非

回

②

｜地震

舅
甘肃
年鉴

震局印发《关于开展抗震设防要求监 联席会议精神，总结全省防震减灾工
管工作检查的通知》，对各市（州） 作，分析研判地震活动趋势，安排部

【地震活动］２０１８年，甘肃共发 抗震设防要求监管和第五代区划图应 署防震域灾重点工作。举办５．１２防灾

生Ｍ＝２０级地服５２次。其中，２０－２９ 用落实情况开展检查。组织召开纪念 减灾日公众开放日活动，增强公众防

级４４次，３．０－３９级７次，４０－４９级１ ｜汶川地震十周年市县防震减灾工作研 震减灾意识，引起全社会对防震减灾

｜次，最大地震为６月１７日酒泉市阿克 讨会，总结交流２００８年以来甘肃省市 的重视。来自省市县区政府部门、企
塞县４５级。空间上，２０１８年地震活 ｜县防震减灾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有关人员

｜动在主要集中分布于甘肃西部地区、
甘肃中部地区以及甘肃南部地区；３０
函０ 级以上地震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的阿
ＧＡＮＳＵ 尔金断裂带东段。时间上，１月、８月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发生２级以上地震最多，分别为７

｜组织完成全省市县防震减灾管理业务 和各界群众７０００多人参与相关活动，

培训班和市县地震应急效援（第一响 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央视新闻网、

应人）培训班。推进水靖县地震小区 中国甘肃网、甘肃电视台、甘肃日
划工作的实施，和２个市县基础能力 ｜报、兰州日报等２０多家中央和省市主
提升项日口实施工作。积极推进武威市 要新闻媒体在现场进行了采访和宣传

活新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的 ｜报道。协调省抗震教灾指挥部成员单
次数最少，分别为１次、２次、２次。 实施工作，协调推进嘉峪关活断层探 位对天水、定西、嘉峪关、酒泉４个
全年省内地震活动水平强度与频度不 ｜测验收工作。组织开展对白银市创建 市州的地震应急准备工作进行了实地
高，但比２０１７年有所增强，频度比 国家防震减灾示范城市工作进行综合 检查和指导。召开西北区地震应急区
验收。有关部门开展了学校、医院、 域协作联动会议，总结交流和探讨地
２０１７年的４３次多９次。
｜ 次、８次；４月、７月、１２月发生地震

｜ 【监测预授】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地 ｜生命线工程、重要基础设施、危险品 震应急区域协作联动工作。印发《甘

震局维修维护仪器设备１９０多次，为 的隐患排查，完成整改或抗震加固， 肃省地震局地震应急工作流程》，明
确震后应急工作职责，提高应急处置
其他省局提供技术服务３０余次，全年 程隐惠得到了有效治理。
推进农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４
工作效率。６月１７日１１时１２分，甘肃
台网平均运行率达到９８６５？？地震观
测资料质量在全国统评中获得前三名 省共培训农村工匠６００余人次。新建 阿克塞发生４５级地震、甘肃省地震
｜４１项，位居全国第三。速报省内及边 抗震安全农居约１６万户，特别是宁强 局启动四级响应。９月１２日１９时０６
邻地区３８个地震。兰州地震预警示范 ５．３级地震，陇南９个县区均有震感， 分，陕西宁强发生５．３级地震，甘肃
｜系统２０１８年共记录到甘肃省及邻区各 抗震安全农居经受了考验，房屋 ｜省地震局启动三级响应。甘肃省地震
类事件２６５个，其中２５７个事件产出 完好。
局在甘肃阿克塞４．５级地震、陕西宁
【应急救缓］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地 强５．３级地震发生后，积极开展震情
｜预警触发信息（６０个有预警信息发布
震局召开全省防震减火工作领导小组 监视、余震趋势判定、灾害损失调查
图），３４个事件产出烈度速报结果。
【灾害预防］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地 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防震减灾工作 等工作。

【重点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甘肃
省地震局持续推进武威活断层探测项
目和兰州新区小区划、永靖县小区划
等重点项目实施。２０１８年已完成兰州
新区小区划和永靖小区划项目。武威
活新层探测项目正在进行中，预计
２０１９年完成。嘉峪关活动断层探测项

拳令哈

多尔木

］３６Ｎ

３２＂Ｎ

作，计划２０１９年全面推进实施。

（供稿：胡炜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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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地袁震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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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已开展前期方案论证和招投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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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档案管理与利用

案卷封面、页号。
【档案开发利用】２０１８年，开展

【全省档案馆建设】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省内县级档案馆共８６个，列入国
【档案管理制度建设】２０１８年， 网上查档咨询和服务，公开老照片及 家中西部县级建馆项目共５２个，占比
｜印发《甘肃省《村级档案管理办 编研成果，宜传档案知识、档案法 ｜６？？２０１８年，争取到合水县、广河
法》实施细则》《甘肃省〈精准扶贫 ｜规，升级改造甘肃省档案信息网，年 县、民勤县、灵台县建馆项目，下达

档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出台涉 点击量达６万多人次；开通＂甘肃档 项目资金１３９４万元，其中合水县、广

案＂微信公众号；与西北民族大学信

河县项目建设已开工。
（供稿：郭演月董摩彤）

及司法、水利、公证、中介等行业
的档案管理办法和档案工作标准规
｜范，根据《关于在全省机构改革中
做好档案处置工作的意见》研究制
定《甘肃省省级机构改革档案全宗
流向处置的意见》，对３９个省级涉

忘初心，牢记使命＂档案文献展览资文史研究

见和要求。

６０个全宗１７０多万条目录的开放鉴定 等文史研究专著。在《理论动态》
工作，开放文件级目录１６０多万条。 《理论导刊》《历史研究》《民族研

｜息研究院合作开展＂甘肃省档案信息
资源挖掘平台＂研究项目；筹备＂不

料；完成《甘肃记忆》布展；推出编
研成果１３７部，专题片４部。
｜【文史研究及专著出版】２０１８
改机构的档案全宗流向提出明确意 ２０１８年，完成新中国成立前档案 年，编辑出版《敦煌民族文献论稿》
｜ 【档案收集整理】２０１８年，面向

全省开展重大活动声像档案征集活

【档案安全体系建设］２０１８年，

｜究》《光明日报》《甘肃工作》《甘肃

动，年内征集到唐代皮质地图２件、 省档案局（馆）制定出台甘肃省各级 日报》等报刊、网络发表学术论文４０

春秋战国、西汉时期简牍１２７枚；制 ｜ 档案馆安全评估办法和评估标准，１０ 余篇。年内出版发行《甘肃文史》杂
定纸质档案数字化成果接收等相关标 月向全省各级档案部门下发《甘肃省 志６期，刊发文章６０余万字。征集

｜准规范，接收纸质档案３２５５卷、４５４４ 档案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安全管理 ２０１７年馆员、研究员在各大学术刊物
件，接收２４家省直机关７．３６万件档案 确保档案安全的通知》。制定《甘肃 上发表的论文和文史研究成果，收
｜数据，产生数字化档案１７２７万画 ｜省档案局《馆）档案安全工作问责办 １００余篇文章，约６０万字。

幅。完善补充缺少目录页和备考表案 法（试行）》。组织省局（馆）各处 【馆员、研究员艺术创作】２０１８
卷；清点盘查、规范排架４０多万卷全 室开展档案安全自查和互查，组织 年９月下旬，举办＂陇上文馨——甘
｜宗档案，完善标识不清晰档案盒脊、 门业务和技术小组全面排查。
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纪念改革

档案 文史地方志｜３５７

开放四十周年文史论坛暨书画作品 底，累计编就省志分卷６４部，占规划 （州）志２部、４３６万字，县（市、

展＂，共展出馆员、研究员的书画作 任务７２部的８９？？？审５Ｓ部，占规 区）志３０部、３５１８９万字；省级年鉴

｜品１００余幅。举办个人书画展和出 划任务７２部的７６？？市（州）志全部 ｜２部、２６４万字，市州）年鉴５２

版个人书画作品集，先后编辑出版 ｜完成编纂，占戴划任务１４ 部的 ｜部、５０８３．４２万字，县（市、区）年鉴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纪念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展作品集》《甘
甘肃 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
年鉴 艺术研究集举——陈天铀卷》。馆员
２ 杨立强艺术馆开建，１０多位馆员研

１００？？？审１０部，占规划任务１４部 ４１部、２５５６．３３万字；旧志２２０部、

的７１？？县（市、区）志已完成编纂 ６５８２．５４万字；村镇志１部、５８．５万

或形成初稿８２部，占规划任务８６部 字；期刊４本、４２万字。自２０１６年底
的９５？？？终审６６部，占规划任务８６ ｜开通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底，《甘肃地方史

部的７７？？
志网》共数字化志鉴资料７４４部，
【年鉴编狐与出版】《甘肃年鉴 ５０２亿字，实现全文检索，累计浏览

ＧＡＮＳＵ ｜究员出版书画或篆刻集。馆员研究 ２０１８》实现当年编辑，当年１０月底前２５万多人（次）。省级数字方志馆基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员创作书画作品２００余幅参展参选。
本建成。

【口述历史课题研究］２０１８年，
｜参与口述历史研究重点课题。中央文
｜史研究馆确定《甘肃省陇南市从域外
成功引进种植油橄榄促进农民增收致

｜完成公开出版发行。印发《关于加快

【业务人员综合素质培养和提
市县地方综合年鉴编辑进度尽快实现
一年一鉴连续公开出版目标的通 升】２０１８年，坚持每月举办一次业务
知》，加强市县地方综合年鉴编督促 研讨会，每名业务人员每月提交一篇
指导力度，全省１４个市（州）全部实 业务文章或信息。４月中旬，举办全

富的探索与实践》为口述史重点课 现当年编辑、当年出版发行。８６个县 省年鉴编辑业务培训班，培训省内地
题，已完成３万字的课题初稿，
（市、区）全部开展年鉴编辑工作， 方综合年鉴编辑业务骨干２００多人
｜【文化艺术交流】２０１８年，先后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８６部县级年鉴公开出 （次）。搭建地方志学术理论研究平
｜组织有关馆员、研究员参加中央文史 版８３部。
台，召开甘肃省地方史志学会第四届
馆＂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陕西＂
【地情资料编研和旧志整理】 会员大会，规范和加强学会工作
系列活动、＂文史翰墨——第五届中 ２０１８年，全省史志系统充分发挥地方
供稿：梁兴明）
华诗书画展＂、第五届＂国学论坛＂ ｜ 志的资料优势和人才优势，围绕宜传
活动和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 推介本地经济、文化、旅游等资源，
《国是咨询》杂志工作研讨会议、宁 编写出版一批地情资料；围绕弘扬优
夏文史馆的＂贺兰雅集＂等活动，
｜秀传统历史文化，整理出版一批旧
（供稿：袁永朋）

地方志工作

【志书编纂与出版】２０１８年，完

志。年内，完成清乾隆《甘肃通志》
点校整理，并出版发行；编著《甘肃
｜史地考述》，并完成出版发行；承编

的《甘肃抗日战争志》，已完成初稿。
【信息化建设】２０１８年，共录入

成省志编纂１７部，占年初计划任务１１ 数字化志鉴及地情资料３６１ 部、１９２
部的１５５？？？审志书２８部。截至年亿字，其中省志８部、６１８４万字，市

３５８ ｜档案 文史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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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务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２０１８年， 象１０３４万人。全省２０１８年筹集下拨
先后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困难群众教助补助资金１０２１亿元，
｜【机构改革］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根据 于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 比２０１７年的９６６２亿元增加５．８？？通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从省民政厅 的通知》《甘肃省民政厅２０１８年民政 过提标提补，６０．７万农村低保一、

｜划出人员编制等转隶到省直５个单 部门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方案》《全省 类对象和１０．３４农村特困救助供养人

｜位。由民政厅代管的省老龄办划人省 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省民 员实现收入上的＂政策性＂保障兜

卫生健康委员会，整体转隶省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共２２名参公管理人
员；将省民政在厅退役军人优抚安置
划人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转隶省民政
厅优抚处、安置处、省双拥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等３个处室，共２２名人

政厅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底。建立健全农村低保家庭困难状况

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
民政厅甘肃省财政厅关于推行政府购

｜评估指标体系，解决救助申请家庭核
｜查认定标准不一致、对象认定不准确

买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基层经办服务能 以及优亲厚友等突出问题。先后三次
力的补充通知》《甘肃省民政厅甘肃 ｜在全省范围开展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省财政厅甘肃省扶贫办在脱贫攻坚三 对工作，通过核对，重点将有３万元
｜ 员：将省民政厅救灾职责划入省应急 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 以上消费型车辆、有商品住房、有出
管理厅，转隶救灾处《省减灾委员会 工作的实施方案》等６０多项致策性规 资工商企业、有在编财政供养人员等
办公室）共１１名人员；将省民政厅医 范性文件。农村低保指导标准从２０１７ ＂四有＂情况的保障对象全部予以清
疗救助职责划入省医疗保障局，转隶 年的人年均３５０元提至２０１８年的人 ｜退。１０月，全省社会救助信息系统于

社会救助处２名人员；将省民政厅有 ｜年均３７２０元，提高６３其中农村
相关物资储备职责划入粮食和物资储 低保一、二类对象人年补助水平分别
｜达到３７２０元、３４８０元，农村低保三、
备局，转隶教灾处１名人员。
【民政专项资金拨发】２０１８年， 四类对象人年补助水平分别为００８

｜进入试运行，纵向实现业务信息省、

市、县、乡四级互联互通，横向实现

与扶贫、公安、人社、车管、工商、
｜房管等部门数据其享，确保数据核查

｜全省民政事业专项资金达到１４８亿 ｜元、６９６元，保障对象２３４万人。农村 准确无误。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为

元，比２０１７年净增９．９８亿元，增长 特困人员集中、分散供养标准分别从 期三年的＂农村低保专项治理＂，严
７．２３？？其中，争取中央财政安排资 ２０１７年的人年均６０２０元、４８５元提 肃查处错保和人情保等问题１３４起，
｜金１１１亿元，比２０１７年净增９９７亿 至２０１８年的人年均６４３２元、５１７８元 惩治县乡两级低保经办人员和村委会
以上，分别提高６８？？６．７保障对 干部１００多人。建立＂脱贫攻坚工作
元，增长９．８７？？

民政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保障｜３５９

厅级领导包点工作制＂，重点对各项｜ 选全国第二批智慧健康养老示范企 向困难群众送去慈善组织的温暖。与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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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政策落实特别是脱贫攻坚兜底保 业。推进医养结合，联合省卫健委命名 兰州晨报联合开展的阳光助学活动，
障工作进行督查指导，推进任务落 第一批示范先行县市区１２个、示范机 省慈善总会募集资金２５３万元，教助
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 ｜构１７个、示范基地６个。建立农村留 家境困难新人学大学生３１０名。８月
｜策的有效衔接，４月，省民政厅和省 守老人信息台账，其中５７？？农村留 １９日在，兰州举行助学金发放仪式及
｜扶贫办联合举办全省农村低保制度与 ｜守老人明确了定期巡访责任人。成立 励志报告会。针对２０１８年全省各地遭
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业务培训班， 全省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 受严重暴洪灾害，省慈善总会及时向
参训人员达２０００多人。制定下发《甘 会，先后举办６期养老服务相关培训 文县、舟曲、东乡、武山等县灾区安
肃省民政厅贯彻落实《中共甘肃省委 班，培训人数达到９４０多人次，
排救灾资金１６０万元，重点用于灾民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残疾人＂两项补贴＂】２０１８ 生活救助。争取海内外慈善机构援助

ＧＡＮＳＵ
资金，亚洲（美国）北京代表处捐款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行动方案》和 年，指导督促全省各地规范落实残疾

《甘肃省民政厅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 ｜人两项补贴制度，结合脱贫攻坚兜底 ６７．３５万元（项目总金额１４０．３万元），
扶贫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 ｜保障工作多次开展专项督查调研，有 ｜在会宁县干早缺水山区修建水客２５１

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 效提升残疾人两项补贴落实工作的准 眼、塘坝２座。坚持把医药援助项目
意见》。９月１９日，省民政厅联合省扶 确率和及时性。１２月１３日，省民政厅 作为慈善精准扶贫的重点项目，帮助
贫办、省财政厅召开全省民政系统打 ｜联合省财政厅、省残联，提请省政府 解决全省城乡恶性肿瘤患者和重大疾
｜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办公厅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病患者治疗费用，省慈善总会采取
关于进一步完善因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三集中＂（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
安排部署民政领域兜底保障工作。
【养老服务２０１８年，联合相关 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 中精力），由一名副会长带队组成宣
｜部门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 （甘政办发［２０１８〕２１７号），将听 讲组，深人４个市州、８个县市区，开
服改革的实施意见》（甘民发 力、言语一级（含最重类别为以上两 展慈善医疗救助宣讲活动。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８］１１８号）和转发《民政部等９ 种的多重）和肢体、视力、听力、言 ｜ 通过医疗救助捐赠药品教治白血病患
部门关于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 语二级（含最重类别为以上四种的多 ｜者１６０人（次）、肝癌肾癌患者８５９
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甘民发 重）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范 人（次）、肺癌患者１３４１人（次）、结
［２０１８］１５６号）等政策措施，完善养 围，每人每月按５０元标准发放补贴资
老服务政策体系。持续推进养老院服 金，从２０１９年１月起执行，甘肃省重
｜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百院万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范围由原来的
床＂改造提升计划，投人专项资金 部分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扩展至所有
６０００万元支持全省８８家城乡养老机构 一、二级残疾人。省民政厅联合省财
进行设施改造，全省养老机构入住率 政厅、省残联下发《关于做好完音残
｜达到５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服务 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
质量明显提高。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 （甘民发〔２０１８］２５４号），指导全省
的全省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已在部分 各地做好新增补贴对象中请审核工
｜地方试运行，居家养老服务已在各市 作，统筹使用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州）的４０多个县（市、区）展开，， 补助资金按要求执行分档补贴标准，

直肠癌患者２１８人《次）、唇腭裂患者
３２３人，有效解决了农村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家庭的经济负担。将省肿瘤

医院确定为中华慧善总会援助药品发
放定点医院。２０１８年共有１０多家省内
外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海内外慈善
组织通过不同方式向省慈善总会捐款
捐物，共募集款物１．２亿元，其中：
资金０２１亿元，物资价值１．０１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慈善总会开展慈善教助项
目金额共计１．２６亿元，其中资金支出
服务对象超过３０万人，吸纳加盟企业 做好政策宣传和部门配合，及时发放 ２７１６．２８万元，受惠群众１万多人次资
６００多家、年提供服务老年人近５００万 补贴资金。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共有 金救助支出占２０１８年资金收人的
人次，服务内容涉及１１大类２４０多 ｜残疾人两项补贴对象３４２万人，全年 １２８？？支出中有往年项目的尾款支
项，在部分地方城镇已初步形成＂１５ 累计发放补贴资金３．９４亿元
付）。实施中华慈善总会助医项目，
捐赠药品价值９９４５万元，受惠群众
分钟养老服务圈＂。支持城乡社区日
【慈善救助］２０１８年，元旦、春
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 节期间，省慈善总会筹措资金１００万 ｜４３６１人（次）。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截至２０１８
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养老服务设 元，动员爱心企业捐赠价值３８６万元
｜施已覆盖８８？？城市社区和５０？？行 ｜的过冬衣物和电器，在宕昌基、通渭 年底，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社
政村（社区）。争取将嘉峪关市纳入 县、山丹县、麦积区的贫困山区开展 会组织２７３９８家，其中，登记社区社
全国第三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慈善情暖陇原＂活动，解决部分建 会组织２２５８家、备案３１５８家。按照
｜试点地区，甘肃百合物联科技公司入 ｜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的生活困难， 简政放权的要求，简化登记审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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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缩短登记审批办理时限，加强政 织新媒体推广应用有关工作的通

构＂牵手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知》，推动＂中国社会组织动态＂公 建立甘肃省和浙江省社会工作人才牵
规定的社会组织成立登记６０天缩短为 众号关注率，甘肃社会组织平台微信 手机制。年内共开展＂三社联动＂

务公开，提高行政办事效率，把条例

公众号关注人数由６３０人提升至３００ ＂脱贫攻坚＂＂三区计划＂和＂社会工
７工作日。及时修改完善社会组织年 人。动员和引导全省社会组织参与脱 作行政管理＂等专项培训４期，举办
｜３０工作日，把备案时限从２０天缩短为

检报告书样式，参照民政部社会组织 贫攻坚，投人资金４３００余万元。先后 社会工作继续教育６期、志愿服务信

３次赴天津、青岛、福州和厦门对接 息系统培训３期。印发《２０１８年省级 甘肃
织财务审计模板，要求所有社会组织 东西部扶贫协作社会组织帮扶事宜， ｜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三社联动＂试
均参加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组织的年 签订帮扶框架协议和项目协议，社会 点项目管理指引》《２０１８年社会工作 年鉴

｜年度财务审计模板，制定全省社会组

度财务审计。重点对社会组织遵守法 组织帮扶累计投人资金４６３９５万元。 与志愿服务参与脱贫攻坚试点工作实
｜规、按照章程开展活动、内部管理及 取部级福彩公益金１２０万元，在庄浪 施方案》等文件，探索开发适合省情

２０ｓ

贯彻《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等 具６个贫困村开展特色养殖、种植和 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深入挖掘
基层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先进集体和先
情况进行年检。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 农产品营销等脱贫攻坚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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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面完成社会组织年检工作，实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协 ｜进个人，通过互联网加强宣传力度，
际参加年检的６８８家，在《甘肃日 调各市州民政局保障全省社会工作职 提高专业人才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工
报》上对２０１８年度第一批、第二批参 业水平考试顺利进行，２０１８年，全省 ｜作岗位开发和人才激励保障制度奠定

加年检的６８８家全省性社会组织的年 ｜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５５８ ｜基础。

检结果进行了公告以及２５６家未参加 人，通过考试１０２３人，为历年报考和

【社会组织党建】贯彻落实中

｜年检的省属社会组织进行公告。２０１８ 通过人数之最。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 央、省委和省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组
年，争取民政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 共有持证社工２８０６人。举办社会工作 织党建工作会议精神，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

务项目２２个，资金７２９８万元。印发 继续教育培训４期、社区岗位培训１ 日，在张掖市举办全省社会组织党建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组织 期，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１６００人。 工作现场观摩暨经验交流座谈会，近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列支 联合省文明办起草印发《甘肃省关于 ７０人参加会议。组织编制《甘肃省非
省级福利彩票公益金６００万元，支持 ｜贯彻洛实《志愿服务条例）》的实施意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支部建
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养老、教助、助 目见》，《志愿者服务评估通用要求》于 ｜设标准化手册》在内容设置、体例架
残＂四个服务＂。贯彻落实民政部、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正式颁布实施。根据全园 ｜构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组织设置，健全
公安部部署耍求，会同省公安厅印发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数据，截至２０１８年 组织体系，细化党支部工作职责和目

《甘肃省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 １０月底，全省注册志愿者１３４７万 标任务。贯彻落实全省组织工作会议
行动实施方案》。省级层面先后６次开 人，志感团体１２１３０个，志愿项目组 ｜和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
｜展联合执法行动，全省共查处非法社 总数１５８１２个，志愿服务注册总时长 暨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部署启动会
｜会组织２７８家（依法取缔劝散１６２ 为５０９８万小时。将全国志距服务信 精神，１１月２０日，在兰州市举办全省
家，引导登记９９家，在工商部门登记 息系统注册率纳入全省文明单位、文 ｜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暨党建工作指导
１７家），其中＂国＂字头社会组织７ ｜明校园、文明城市考核指标，举办３ 员培训班，参训人员１３４人。通过培
家。２０１８年，通过公开招标第三方机 期志题服务信息系统培训，培训各市 训，有效提升了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
构对５８家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并组织 州文明办、民政局、省文明委成员单 和党建工作指导员能力水平。

｜召开全省性社会组织评估授牌会议， 位和社会组织相关人员共３６０人。出

【社区建设】２０１８年，完成基层

为４１家被评为３Ａ及以上等级的社会 台《２０１８年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 ｜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
组织授牌。加强社会组织随机抽查和 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选派 ｜用代码赋码工作。以城乡社区协商工
执法监察，全年共抽查社会组织３５ 培养工作方案》，将＂三区＂计划和 作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建立
家，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行为投诉举报 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健全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
｜４件，约谈社会组织负责人５人次，对 合并实施，为６０名赴边远贫困地区、 表会议、村民理事会、社区议事会等
３年及３年以上未参加年检的４２家全 边福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社会服 ｜协商制度，科学确定城乡社区协商日
省性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 务选派人员落实工资补助的基础上， 录和工作程序，开展城乡社区协商经
罚，净化发展环境，为促进社会组织 ｜配套专门项目活动经费，激发选派社 验推介展示活动，先后向民政部报送
健康有序发展创造条件。加强完普网 工开展基层活动的主动性。出台《关 了９份展示材料。１２月１９日，省委办
｜络信息工作，印发《关于做好社会组 于做好２０１８年甘肃省社会工作服务机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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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

｜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实施意见》。指 息管理系统，实行登记实名制管理，
｜导酒泉市瓜州县布隆吉乡布隆吉村开 ｜按时完成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排
｜展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 查摸底和信息录入工作，做到信息数
点。指导各地完善村规民约、村民自 ｜据动态管理。加强与公安、教育等部

行动，召开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进行安

排部署，建立甘肃省殡葬改革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联合发改、国士等１０部
门全面排查整治了＂１０＋５＂突出问
治章程，建立健全村级公益设施共管 门的协调配合，持续解决全省农村留 题，进一步整肃了殡葬市场秩序，强
｜共享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 守儿童监护缺失、无户籍、失学辍学 化殡葬服务监管。报请省政府划定全
｜会、禁毒禁赌会、村民议事会等群众 等突出问题，全省农村留守儿童监护 ｜省火葬区范围，会同省文明办、发改
｜性自治组织，并向民政部筛选上报了 落实、户篇登记、返学复学等重点问 委等１６部门印发《甘肃省关于进一步

甘肃
年鉴 优秀村规民约５份。依据《全国社区

死 建设部际联席会议２０１８ 年工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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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点》，制定下发《甘肃省２０１８年城乡

题解决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１００？ 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

｜９９？？上。充分发挥牵头作用，先后 施意见》，指导山丹县开展殡葬综合
｜在中建七局安装公司兰州众邦项目现 改革试点，安排资金９０８４万元资助各

｜社区治理工作要点》，明确各部门工 场和总承包公司兰州元森项目现场 地殡葬设施建设项目３５个，以省政府
｜作任务。推动建立省级层面城乡社区 举行２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百 ｜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治理工作协调机制，拟成立＂甘肃省 场宣讲进工地＂（甘肃分场）专题宣 公墓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年初被民
城乡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举办 讲活动，省直２７家成员单位代表和 政部以参阅件形式转发。指导各地认
全省城乡社区治理和乡镇政府服务能 ４００多名农民工代表聆听宜讲。按照 真做好清明祭扫服务保障工作，省厅
｜力建设示范培训班，２９０名基层民政 省政府督查室安排，协调组织省综治 以《强化＂五个保障＂优化殡莽服
｜干部和村社区干部参加培训。开展第 办、省教育厅、省公安厅和省妇联领 ｜ 务》为题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清明节祭扫工
二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全 导带队组成５路督查组，对全省１４个 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作了典型发言。
省命名３５个省级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 市（州）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 【区划地名与边界管理】２０１８
位，民政部表彰命名我省１镇４村为 境儿童保障工作推进落实情况进行专 ｜年，完成６市（州）１９个县（市、

＂全国农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单位＂。 项督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问题。 区）的７０个乡撤乡改镇审核报批工
开展优秀社区工作法征集展示活动， 【婚姻登记】２０１８年，制定印发 作，超额年度目标任务２５个，全省建
向民政部报送优秀社区工作法５件，
筛选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治理人才，

《甘肃省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督导各 制镇总数达到８８６个，占乡镇总数的
地依法依规做好婚姻登记管理工作。 比例达到７２１提前２年完成省委
向民政部报送了４人。以制定社区工 ２０１８年全省累计办理国内公民结婚登 省政府＂十三五＂规划要求全省建制
｜作事项清单、社区综合考核评比制度 记２３６０３１对，离婚登记４１１７３对，涉 镇达到７０？？上的目标任务。７月，
｜和社区印章使用范围清单等＂三项制 外结婚登记１４３对，离婚登记１１对。 国务院批复平凉市华亭县撒县设市，
度＂为着力点，推进城乡社区减负增 ｜以＂治理高价彩礼、传承文明婚俗、 １１月２８日正式面向社会公布，并完成
｜效工作。研发全省村和社区基础信息 依法婚姻登记＂为主题，举办全省婚 调整转制平稳过渡。根据民政部统一
管理平台，嘉峪关市和金昌市金川区 姻登记员业务培训班，参加培调２００ 安排部署，按时完成十八大以来甘肃
已开展上线调试。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７ 多人，婚烟登记员业务技能和服务水 ｜省行政区划调整效果评估工作；按照
月，每个市州确定１个县区开展村务 平不新提升。实施＂甘肃省婚姻登记 省政府对＂两会＂代表、委员提案建
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民政部参阅 管理信息系统＂在线登记，群众办事 议督办要求，及时完成提案（建议）
｜文件刊登了甘肃省的做法。金昌市金 方便、快捷。组织开展全省婚姻登记 的答复办理工作。年内向民政部争取
川区开展＂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实 ｜机关规范化管理自查评估工作，及时 地名普查中央补助资金１８５０万元，于
验区＂创建活动，并取得阶段性成 解决存在的问题。配合省文明办等部 ６月底下拨到位，完成全省第二次全
效。酒泉市肃州区城乡社区治理的经 门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甘肃省治 同地名普查任务，共采集１１大类地名
｜验做法被民政部参阅文件转载。
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的指导意 ３５９４１６条，普查成果数据已于１０月中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２０１８ 见》精神，充分发挥婚姻登记、基层 旬通过国务院普查办验收并入库，成
年，下发《甘肃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 政权和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管理、社 果质量得到国务院地名普查办的充分
加强基层儿童工作服务能力建设的通 ｜会工作及志愿者服务等工作优势，加 肯定。省级地名信息数据库和公共服
｜知》，完成全省每个乡（镇）配备一 强宜传引导，弘扬文明新风，推动婚 务平台已于９月底建成，全省各级成
名儿童督导员共计１４２１人，每个村 ｜俗改革。
果转化已按要求全面展开。根据《民
【颁葬管理工作】２０１８年，组织 政部关于做好第四轮省级行政区域界
（居）配备一名儿童主任共计１７４０３人
Ｗ录入儿童主任信开展全省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线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精神，甘
３６２ ｜民政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保障

肃、宁夏两省区于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９月 （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聘公告７期、计划招聘１５２０人，全省
共同组织开展甘宁两省区第四轮行政 告知承诺办法的指导意见》和《甘肃 事业单位离岗创业备案总人数２２０３

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假肢和矫形 人。完成人事考试工作，强化考试安
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 全制度建设和风险防控。
【工资薪酬改革】２０１８年，企业
｜定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甘肃省假
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 工资分配制度健全，出台《关于改革
业资格认定告知承诺暂行办法》，实 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实施意 甘肃
现能够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一次 见》，推进建立健全与劳动力市场基
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祁连山国家 性告知企业审批条件和需要提父的材 本适应、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 年鉴
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和 料的改革姜求。２０１８年，报省编办 生产率挂钩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 ２０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 取消经营性公墓许可审批中的＂银行 制。制定促进城镇居民增收工作方 ＧＡＮＳＵ
案》，开展勘定祁连山国家公园和大 ｜验资证明＂材料。根据《甘肃省殡弃 案，组织实施促进技能人才、科研人

区域界线联检，顺利完成联检任务，
两省区政府向国务院上报《甘肃省与
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界线第四轮
联合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督促指
导有关市州完成省内４０条县级界线联
检工作。根据《中共甘肃省委、甘肃

熊猫国家公园界线相关工作

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８３号）第十 员、干部队伍３类重点群体增收实施办

条＂殡仪馆依据死亡证明进行火化，
省２０１８年推进＂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 出具火化证明，建立遗体火化档
马上办＂改革实施方案》（甘政发［ 案＂，火化证明的出具由各地有火化
２０１８１ ２８号，以下简称＂四办＂）精 设施的殡仪馆出具。２０１８年开始，
｜神，结合民政工作实际，２０１８年制定 老年人优待证实现网上办理，全省各
｜【＂放管服＂改革】根据《甘肃

《甘肃省民政厅全面推行＂一窗办一
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革工作方
案》，明确工作任务、责任处室、配
合单位和完成时限；梳理核对民政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研究政务服务事项
办理环节、办理流程、时限要求，研

｜作，２０１７年１月起，一至五类区月人

证。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作风提 元、５８０元、１０５０元、１９５０元。扩大
升民政窗口服务质量的适知》，鼓励 ｜公立医院薪酬改革试点，在全省选择

老年人在当地政务服务大厅通过互联 ２２家公立医院开展薪酬改革试点，在
｜网直接办理。
｜现有水平基础上合理确定公立医院绩
（供稿：朱丹） ｜效工资总量，试点公立医院工作人员

项２５项，省编办对外公布省民政厅 人力资源管理
省系统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

１４？？８？？４？？完成机关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调整工

｜地老年人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申请办 均增加８０元，分别达到２１０元、３５０

｜究向省审改办报送＂最多跑一次＂事

｜＂最多跑一次＂事项１５项。完成《全

法。发布２０１８年度企业在岗职工工资
指导线，上线、基准线、下线分别为

年人均收人高出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年人均收人７５？？增加转移性收

人，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增幅

【专业技术人才建设】２０１８年， ５．１４月人均达到２５５元；居民基

｜跑一次＂事项指导目录》和《全省系 创新完善人才政策，报请省政府办公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１０３元；将
｜统＂最多跑一次＂事项梳理规范表》 厅印发《关于经济技术类人才工作助 ｜失业保险会标准一次性提高至最低工
的梳理编制任务，共梳理出办事事项 ｜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资标准的９０月均达到１３９１元；工

８３项；根据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实
际，对省级办理的３３项事项进行动
态调整，取消省级办理层级事项５
项、删除不宜在线办理事项６项。按
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方案的通
知》（甘政办发 ［２０１８〕３２号）要
｜求，在全省五个试点地区推进假肢和

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
格认定＂证照分离＂改革，全面实行
告知承诺制，印发《甘肃省民政厅关
于推进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

提出设立省长人才奖等特殊性政策措
施。制定鼓励支持专业技术人才创新
创业若干措施，提高院士津贴标准和
甘肃省领军人才考核奖励标准，设立

伤保险月人均伤残津贴达到２６６７元。

【就业创业】２０１８年，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全省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律贴。推荐３６名 城镇新增就业４３．１３万人，完成年度

专业技术人才和２名高技能人才为 目标任务的１０７８？？？镇登记失业率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候选人、１名专 ２．７８低于４？？年度控制。应届高

业技术人才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候 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２８高于

｜选人。组织完成２０１８年度海外赤子为 ８５？？年度目标。选拔６４８８名高校毕

国服务行动计划和留学回国人员创业 业生到基层服务，引导１万名毕业生

｜启动支持计划，博土后科研流动（工 到市县所属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骨

｜作）站达到８７家。制定９项配套政 干企业服务，为３４万名困难高校毕
｜产装配全业资格认定事项＂证照分 策，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推进事 业生每人发放１０００元求职创业补贴。
离＂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甘肃省 业单位人事管理规范化，加强岗位管 ８２２名涉及去产能分流安置职工均安
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制定假肢和矫形器 理和公开聘用，发布省直事业单位招 置到位，帮助１６．５４万名失业人员和

民政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保障｜３６３

４．２万名就业闲难人员实现就业。省 而，全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办法、建
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投人７０００万 ｜险、工伤保险分别参保４４９．９万人、 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劳务费分联管理

元，为７个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７６ １６８．１万人、２１３．２万人，分别占人社 ｜暂行办法，制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差

个省级创业期化示范基地、１３０多名返 ｜部下达任务的１０１．６？？１０１．４？？ 异化缴存办法、农民工工资＂黑名
乡人员等落实创业补助。为２６１万名 １０９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１３０３ 单＂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劳动保
个人、１８５户小企业新发放创业担保贷 万人。报请省政府出台《甘肃省被征 障监察跨区域案件协查办法。以工程
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建设领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为重
甘肃 款２４２１亿元，吸纳带动就业５．５７万
年鉴 人。组织参加＂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完善被 点，在全省集中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
大赛，各有１个创业项目获得全国三等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和工伤保险制 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排查隐患，限时

团 奖和优秀项目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 度。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Ｈ １０６万人、职业技能鉴定２０３９万人。

［转移就业】２０１８年，输转城生

富余劳动力５２３万人，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１０４．５创劳务收入１１０．４亿
元，完成年计划１０５．８？？加大东西部
扶贫劳务协作力度，累计签订劳务合

作协议７７份，在对口协作地设立劳务

服务机构４１个，建立东西部扶贫技能

培训和劳务输转需求库，向东部４省
市定向有组织输转劳动力１２７６７人，

办结。加强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

度，参保单位２３万户、参保人数 的惩戒，公布２６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
行为，并将８家企业列人拖欠农民工
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将无雇工的 工资＂黑名单＂。推进洛实《甘肃省
个体工意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 ２０１７年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问题
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 整改方案》，２２项整改任务全面完
他灵活就业的城乡居民，纳入企业职 成。推进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和劳动用
工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养老 工备案制度，劳动合同签订半达到
保险制度，推进建立激励约束有效、 ９４８劳动用工备案单位８３４户、
筹资权责清晰、保障水平适度的待遇 ｜涉及人数５５２９万人。完善调解仲裁
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增长机制。加 多元处理机制，依法公正及时处理争
１０８．７万人，参保率９５．４？？完善灵活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５３１２人：共 大社保基金征收力度，全年基金收入 议、化解风险，仲裁结案率达到
建设扶贫车间７５４个，吸纳就业４．９２ ｜５３６．９亿元、支出４６１．７７亿元，累计结９５．４？？
（供稿：李军坡）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１６２ 余７０６．３亿元。
万人；鼓励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新
【劳动关系】２０１８年，全省受理
认定７个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和 劳动者投诉案件数同比下降６６．７％，
３０个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涉及农民工人数同比下降６５．２？？健
２０１８年新增返乡创业农民工３．５６万人。

｜全治欠保支长效机制，省政府印发在

｜全省开展创建＂无欠薪＂城市活动的

指导意见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问责办法，省联席会议制定农民工欠
【社会保险】２０１８年，实施全民 薪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协调解决
参保计划，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 欠薪问题地方政府模向协作办法、保
社会保障

３６４｜民政 人力资源管理 社会保障

瘀族 综

甘肃

年鉴

４ｓ设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民族事务

作开展情况。

｜＂清真食品＂组成的清真食品标识和

【少数民族文化建设】２０１８年， ｜标志牌。
（供稿：同国栋）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２０１８年， 举办全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完成２０１７年度少数民族文化事
举办＂同心共筑中国梦——甘肃民族
｜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成就展＂；全 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下 宗教事务
省范围内组织开展民族宗教政策下基 泼２０１８年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专项
层＂百场万人＂大宣讲活动，活动８０ 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开展＂陇原民族情＂ ｜【宗教工作法制建设】２０１８年，
余场次，参加人数１．８万余人。协调 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 编印《宗教工作学习手册》《民族宗
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制播《中华民族 动，完成纪录片《陇原芬芳一甘肃少 ｜教政策法规６０问》，修订完善《甘肃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和《甘肃 数民族文化》拍摄、制作工作并试 省宗教事务条例》，制定《甘肃省宗
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纪实》系列

播；省民族歌舞团应邀参加＂感知中

教活动场所建设审批管理暂行办

专题片，组织甘肃省民族歌舞团赴有 国——西部风情＂荷兰、德国访向文 法》。制定下发《甘肃省涉民族宗教
关市（州）、县（市、区）开展大型 ｜艺演出。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 网络舆情管控引导办法（试行）》
文艺演出４９场。指导酒泉、天水、白 籍整理工作，完成国家民委少数民族 《甘肃省涉民族宗教网评员工作细则
｜银３个市和夏河、永靖、张家川、七 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 （试行）》，对全省涉宗教类网站、涉

里河等１０个县（区）召开创建全国或 籍总目提要》（甘肃藏族卷·书籍类 宗教类自媒体（博客、微博、微信公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动员大会。 卷）的编目和《凉州会盟》藏语版译 ｜众号），微信群、ＱＱ群坚持常态化跟
｜制定《甘肃省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 制工作。举办全省藏区基层干部藏汉 ｜踪巡查，掌握网络奥论阵地。

【宗教领域重点工作推动】藏传
管理办法》，协调下拨２０１８年度全省 ＂双语＂和民族法规政策培训班。
【民族事务法制建设】２０１８年 佛教工作方面。以寺庙管理为重点，
｜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８７００万元支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组织召开全 ｜推进《甘肃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修 紧盯正月法会和三月敏感期时间节
省第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视 订工作。调研督查全省１４个市（州） 点，重点对寺庙僧尼持证住寺、活动
｜频动员大会；召开全省民族团结进步 和兰州新区清真食品管理工作。推动 审批、财务监管、寺庙日志、请销假
创建工作新闻发布会，向省内外新闻 ｜清真食品标识和标志牌设计制作工 制度和爱国主义、法制宣传、时事政
媒体介绍甘肃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重新设计制作全省统一以中文 治教育等工作督查落实，加强和完善

民族 宗教｜ ３６５

治理方案，按照＂一像一案＂抓治理
工作

伊斯兰教工作方面。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的相关精神，对突出问
题，逐项核查，分类推进整改。加强
｜法规政策宣传教育引导，严格清真寺

甘肃

新建、改扩建审批管理，严格洛实朝

觐报名排队管理和带队资格筛选审

年鉴

查，深入推进＂解经＂和宣讲新＂卧

死

｜尔兹＂工作。安全有序完成２０１８年朝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现工作。

天主教、基督教工作方面。加强
｜神职人员和教友骨干培训力度，确保

天主教神职人员思想稳定，加强天主
教爱国会力量建设。推进基督教私设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１—２４日，省委统战部赴甘南刚慰问普查调研
藏传佛教寺庙依法管理、社会管理和一步治理佛道教商业化问愿的若干意 聚会点依法治理工作，探索开展临时
民主管理相结合的长效机制，维护藏 见》和《关于进一步制止和处理乱建 ｜活动点备案监管。（供稿：移利）
传佛教领域和谐稳

｜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通知》要求，开

佛道教工作方面。按照《关于进展督查调研，协调相关部门制定排查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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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版权页刊载版本记录应完整，

３６６ ｜民族 宗教

ｊｙ（圳公县（（领、低泄
４ｓ

甘肃

年鉴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气温３５．７℃（７月１７日），年极端最低 家，国家建洗的第一台大型重离子加
气温－１３．Ｓ℃（１月３１日）。全市日照 速器为代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１０个，
｜【区域概况］兰州市地处院西黄 时数２４０．７小时，较常年偏少１００７ 兰州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３０余所。

兰州市

土高原的西部，介于北纬３５°３４＇２０＂－ 小时，比上年偏多１５．７小时。年平均 ２０１８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３７°Ｏ７＇０７＂，东经１０２°３５＇５８＂－１０４°３４＇ ｜降水量５２０．２毫米，较常年偏多２１１．６ ｜２７３２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Ｓ？？其
２９之间。是肃省省会，是全国唯一 毫米，比上年偏多１７２１毫米。年平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２．９８亿元，增
一个黄河穿越市区的省会城市。北部 均相对湿度５９较历年同期平均值 长６？？？二产业增加值９３７９８亿
和东北部毗邻白银市的白银区和景泰 高０６比上年高２４？？年平均风 元，增长４９？？？三产业增加值
县、靖远县；东部和南部与白银市的 速１．７米秒，与历年平均值持平。境 １７５１９７亿元，增长７，４？？三次产业
｜会宁县和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及 内有各类脊椎动物１８２种，有高等植 结构比为１．５９７：３４．３２：６４．１Ｉ。固定资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永靖县相连；西南 物１２２科，１６１４种。境内有国家级自 产投资增长１２．１１？？社会消费品零售
｜和西部与青海省接壤；西北部与武威 ｜然保护区２个，国家级森林公园３ 总额１３５２１亿元，增长７．４？？非公经

市的天祝藏族自治县相邻。２０１８年 个，省级森林公园６个，湿地公园２ 济增加值１２５４．４亿元，增长８？？一
末，全市辖５个区３个县，１个国家级 个。全市森林覆盖率１３．８６？？境内有 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５３．３２亿元，增长
｜新区兰州新区和兰州国家高新技术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０处（包括长 ８．８７？？全市地区性财政总收入

业开发区、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２个 ｜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０处，有各 ２１５３亿元。同口径增长７４３％，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国家级开发区。全市户籍人口３２８４７ 类文物遗存点８６１处。
粮食总产量２９．万吨，比上年下降
万人，常住人口３７５．３６万人，人口自 填内有７条铁路普通干线，１条铁
｜然增长率４０２？？有５６个民族，少数
民族人口１３．２万人。
兰州呈南北两山夹峙地形，市区

路高速干线。航线７０余条，支线通航 ０９？？其中，夏粮产量９．６４万吨，下

点６１个，通航城市１１２个，客运航线
２２１条，货运航线６条，累计运青航空

降８．６７？？？粮产量２０１３万吨，增长
３．３４？？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１１７．２９万

东西狭长，约３０千米，南北最窄处， 公司４３家。境内有中科院兰州分院、 亩，比上年减少６．６４万亩；蔬菜种植
｜仅５千米左右。平均海拔１５３０米到 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 面积７７．９２万亩，增加１．２６万亩，其

１５８０米。２０１８ 年，全市年平均气温 研究所、兰州寒区早区环境与工程研 中设施蔬菜种植面积３．０７万亩，减少
８．２℃，较常年偏高０．６℃。年极端最高

究所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１２００余 ０．７１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１１．７８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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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加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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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２７８．３８

万电

２３５７１
７４６３

迪

万吨

从成＂
独钢

钢再

铁合Ａ

否堂量福
万电

９２７．０１

５３５，０８

万吨

３１９．４０
３４０．１１

千瓦Ｂ
万吨

３０６６

此上年增类（％）

５矿

－１４０．
Ｖ３６
１８５０

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４８家。

全年实现稳定脱贫１．８万人，１８５

个村退出贫困村，皋兰县、七里河区
退出贫闲县区行列，永登县、榆中县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市贫困率下降
｜到１２２？？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实现工业增加值６４６４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５．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６１４９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６？？其中规

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１４５．８亿元，下
降２．４？？？工业增加值４６２．７亿元，
增长９３？？

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２９６．８６亿元，
比上年增长３？？全市具有建筑业资
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
业完成总产值１０１１６７亿元，增长

４．１６？？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１２１１？？其
中项目投资比上年下降１３４？？按三
｜次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４１．１７？？？二产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２０．３８其中工业投资比上年下降
１９．５５？？？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１６．１５？？按隶属关系分，中央项目比

｜上年下降１３．１７？？？属项目比上年增
长２２５３？？？属及市以下项目比上年
｜增长１２３５％．
【重大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市列

重大项目１００个，年度完成投资

５３９．７１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９５．２？？其中，７１个续建项目完成投

资４５０８亿元，占年度 计划投资
９７９？９个新建项目完成投资８９１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８３６？？从项

目复、开工情况看，７１个续建项目全

亩，减少２．５９万亩。主要经济作物 ｜（只），比上年末下降３．５１？？？存栏部复工，复工率１００？？２９个新建项
中，蔬菜产量１６６９１万吨，增长 ｜ ５．１４万头，下降２９８？？？存栏６５３５ 目开工２０个，开工率６９？？
｜４．９其中设施蔬菜产量８２９万吨， 万只，增长５１８？？？存栏３７０９万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房
下降３９８４？？？药材产量３．１７万吨， 头，增长３１２？？牛出栏１１９万头， 地产开发投资Ｓ８６６２亿元，增长

增长１８．５？？？林水果产量１１．７３万 下降０１？？？出栏３６１７万只，增长３５．７４其中住宅投资３０７．７２亿元，
吨，下降１６．１８？？

２８７？？？出栏４２５４万头，增长 增长１２１９？？房屋施工面积４５３７９３

年末全市大牲畜存栏７．４５ 万头 ４８５？？建成特色产业千亩标准化基 万平方米，增长２９６？？？屋竣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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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４０处，老旧住宅小区增设电梯２３５

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分行业项目投资及其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长（％）

衣、林、牧、渔业

未矿当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严和供应业
建筑

批发和零《

｜交通运输、全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位息传给些件和这意持术照务，

金融业

－．
租货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遭业

遗
交
西

Ａ二０

品

烂民明务修理和其他照条业

教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螺氏

弧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出口总值（同口径）１３１８亿元，比
品房销售面积６６８．７９万平方米，下降 上年增长２３９２？？其中，出口总值
８．８４？？？品房销售额 ５２０．１１亿元， ７５６亿元，增长１７．２５？？？口总值
下降４．９６其中期房销售额４４２．５２ ｜５７５８亿元，增长３．９２？？全年新签
亿元，下降４．３８？？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２９份，新签合同金
积１６２．１４万平方米，下降２３．７７？？商

部，建成智慧小区３０处。新建农村公

路６２８千米，引洮一期榆中配套工程
和３３项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成，农村自来水普及率９０？？上，改
｜造农村危房４５４４户、卫生则所２万
户。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３５

个。兰州新区荣获＂２０１８年中国智慧

城市创新奖＂。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交通通信】２０１８年，全市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 ＧＡＮＳＵ
１４７．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３？？全年
公路运输完成货运周转量２０１．８９亿吨
千米，旅客周转量７０．４５亿人千米。
年末全市机动车保有量１０５．９８万辆，
比上年末增长４２？？其中轿车４３０７

万辆，增长４．５６？？？年新注册机动
车７．７２万辆，下降３２８７？？

按２０１５年不变价格计算，电信业

｜务总量３４６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８．７８？？？２０１０年不变价格计算，

邮政业务总量１１６４亿元，比上年增
长１６．５２？？年末固定电话用户６０２７
万户，本年减少固定电话用户１．５９万
户。年末移动电话用户６６３９万户，
新增１９６４２万户，其中４Ｃ移动电话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额２．３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３５完 用户４２５．４６万户。年末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数１６５８５万户，互联网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３５２０９亿元， ：营业额２．３亿美元，增长３５？？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接待国 带接入端口３６７．０７万个
比上年增长７．４？？其中城镇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８８亿元，增长 内外游客６７２１９万人次，全年实现旅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新改建

７４８？？？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游总收入５９４１亿元。
旅游则所９２座。全年接待国内旅游人
额１９３．２１亿元，增长６６？？从行业构
【城乡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市实施城 数６７１８．５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成看，批发业实现销售额４６５．６１亿 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３８个，完成投 ２３．７５？？？境旅游人数３３４万人次，
｜元，增长２２２？？？售业实现销售额 资１１６３亿元。轨道交通１号线一期 比上年增长５０．４４？？实现旅游总收入
１２３２．５６亿元，增长１０．３？？？宿业实 联调联试。南祭城高速建成通车。改 ５９４．１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入５９３４５
现营业额２８９５亿元，增长１２．１？？？ ｜造提升主次干道８条，打通疏解路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０．１１％，
【财政金融证券保险】２０１８年，
饮业实现营业额２７２７３亿元，增长 条，新建人行通道１０座、停车泊位
１２？？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７００个。开通榆中、红古、水登至市 全市地区性财政收入７２１５３亿元，比
｜１．７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累计上涨 ｜区的９条城际公交线路，开通县区内 上年同口径增长７４３？？一般公共预
１．７？？全年限额以上企业实现商品零 公交线路１３条、城乡公交３条，实现 算收人为２５３．３２亿元，增长８８７？？

售额４７４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１．７？？ 远郊３县１区城际公交全覆盖。开通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４６５．６８亿元，增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５家，投资 安定门至兰山城乡公交线路。建成道 ｜长１１３５？？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
｜总额５．８９亿美元，增长６６８８？？？同 路线廊４７条。全市水源地项目主体完 各项存款余额８７１６４亿元，同比增

利用外资额 １．８亿美元，增长 工。国电＂上大压小＂异地建设项目 长２３８？？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７６６２？？新设立对外投资企业１０ 配套长输供热干线投用。实施棚户区 １１０１０．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１８？？年
｜家，投资额１６６７万美元。全年外贸进 改造３．１万户，＂三不管＂老旧楼院改 末全市有境内股票上市公司２０家。年

｜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３６９

末股票总市值１００５．４８亿元，下降 性文化服务中心１４个、社区综合性文 ｜３５０４元，比上年增长８．３？？？镇居

４３．４？？全年保费收人１３６．０４亿元， 化服务中心１１６个，书香社区５０个，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２６１３０元，比上年
增长１１．１２？？
８个＂读者小站·金城书房＂树立了 ｜增长８．５？？？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全市有 全省公共文化空间标杆。修缮古建筑 人１２３６８元，比上年增长９．４？？？村

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４３７家。全市 ４处，建设＂历史再现＂工程博物馆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９６９７元，比上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１１个，永登县红城镇、西固区河口村 年增长２．７？？？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称号。 ｜９．４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甘肃 ５．１增长１．５个百分点，综合科技
｜本土影片《丢羊》获第１７届中国电影 ２０？？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上
年鉴 创新水平指数７５６８增长３４８个百
分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６２８６亿 华表奖。
｜涨１．７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累计上
死 元，增长１１．９７？？专利申请量１０７０８ 年末全市有文化馆９个（不含省 ｜冰１．７？？
ＧＡＮＳＵ ｜件，比上年增长３７．４每万人发明 级），公共图书馆８个（不含省级），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专利拥有量１２０６件，同比增长 博物馆（含纪念馆）１３个（不含省 老保险人数８３．７万人，增长９．７？？？
１２？？授权专利５２０６件，增长 级），国有艺术表演团体２个（不含省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９？万
２２７授予发明专利权８９３件，下降 级）。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 人，增长６１？？？乡居民参加基本医
１．５？？认定登记技术合同４０１１项，下 别为９９．６５？９７０？？有线电视用 疗保险人数２１４９万人，下降２２％；
户３０８万户，下降１３．５？？？线数字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５６８万人，增长
降１４．６１？？

０１？？？加工伤保险人数６１万人，增

｜ 全市义务教育５６人以上大班额比 电视用户３０．８万户，下降１４？？

例控制在１０？？内，１１所省属职业学

【医疗卫生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

长１０．７？？？加生育保险人数５８．６２万
校＂出城人园＂移交办学，实施１５个 ｜全市有卫生机构２２１１个，卫生技术人 ｜人、增长６７？？？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教育资源扩大化项目。新增学位１．９
万个。完成３０所标准化幼儿园创建。
创新出台聘任教颠同工同酬新办法，
新招聘教师１１４９名。投入４４亿元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全市研究生教育招生１．４

员３．７万人，拥有床位２８万张。建成
｜各类医联体１１４个、完成３４个村卫生
室改扩建工程，全市社区和乡镇卫生
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实现全覆盖，区

险参保人数７５万人，增长３？？城市
低保标准提高７．６农村低保标准提
高６３特困供养标准提高７．６？？

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平均增幅
县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全部实现远程医 １２１８４元，同比上年增长５６８？？完

疗。城乡参保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比例 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

｜万人，比上年增长８．９６在校研究 平均提高１０９

｜准，由每人每年４９０元提高到５５０
举办兰州银行杯２０１８兰州国际马 ｜ 元。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

生３８５万人，增长１１．３１？？？通高等
教育招生１４６６万人，增长５．６在 拉松赛、百合之路百千米城市越野赛 销比例分别上调５？１０？？
｜ 校学生４８３６万人增长３．７４？？？等 ｜和首届市民运动会。建成城乡全民健

职业教育招生１２５万人，下降９６％；
普通高中招生１９８万人，下降
１２．７１？？？中学校招生３．３６万人，增
长０．５２？？？通小学招生４．１７万人，
增长６３２？？？殊教育招生２５１人，
增长３２．８？？？儿园在园幼儿１１．９８万

｜【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２０１８

身场地２００个和５人制笼式足球场８ 年，全市安全生产事故死亡１２５人，
个。２０１９国际田联年会落地兰州。 比上年下降１．７８？？亿元生产总值生
２０１８年全市体育销售彩票额１５．４亿 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００５人，下降
元。全市获得国家级赛事金牌２枚、 ２３．３？？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０．１９９
银牌１枚、领牌３枚，国际赛事银牌１ 人，下降６６１？？全年发生道路交通

支、铜牌２枚，合计奖牌总数９枚。
｜事故８４起（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事
【人民生话与社会保障】２０１ 故１０５起），造成１４６人死亡，９０７人
【文化广播影视】建成街道综合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受伤（其中生产经营性道路事故死亡

人，增长１．４？？

指栋
研生我月

青通高等教育

中等职堂教育
普通高中
普通初中
普通小学

招生数
（万人）

１４

１４．６６
１．２５

１．９８

３．３６
４．１７

３７０｜市（州）县（市、区）概况

２０１８年兰州市各类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情况
上年增长
在校生数
比上年增长
（万人）

．％
５．８６

－９．６０
－１２７１
０５２
６．３２

３．８５
４８．３６

１３
３７

６．５ｓ

－４
２９１
３．７８

３．７９

９９８

２２．６０

－７５２

毕业生软
（万人）

之上年增长

１２２３

－１９

＿０％

１３８
２２６

３０７

３４３

４

２３８

０
－９５
１７６

６７人，受伤６４人），直接经济损失 赋予＂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大数据中心、拜尔云计算等大数据产

３９０万元；道路交通万车死亡人数 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 业项目２７个，计划投资２６０亿元，已
１，３８人，下降１．１？？
要战略平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完成投资６０亿元。全面建成国际互联
全年农作物累计受灾面积２５．２３

｜战略定位，总面积１７４平方千米， 网数据专用通道，建成新区大数据产

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４．６８万亩。其中 （中心城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２４６平 业园一期项目，中科曙光先进计算中
累计成灾面积１８．１７万亩，比上年增 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新区托管永登县 ｜心、北科维拓物联网智能制造基地已
加１０．９１万亩。
中川镇、秦川镇和皋兰县西岔镇３个 ｜完成基础建设，华为、清创、未来新 甘肃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兰 镇，常住人口３１．７万人，户籍人口 影等云计算启动运营。中国兰州数字
年鉴
经济论坛在新区召开。
渝铁路动车组正式上线运营，兰州至 １５．３万人。
｜【商贸流通］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
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威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候斜，东西两
面是低矮黄土山丘，平均海拔１９１０
｜段）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兰州新区
区累计建成运营各类宾馆酒店７０家， ＧＡＮＳＵ

２０Ｍｇ

｜空铁海公多式联运工程启动建设。甘 ｜ 米。属典型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
肃（兰州）国际陆港成为国家指定对 四季分明、阳光充足，冬季寒冷干
尼泊尔开放的国内陆港之一，东川铁 燥，春季多风少雨，夏无酷暑，秋季
路物流中心集装箱等货运功能作业区 温凉。

建成奥特莱斯、瑞岭国际、京都等大

｜型商业体４１家４２４万平方米。２０１８
年，新注册市场主体３９４７个，比上年
增长２３８？？限上批发业、零告业销

２０１８年，兰州新区实现地区生产 售额分别增长１２８？？２１９住宿业
务院批复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全面建 总值２０５亿元，增长１６？？？定资产 ｜营业额增长１８６？？中川机场执行国
成兰州铁路口岸。中亚、中欧、南亚 投资３０８．３亿元，增长１９４？？？会消 ｜际国内航线达到２０５条、旅客吞吐量
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运营，中欧国际 费品零售总额３６６亿元，增长 １３８５万人次，大宗商品交易额突破
货运班列乌兰乌德至兰州新区木板专 １４８？？？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５．２亿 ８００亿元。中川北站物流同跻身全省
列实现通关。新开通兰州至伊斯兰堡 元，增长１５．６？？？府性基金收入 百亿元物流园区，新区商贸物流集团
｜建成运营，兰州铁路集装箱场站获国

被评为＂西部物流百强企业＂。
南亚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和兰州至 ３０８亿元，增长４６．５？？
【招商引资］兰州新区重点发展
【文化旅游］２０１８年全区文化产
曼谷、河内国际货运航线，获批建设
进口粮食、汽车整车指定口岸，全面 大数据和信息化、先进装备制造、新 业增加值增长１３８？？建成秦王川国
运营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境水果及肉 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汽车、生物 ｜家湿地公园、晴望川民俗文化村等７
类指定口岸，在白俄罗斯、俄罗斯等

医药、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 大旅游景区，开发精品旅游线路１０

国设立特色商品展示中心和海外保税 业九大产业。２０１８年，引进产业项目 条。２０１８年接待游客３９３万人次、增
仓。全年累计发运中亚、南亚、中欧 １０５项，签约资金５５６３３亿元，引进 长１８０旅游综合收人１３．６亿元、
班列５１６列，２３２５５车，货物４１．４万 ｜到位资金３０１．０９亿元。其中２４届兰洽 ｜增长１８５？？西部恐龙园被评为国家
吨，价值１４１３９１万美元；发运国际陆 会签约项日５９个，总投资３５６亿元， ４Ａ级景区，荣登＂中国主题公园品牌
海贸易新通道国际货运班列３３列８８４ 已开工项目３９个、开工率６６产业 影响力排行榜５０强＂。举办大型文化
活动１８场次。
组，发运货物２９万吨，价值４０７２２万 框架基本形成。
元。建成全省难一的兰州跨境电商公 【精细化工产业】依托新区远离 【城市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区新建
｜共服务平台。获批中国（兰州）跨境 江河和人口聚集区、空气干燥、无自 城市道路２５条８４千米，改造提升城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兰州新区综合 然保护区、环境容量大等天然优势， 市主干道１２条、交叉路口１１处。完
｜保税区跨境电商监管中心、中川北站 与中科院、兰州大学等一流科研院所 成综合客运站主体工程，建成公交场
铁路口岸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正式通关 合作，高标准规划建设１００平方千米 站９个，新开公交线１４条、新增公交
并网运营，实现全省跨境电商交易零 绿色高端化工园区，一期精细化工园 车１２０辆。敷设雨污、中水、热力、
的突破，
区３０平方千米的总体规划、规划环评 电力等各类市政管线５２８千米，改造
（供稿：张永萍）

已批复，征地拆迁和土地报批工作基 ｜提升街头公园４０万平方米。建成７号

｜本完成，水电路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 湖、西岔调蓄湖等生态水系工程，新
兰州新区
基本建成。截至年末、引进产业项目 增绿化面积１．６万亩，建成区绿地率
４９个、总投资１０６亿元，首批７个项 达到３５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区域概况］兰州新区位于甘肃 目开工建设。
３０６天。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荣
【大数据建设】被至年末，新区 获＂２０１８中国智慧城市创新奖＂。
省兰州市北部的秦王川盆地，是全国
ｋ，被累计引进落地国网云计算、澜泽科技
【科技创新】２０１８年，新区兑现
第五个、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被累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７１

科技奖励资金１．１３亿元。建成李烛院 园等５个项目，完成投资６．２亿元，加 评为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居民
｜士专家工作站等创新平台２９个、人才 快打造具有新区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９１．６家庭医

培育平台１１个，产业孵化大夏跻身国 建成美丽乡村１５个，完成改则５６３０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Ａ类行列，荣获 个，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

＂科技创业瓣化贡献奖＂。二氧化碳加

甘肃
年鉴

０

生签约率４６．４？？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年，新区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教育卫生】截至２０１８年末，新 人３０７９２元、增长１０农村居民人
氢制甲醇、同位素药物研发生产等重
｜大科技成果落户新区，科技成果转化 区拥有中小幼各类学校１００所。全年 均可支配收入 １１０２０元、增长
率２３６？？新引进科技型企业１２７ ｜改造薄弱学校１７所、新建小学２所、 １０５？？新增城镇化就业１．５４万人，
家，新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１３家， 新开办幼儿园５所、建成＂金城名师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内。
｜成效。

有研发活动规上工业企业占比４０％， 工作站＂１７个，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 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
ＧＡＮＳＵ 科技进步贡献率５８全社会研发投 率９３？？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分别达到９８．３？？９９２困难群众参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入占ＧＤＰ比重３．０６？？
９９５７？？高中阶段毛人学率９７．７％ 保缴费补贴全覆盖。新建社区服务站
【对外开放】西北最大的跨境电 舟曲中学高考二本上线率６７．１１？？科 ９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６家、农村老
商监管平台建成投运，冰鲜水产品、 教城一期人住５所院校５万人，二期 人互助幸福院５家、社会福利院１
肉类、种苗、粮食、木材等口岸全面 甘肃政法学院、兰州工业学院等８所 家、教火物资储备库１个。建成省体
运营。在英国、俄罗斯、巴基斯坦、 院校加快建设，甘肃省产教融合基 育馆和新区图书馆、档案馆。新区车
｜哈萨克斯坦设立海外保税仓．建立商 地、甘肃省智能制造综合实训中心、 管所建成投运。建成公租房、保障
｜贸直通渠道。与＂一带一路＂沿线１６ 甘肃省职业教育工业４０实训实验基 房、商品房等各类住房１．９万套，销
个国家建立经贸关系，形成综保区、 地基本建成。
售面积１１５万平方米，现房销售率
航空、铁路、公路立体物流通道。 ｜ 年末新区有各级各类医疗服务机 ９８？？上。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２０１８年实现进出口贸易额５２４亿元。 构１２２家，床位８１６张，卫生从业人 为１１５８７户拆迁农民提供安置住房
【乡村振兴】２０１８年，完成脱贫 员７４０人（不含村医和个体诊所人 １９５７８套，筹资１５亿元为５９９２户

２７６户９８６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 员）。建成新区首家二甲综合性医院 ｜２５２３２名征拆农民兑现还建商铺。

０．５？？实施现代农业项目１２个、总投 一兰州新区中川人民医院，引进医疗
｜资１０５．５亿元。规划建设现代农业养 ［卫生人才２９６名，设立院士、外籍专
殖园、现代农业公园和示范同，引进 家、名中医工作室，与兰大二院建立
｜中天羊业、天兆猪业、天欣猪业等４ 紧密型医联体、区域内医共体。实行
个养殖项目，加快建设百万只羊、百 ＂双向转诊＂＂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万头猪的养殖产业集群；实施现代农 式＂结报、异地结报，新区住院平均
业种植项日７个，培育黑罗汉、甘 费用控制在１９４５元、门诊平均费用
露、索邦百合等特色品种３７个；引进 １００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３０？？
省农校实验基地、农业民俗文化博览 右。中川、秦川和西岔三所卫生院被

（供稿：鲁贤德）
｜城关区

｜【区域概况】城关区位于兰州河

｜谷盆地东部，是甘肃省会兰州市的中

心区，是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
教育、文化、交通中心，是全国唯一
的省、市、区三级党政军机关集于一
地的县区，全区总
面积２０７．８３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
末，全区常住人口１３１．９１万人，比上

年末增加０．３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３．１７？？其中城镇人口１３０．２２万
人，城镇化率为９８．７２？？
｜境内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流

经本区１８千米。境内平均海拔１５２０

米。属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特

｜征，市区年均气温１１２℃，年均降水
量３２７８毫米，蒸发量１４３７．７毫米，
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２４６小时，无
霜期 １８０天以上，年平均相对湿度
｜５６？？有五泉山公园、水车博览园、

３７２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照料中心１１家，建成民办养老机构２ ｜有天然林资源保护森林面积７．２１万
型商场拥有量占全市的８０？？上，兰 ｜家，新增养老床位４４０张。全年实现 亩，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面积９０２５

｜黄河铁桥等自然人文景区。全区大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９４０１元， 万亩，森林覆盖率２６２４？？年平均降
＂全国同类市场１００强＂。区内有兰州 ｜同比增长８１？？？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水量３６０毫米，年平均气温１０．Ｓ℃，
大学、中科院兰州分院、中国航天科 收人２４４８４元，同比增长９１？？全年 全年日照时数平均２４６小时，无霜期
｜技集团公司５１０研究所、中国农科院 城镇新增就业人员４０５４２人，年末城 在１８０天以上，冬无严寒，夏无酷
｜州东部批发市场等５个大型市场跻身

兰州兽研所等著名科研院所１２４家。 镇登记失业率为１．９１？？全年输转城 ｜暑。境内有煤炭、石英石、石灰石、
有《读者》《丝路花雨》《大梦敦煌》 ｜乡富余劳动力８１８１人，同比下降 址土、沙石、路标石以及地热等７种

甘肃

及兰州太平鼓等一大批文化艺术 １．６５？？
资源。区内小西湖、石佛沟、水车园 年鉴
成果。
【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建设】 等旅游景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制定《城关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地区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９

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２０９１亿元，同比增 发展战略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生产总值４８０．８４亿元，较上年增加
｜长５．６？？第一产业增加值０５２亿元， ｜投人１３５９万元，扶持丝路品味等众侧 ２８．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３？？第一产
同比增长２？？？二产业增加值１３４．７５ 平台１３家，成功解化甘肃微领地网络 ｜业增加值５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５？？

亿元，同比下降１．１？？全年实现工业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１１４家，育乐萌 第二产业增加值１６７．３７亿元，同比增
增加值５８３３亿元，同比下降２．４？？ 等项目７个，转化科技成果５项，累 ｜长０．５？？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０８亿元，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５１．０１亿 计培育各类众创空间５２家，其中国家 同比增长７？？？区地区性财政收入
｜元，同比下降２６？？？三产业增加值

级１４家，占全省近４０各类双创平 ６３．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其中完

８８Ｓ５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６．７？？三次产 ｜台人孵企业１８１５家，带动就业１１５００ 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２７３亿元，同
业结构由２０１７年的０２３：１３．５１：８６２６ 人。建成会宁路双创示范街；举办 比增长８．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调整为２０１８年的００５：１３．２：８６．７５。 ＂２０１８西部创客节创享大会、创响中 ３６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６？？？定资
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国兰州站＂主题活动；成功加人＂西 产投资同比增长１０．７１？？？现社会消
为７７４８３元。全年实现公共财政预算 ｜部地区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开启区 ｜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９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２？？？成招商引资投资额达４０２
《供稿：赵文娟） 亿元；全区旅游收人９４．３１亿元，同

｜收人４４．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０１？？ ｜域协同创新新篇章。

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５９０３亿元，
同比增长７．０１？？全区金融机构人民
币各项存款余额为５４８９２４亿元，同 七里河区
比增长３．７１？？？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５３８１．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２？？全
【区域概况】七里河区地处兰州
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８？？ 市中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３＂３６＇～１０３

比增长２５．５？？上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区共有

医疗卫生机构４２７个，标准床位１８３６
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１１人；有各级各
类学校１０８所，在校学生５６６１２人，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３９．１８ ｜５４，北纬３５＂５０＇～￣３６＂０６＇之间。东至 幼儿园１５０所，在园幼儿１９５５２人；

亿元，同比增长７．３２？？全年累计接 雷坛河，与城关区相肇；南与定西市 有６个乡镇文化站、５９个乡村舞台、９
待国内外游客４４９８万人次，同比增 临洮县为邻；东南至铁冶，与检中银 个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和７８个社
长２０．１？？？现旅游总收入４１８．１６亿 山乡相邻；西南至七道梁、摩云关、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２０１８年，全
元，同比增长２３？？
｜湖滩，与临洮县、临夏州永靖县交 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人３３４５６元，农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拥 界，西至彭家坪、崔家大滩、深沟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８５２７元，不考虑
有普通中学５２所、普通小学８４所、 桥，与西固区致邻；北濒黄河，与安 物价因素，分别比上年增长８６？
特教学校２所。新建中小学校、托幼 宁区和城关区靖远路街道徐家湾隔河 ９．６？？
机构１９所，新增学位４２００个。年末 ｜相望，全区总面积３９７．２５平方千米。 （供稿：七里河区地方史志办公
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５０２个，卫生 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１乡５镇９个街道办室）
｜技术人员１９５９２人，拥有床位数１３ 事处，常住人口５７．７７万人，人口自
万张。建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 ｜然增长率为４６其中城镇人口 西固区

所５个。建成全省首个县区智慧体育 ５００６万人，城镇化率８６５？？有回
【区域概况】西固区位于甘肃中
全民健身大数据平台，新建国民体质 族、藏族等４４个少数民族
｜监测点２个。全年受理专利申请３８１８ 黄河流经境内１５千米，地表及地 部陇西黄土高原西部（兰州河谷盆
件，同比增长１６．８？？新建老年日间下水年径流量３００多亿立方米。全区 地），黄河由西向东横穿全境，地势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７３

西南高、东北低，南北两山向河谷川 皎沟，矿区面积０．１０４５平方千米，矿 设施提升改造，省商业学校、兰州商
区倾斜，海拔在１５００米至２０００米之 ｜ 体最大厚度约为５５．２米，储量约为 贸学校顺利移交。建成疾控水质监测
间。位于北纬３５°５８＇－３６＂１３＇，东经 ４１．１万立方米，现已开发利用。黄河 实验室、区消清毒供应中心和心电网络
１０３＂１９＇￣１０５＂４１＇。地处兰州市西南 ｜流经西固境内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 平台，完成６家乡镇卫生院升级改
部，东与七里河区接壤，南连永靖 源，先后修建了八盘峡、柴家峡、河 造。西而金城鲜卑主题馆、１０个自助
县，西邻红古区，北与永登县、皋兰 口峡三座水电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共享图书馆全面对外免费开放，建成
｜县、安宁区赋邻。辖区东西最大距离 护单位７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０ ｜１８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在全

甘肃 ３０２千米，南北最大距离１９千米，总
年鉴 ｜面积３５８．３１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

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１项，省 省率先建成科技企业解化器院士专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４项；Ａ级旅游景 服务中心，新增省市级众创空间５
３４９．１４平方千米，占９７４４水域面 区１家。是国家＂一五＂期间重点投 家，７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认
ＧＡＮＳＵ 积９１７平方千米，占２５６？？２０１８年 资兴建的大型石油化工基地之一，现 定。全年专利申请量达６８０件。２０１８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末，全区辖５镇１乡，总人口３２２３万 有各类企业１０００多家，其中中石油兰 年，西固区成功创建＂全国健康促进
人，其中城镇人口２９２１万人。人口 ｜州石化公司等中央、省、市属大中型 区＂＂全国法治县区先进单位＂＂全省
密度为每平方千米１０４２．８４人。
企业３３家，工业经济总量占全区经济 无邪教示范区＂，甘肃（兰州）国际
境内属陇西黄土梁勤区的一部 的３５，占兰州市工业经济总量的近２ 陆港荣获第二批国家示范物流园区和
分，梁茆起伏，沟壑纵横，交错分｜５．甘肃省的近１／１０。
＂２０１８年全国优秀物流园区＂。河口镇
布，成河谷川区、坪台沟坡区、南山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被省政府列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
梁昴区和北山梁勤沟壑区。属温带半 地区生产总值４４８．５３亿元、同比增长 制改革试点乡镇，河口村列入中国美
干旱大陆性气候，降水偏少，日照充 ｜４？？？产增加值完成２９１亿元、同比 丽休闲乡村和全国第一批绿色村庄名
足，蒸发量大，气候干燥。春季干旱 增长４６？？？产增加值完成２７６７６亿 录，５家单位分别荣膺省级文明单位
多风；夏季炎热降水集中；秋季凉 元、同比增长１．９其中规模以上工 和文明社区。全年新增创业企业１２５２

２Ｏ

爽：冬季较冷少雪。多年平均气温 业增加值完成２３８４亿元、同比增长 家、就业１２３８７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１０．３℃。年平均降水量２９７１毫米，年 ２５建筑业增加值完成５．９亿元、 控制在２．０３？？内。
平均降雨日数为６８．３天。降雨集中在 同比下降０．３？？？产增加值完成 【陆港经济】甘肃（兰州）国际
每年５月至９月，７月最多。境内河 １８．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５？？？定资 ｜陆港五大核心功能加快完善，荣获第

道，属黄河水系，自西向东贯穿全
境。主要河道有一级河湟水河、庄浪
河两条，总长９．８千米。境内最大河
流为黄河，从永靖县至达川乡岔路村
｜入西固区．流经西固区，东至新滩村

出境，全长３８千米，流域面积３８４平
方千米，年均流量１０７０ 立方米秒。
辖区内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主要为建筑
用辉绿岩矿，分布于新城镇青石台

一—

产业类型

产投资同比增长８７７？？？成地方性 二批国家示范物流园区和＂２０１８年全

财政收入１５９．１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国优秀物流园区＂，保税物流中心（Ｂ

收入完成１０８亿元、同比下降 型）基本建成，多式联运中心开工建
１．４５？？？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出 ｜设．汽车整车进口口岸成功获批，路
１３７４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２３？？？镇 身国家指定对尼泊尔开放三大内陆港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３８５３６元、 口。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省级物
同比增长８５？？？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流平台，首发中欧国际货运回程班
收人完成１８３８７元、同比增长９．３？？ 列，开通兰州一伊斯兰堡南亚公铁联
［社会发展】完成１５所学校基础 运班列，四大贸易通道实现双向常态
化运营，全年发运１８５列、进出口货

２０１８年西固区项目建设情况汇总表
日数（个

总投资（化亿元）

亿无项目
｜按建｜新建
Ｉ建 ｜［２０１８我 （个）

５

水利

［０５ ０８

６３

１２３
８０｜

经贸物洲

２３

Ｓ２

２５７
双

４８９６ ｜ ３６０．７｜１２８９｜｜ １（
１０１５ ｜

３７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值约４６亿元，签约引进过亿元项目１５
、到位资金１８５．８亿元。
【丝路电商产业园】丝路电意产
业园入驻企业达２６０家，全省唯一的

电商通关服务窗口——兰州三维跨境
电商平台正式运营，京通易购、阿里
巴巴、苏宁控股等电商龙头企业落户
西固。全年电商销售额突破４５亿元。
（供稿：王晓蓉）

安宁区

５９．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７３？？

｜万人。有回族、满族、东乡族、藏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共 族、蒙古族等１８个少数民族。
【区域概况】安宁区地处甘肃省 有辖区中小学校２９所，在校学生 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呈两山夹

兰州市西北黄河北岸，介于东经１０３ ３２８３０人，在职教职员工２６０１名。实
｜３４＇～１０３°４７，北纬３６＂５＇￣３６＂１０之 施学校各类新建、续建项目２个，新
间。东起九州台白土梁一带与城关区 建校舍约２３７００平方米。全区共有各
毗邻，西至虎头崖与西固相接，南邻 类医疗机构１９３家。全区第一家三甲
黄河与七里河、西固隔河相望，北依 ｜医院甘肃省妇女儿童医疗综合体获批

川的带状地形，海拔１５８０－２４６２米属
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境内已查明的矿
藏有煤、石油等１１种，矿床、矿点１８
｜处，已勘查过远景储量及工业储量的

矿种７种。是甘肃省重要的煤炭和电 甘肃

九州台、大青山、仁寿山、风凰山与 ｜立项，区医院翻建项目进展顺利。全 ｜解铝生产基地、全国主要的炭素生产 年鉴
｜皋兰县接壤。东西长１９．６千米，南北 区共推荐申报国家、省、市科技项目 ｜基地、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 ２０１９］

宽２．７至７千米，全区总面积８２３３平 ｜５１项。安宁区被省卫计委、民政厅授 基地。
ＧＡＮＳＵ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共辖８个街 ｜予＂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区＂称
道办事处５９个社区。总人口３５万 号，被国家标准委确定为＂全国公共 地区生产总值１１０７２亿元，增长
｜人，人口出生率为１０．７９？？有回族、 服务和社会管理＂标准化示范项目县 ６３？？？一产业增加值４１２亿元，增
蒙古族、满族、藏族等２８个少数 区，被评为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 长４．９第二产业增加值６５．４２亿
民族。

先进集体。

元，增长１０．２？？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２０１８年，全区共执行新建、续到 ｜完成增加值６２１５亿元，增长
境内依山傍河，东西两侧高，中
间低缓，呈马鞍形，形成狭长河谷平 招商引资项目２２个，投资总额 １０．８？？第三产业增加值４１．１８亿元，
原一安宁平原。海拔１５１７．３米至 ７３１．８２亿元。第３５届中国兰州桃花旅 下降１．４？？？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２０６７．２米，相对高差５５０米。内陆性 游节签约项目１３个，投资总额５４．９亿 １９．０４？？？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８．７８
气候特征明显，日光充足，气候宜 元：２４届兰洽会共签约项目７个，投 ｜亿元，增长７２？？？地区财政收人达

资总额５４７０亿元，引进到位资金１６４ ｜到３８０５亿元，增长１１４．３７连续两
１６６４毫米。年平均气温８．９摄氏度。 亿元。申报裔贸流通及服务业企业１５ 年实现翻番；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人。年降水量３４９．９毫米，年蒸发量

家，新增销售额１５．１亿元。完成全区 ８．９３亿元，增长７０４１同比增速位
区内有西北师范大学等１７所大中专院 ｜老旧小区＂穿衣暖民＂项日１５个，教 居全省第一；全年旅游收入７．９２亿
｜年日照２４７６４小时，无霜期１７２天。

校、有省社科院、省农科院等２所科 资约１５００万元。建成街道综合性文化 元，增长２７？？
研院所，国家级以上科研机构１１７ 服务中心２个、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区组织
家。盛产白风桃，是问名全国的四大 中心１７个、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 申报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３１项，培
蜜桃生产基地，有天斧砂官等人文自 施改造工程１００户。全区城镇居民人 ｜育认定高新企业、市级农业科技示范
均可支配收入３５３６９元，增长 ｜园区、众创空间、阿敏科研等创新研
然景观。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生产 ｜ ８．５８？？全年城镇新增就业９７３人， 发基地８家。建成南区、花庄和水车
湾３所幼儿园，完成二十四中教学
总值实现１７９８８亿元，同比增长 失业率２．２９？？
（供稿：陈天军 邹向东） 楼、水车湾小学、七十一中运动场改
７２？？？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

造工程，开工建设海石湾第三小学。
新建标准化村卫生所３所。建成区文
１１９．２８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０？？ 红古区
体中心、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８个
３．９？？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增加值４１．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５？？
【区域概况】红古区位于甘肃省 群众活动场地。建成区电子商务服务
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１３．３亿元； 中部，介于北纬３６＂１９－３６２１＇，东经 中心和电子商务服务站２９个，开设苏
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８０．８５亿元，同 １０２＂５０＂－１０２＂５４＇之间。东接兰州市 宁易购河湟红古馆，农迈特等本土电
比增长１１０６？？？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西固区，西临大通河，南濒湟水与青 商平台交易额达到８２００万元。新发展
投资 额７１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海省民和回族上族白治县和甘肃省水 ｜省市级龙头企业４家，农民专业合作
１５．１５？？？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靖县相望，北部黄上山岭与永登县毗 社２４家，新发展鑫源樱桃采摘、守诚
９５．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２３？？？区性 邻，东西长５３．７千米，南北宽不过２４ 草莓采摘等采摘休闲农业园１０家。新
财政收入４５．８４亿元，同比增长 千米，最狭窄处仅３．３千米，全区总 建省市区级＂美丽乡村＂８个，完成
１２４８？？？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１２６亿 而积６７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三改＂２２８户，解决４１４９人饮水不
分别完成０．１６亿元、６０４４亿元、

元，同比增长８．０３？？？现旅游收人 区辖４个镇４个街道，常住人口１４．４１隐定问题。新增城镇就业５３１８人，安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３７５

置闲难人员就业６４３人，城镇失业登 气温出现在１月３１日，－２１．７℃。境内 条街、９万方蓄水池等重点项目基本
记率控制在３．４９？？内。全年输转城 有明肃王墓、青城古民居、明长城等 完成。完成甘肃栖云田园开发建设有

乡富余劳动力１．２６万人，劳务创收 ７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境内省级 限公司的注册和成立工作。建立＂公
３１６５．８１万元。全区城镇和农村居民 文物保护单位７处，县级文物保护单 司＋县田园综合体指挥部成员单位＋村

甘肃

｜人均可支配收人分别达到３０４６元、 ｜位１９处。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党支部、村委会＂管理模式，完善李
１９２０７元，谱长８．４？？９５？？
１００项，有青城、金崖两个国家级历 家庄田园综合体投融资及建设管理体
｜【积极应对强降雨灾害】２０１８年７ 史文化名镇。有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 ｜制机制。按照＂１＋３＋Ｘ＂模式，康源

月２２日、８月２日，红古区两次遭遇 护区和青城古镇景区国家４Ａ级风景 现代都市农业园、三角城县级农业示
年鉴 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灾害
区２处。
范园、兰州梦泰农生态庄园、青城镇

团 ｜发生后，全区积极应对，科学、高效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魏家坪现代农业示范园、和平镇沁园
ＧＡＮＳＵ ｜组织抢险救灾工作，安全转移群众 ｜总值１４４．６８亿元，增长２４２２？？其 ｜春等５个田园综合体建设进展顺利。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１６００余人，在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中，农业增加值１１９７亿元，同比增 形成与李家庄田园综合体优势互补、
的基础上实现＂零伤亡＂，并迅速启 长６？？？成工业增加值４３．１１亿元， 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
动灾后重建，积极筹措资金２７００万元 同比增长１１４．３其中规上工业增加 【榆中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有序实施危房加固、农田恢复、道路 值３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０．５增速 羯牌】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榆中县电子
抢修、渠道疏浚、洪道治理等重建项 ｜在兰州市各县区排名第一；完成第三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揭牌启动建成２３
目１９个。

（供稿：马玉花）
榆中县

【区域概况］检中县位于甘肃省

产业增加值６３．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个乡镇快递物流中心，实现乡到村的
０１？？全县地区性财政收人１４９２亿 ｜物流配送，村级网点覆盖率８０从

元，增长１５８６？？？政总支出达到 县中心到村级网点４８小时内完成配
｜５６２亿元，增长５．６？？固定资产投 ｜送。全年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４２亿

资总额１３４９亿元、增长１０？？社会 元，同比增长５０其中农特产品线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４０１７亿元，增 上销售额２２５０万元，同比增长

中部，介于东经１０３°５０＇￣１０４°３４＇北 长９？？全县年末存款余额２６１．２１亿 ８７５？？１０月２３日，阿里研究院发布

纬３５°３４＇￣３６°２６＇之间。西靠七里河 元，贷款余额２６３．１７亿元。
区、城关区，东邻安定区，西南与临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洮县交界，北隔黄河与皋兰县、白银 有各级各类学校２５２所（不含高新
市平川区相望，东北和靖远县、会宁 区），在校学生４９２９８人，教职工４０８１
｜县接壤。南北长９２千米，东西宽５４ 人。投资１．０６亿元，新建、改扩建和
千米，全县总面积３３０１６４平方千 ｜维修校合３．４５万平方米。全县有医疗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全国百佳示范县排名

榜，榆中县列４６位。１１月１２日，京

｜东＂双１＂全球好购节活劲结柬后，

京东的数据显示，榆中是甘肃消费实
力最强的县。

《供稿：周学海）

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０３．０２万亩，森林 卫生机构３８５个，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７７

面积７５８３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名，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实际开放床

皋兰县

１１镇９乡２６８个行政村，其中，连 ｜位１６３张。新建县中医院康复中心，
搭、定远两镇由兰州高新区托管。全 ２１家乡镇卫生院全部完成改造提升， 【区域概况】皋兰县地处甘肃省
县共有户籍人口４７２８６７人．人口自然 新建、维修标准化村卫生室２３所。在 ｜中部，兰州市东北部，介于东经１０３°

１５个乡镇实施５９个农村集中安置点建 ３２＇￣１０４°２２＇，北纬３６＂０５＇￣３６＂５０＇之
增长率为６．６７？？
境内地势由西南、东南、东北三 ｜设项目，安置搬迁农户１５４４户５１６６ 间。东临白银市和输中县，南接兰州

面向西北倾斜，南和北部为山区，两 人，搬迁人住５８９户１９７６人，项目总 市区，西连永登县，北依景泰县，全
山之间为中部川区地带。海拔１４００￣ 投资３４５亿元。全县城镇居民可支配 县区域总面积２１３６９平方千米。

３７００米之间。黄河流经榆中县北， 收人２３７６９元，同比增长８３？？？民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６个镇，籍总人口
主要支流有兴隆大河、龛谷河、黑池 人均纯收人１０４５９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８４３人，人口真然增长率８．７７？？
沟等。气候属温带半干早性气候。年 ９．？？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２４０７人，城 ｜ 境内属黄上高原丘陵沟壑区，地
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山脉多为南北
｜平均气温６．７℃。境内地形复杂，海拔 镇登记失业率２．２６？？
高差大，降水量少。北山地区年降雨 【田园综合体建设】２０１８年，榆 走向，海拔在１４５９２米－２４５２米之
｜量３００毫米，南山地区年降雨量５００ 中县李家庄田园综合体累计完成投资 ｜间。属温带半干早气候，年均气温
毫米。２０１８年，全县年极端最高气温 １．９３亿元，４００亩设施农业以及配套 ｜７４℃，四季分明，年平均降水量
出现在６月２２日，３１４℃年极端最低 路网、千亩花海、水上餐厅、作坊一 ２４５．９毫米，２０１８年极端最大降水量

３７６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２６．８毫米，年燕发量高达１６７５．６毫 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４３个，城市社区 ２９１万元，开工建设北龙口消防站；

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完成国道１０９线以西
２０１８年，县城新增品牌连倾店８ 综合整治。什川生态文化旅游园，完

｜米。黄河流经皋兰县境内，年均流量 Ｈ间照料中心３个。

３１１亿立方米。有什川古梨园、黄河
奇峡、天斧沙宫、石洞寺森林等人文
自然景观。

家、特色餐饮店１０家、专业零售店１０ 成Ｓ１０３线什川至青城段土地征收１２８０
家。全县电商网上交易额达到１４亿 亩。黑石工业园，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污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地区 元，其中农产品网上销售额达到０．５ 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手
｜生产总值完成６５．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亿元，皋兰县被评为＂国家电子商务 续；投资２．３亿元的热加工孵化基 甘肃
｜８．４？？？产增加值完成６．１６亿元，同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县城镇居民 地，完成土地平整１４００亩。
比增长５．１？？？产增加值完成３３．６４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３８５元，同比
亿元，同比增长３．２？？？产增加值完 增长８０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供稿：魏周延）

成２６．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８？？社会 入达到１０７６９元，同比增长９４０？？ 永登县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２２４９亿元，同 当年全县实现稳定脱贫１１人，贫困

年鉴

２ｇ
ＧＡＮＳＵ

比增长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发生率降至１．２经省政府批准皋兰

【区域概况】永登县地处甘肃省
１３．８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６．２５ 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
中部，东南与皋兰县、西固区、红古
亿元，同比增长４０？？全年实现旅游 ｜【皋兰县强化工业园区建设】 区相邻，西北与天祝藏族自治县、景

２０１８年，皋兰县争取市政府国债资金 ｜泰县接壤，全县总面积６０９０平方千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总投资 １亿元，强化同区基础设施建设。三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２个镇（不含
４２６０万元的忠和中学教学楼、九合中 川口工业园区成功升格为省级开发园 中川、秦川二镇）４个乡，户籍总人
学实验楼、钱家窑小学教学楼、瞿家 区，黑石工业园区纳人市级开发区管 ｜口４３４５６３人（不含中川、秦川二镇）。
收人１０亿元。

尖小学教学楼等项目均已完成主体建 理。兰州经济区皋兰园区，兰州货运 境内地形由北向南倾斜，海拔在
设。投资４２６１万元的皋兰县人民医院 西站、铁邦物流同污水处理设施建成 １５００￣３０００米之间。大部分地区属温
｜住院部正在进行施工图审查。皋兰县 ｜投人运营；久和国际农副商贸城、兰 带半干早气候，全年降水量３３７．８毫
中医医院中药制剂中心及中药炮制与 州汽车配件仓储物流中心两家污水处 米，日照时数２５４１４小时，年均气温
质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项目完成可研 理站完成主体建设；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６．７℃。年均无霜期１５５天，绝对无霜
编制。投资５００万元，新建农村标准 铺设园区道路２３千米；顺利完成 期１４７天。全年多为西北风，年内最
化综合文化服务中心１０个，全县６个 Ｓ１０１中川铁路至黄羊头公路维修改造 ｜大风力为１８．５米每秒，一般风力为
乡镇文化服务中心全部达到三级标 项目皋兰段征地拆迁。三川口工业园 ２．４米每秒。有连城吐鲁沟、石屏山
准。建成文化馆图书馆分馆２个，全 区，投资２９８７万元，完成横二路延伸 自然风景区、连城显教寺、妙因寺、
面完成博物馆迁建及布展工作。建成 段工程。北龙口现代物流园，投资 ｜鲁土司衙门、红城感恩寺、城关海德
｜ 寺等人文自然景观。天然林覆盖面积

达４６万多亩，苦水玫瑰是全国产量最
｜大的地区之一。境内已探明的矿产２３

种。有色金属矿主要有铁、锰、金、

铜等；非金属矿产有石灰石、石英
石、大理石、白云石等。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经济
呈现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生产
｜增速下降，第三产业缓慢回升，固定

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消费品市场运行
｜平稳，财政收入低位增长，金融存贷

平稳增长的运行态势。全县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１０８．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１１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６？？？二产
造特色鲜明的文化品牌，皋兰县加强＂非遗＂乡村文化队伍建设。至２０１８年，皋兰县已申报
太平鼓、铁芯子、兰判灯火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１４项，发展并组建县级以上＂非遗＂保护项目代 业实现增加值３０６８亿元，同比下降
２．２？？？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６６．３８亿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８目，皋兰县一四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永人正在演示太平且绘制技艺，为打

｜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３７

元，同比增长４．７？？全县规模以上工 玫瑰文化、丹霞文化、土司文化、引６．４
６４城镇化率为９３．６５？？

境内辖域分布于酒泉盆地西沿的
｜业企业完成总产值１３３．１亿元，实现 大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和独有的土
增加值２０８６亿元，同比下降２７？？ 族、醉家湾民俗文化，精心打造连城 祁连山北、合黎山南、讨赖河中游，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历史文化和土司简门古色游、玫海花 ｜海拔１５００米－１８００米，属大陆荒漠型

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香红色游、森林草原绿色游、丹霞地 气候。讨赖河横穿境内，年均径流量
１３．６？？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质风貌彩色游、田园风光休闲游和吉 ６．５８亿立方米，全市有１２座水库，水

卜赛民俗文化体验游等六个旅游品
甘肃 额２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１４？？其中
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２３．８２亿元， 牌。通道物流产业方面：建成县级农
年鉴 同比增长７．５？？？村实现消费晶零售
村电商物流配送中心、大天源建材物

死

库总库存容达量７３２１．６６万立方米。
境内已探明矿产资源有２１个矿种，产
｜地４０多处，其中铁、锰、铜等为嘉峪

｜额３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５？？完成新 流综合市场、华辉物流、陇源蔬菜保 关市优势矿产。境内有（明）万里长
ＧＡＮＳＵ 城区初级中学建设工程及４所改薄工 鲜储运等一批仓储物流项目，大力发 ｜城、嘉峪关关城、魏晋墓地下画廊、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程等项目，建设全面改薄工程项目４ 展通道物流经济。新建蔬菜保鲜库４ 一冰川等人文自然景观。
个，实施全面改薄购置项目３个。全 座，总库容１．１万立方米，购置箱式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县城乡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冷藏车７辆，建成贫因村移动保鲜库７ ２９９．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４？？其
９０８６主城区建立社区医疗卫生服 ｜ 个，辐射贫困村５９个，有效解决深度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９８亿元，增长
务站。提高城镇居民基础养老金，由 贫困乡镇优质冷凉型高原夏菜＂销售 ４．６？？？二产业增加值１８３．１５亿元，
增长３．２？？？三产业增加值１１２．４９亿
２０１７年的１０５元提高到１２３元，惠及 难＂的问题。
（供稿：柳生昆） 元，增长１３？？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城乡居民７．０４５万人。全县保障困难
１１９４１８元。
｜人员再就业２０６人，促进城镇新增就

业３２３６人，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４１１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１２？？
全县输转劳动力１１．０２万人（次），劳
务创收２５．７９亿元。全县１００个村顺利
退出贫困村，４５５１户１．１６万人退出贫
闲人口，贫困发生率降至１．４１？？
【七项生态产业建设】节能环保

嘉峪关市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粮食总产量１．９２万吨，增长２．６２？？
【区域概况】嘉峪关市位于甘肃 其中夏粮产量０４６万吨，增长

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西部，介于东 ５．６６？？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３．７２万
经９７＂５１＇１４＂＂￣９８°３１＇５９＂，北纬３９°３９＇ 亩，下降１．３６其中小麦种植面积

４７＂－３９＂５９＇４７＂之间。东临酒泉市， １．０１万亩，增长２．４１？？？粮薯类种
西接玉门市，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植面积０．２万亩，下降１０．３２？？？菜

产业方面：完成中铝连城分公司电解 为界，北与金塔县接壤，全市行政区 种植面积２４９万亩，增长９．７９？？主

｜糟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红狮工业固废 划面积２９３５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要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０１８万吨，
｜水泥窑协同综合利用等节能环保项目 ６８０６３７公顷，林地面积１０８９８５公 ｜下降１４８？？？林水果产量０．２８万

４个。清洁生产产业方面：实施蓝星 顷，草地面积７９３７．１６公顷。２０１８年 吨，增长１３７０？？？菜产量１５２７万
｜硅清洁生产提升改造等清洁生产项目 末，全市常住人口为２５．２万人，比上 吨，增长１１．１？？年末大牲畜存栏０８
｜６个。清洁能源产业方面：建成上海 年增加０２２万人，人自然增长率为 万头（只），增长０．３７？？？存栏０．７８
航天、阳光电源等一批光伏发电项
目，建成光伏扶贫村级示范电站３３
个，改造燃煤锅炉６台１８蒸吨。循环
农业产业方面：布局形成百里玫瑰
川、十里葡萄沟、万亩药材谷、高原
一第三届丝细之路（嘉峪关）国际房车博览会
ａｌｋ Ｒｅａｄ （Ｊｌｏｙｅｕｃａｎ） ｎｔｅｎｃｔｉｏｎｄ ｅ
夏菜绿色长廊、泉碱羊肉天然牧场和
填么
优质燕麦草供给区等一大批农业示范
基地。中医中药产业方面：建成黄
３３．１３１Ａ０１ａＣｅ
芪、党参、甘草、柴胡、板蓝根、大
黄等中药材标准化基地６３９０亩，新建
ｉ口ｂＰ三，
康乐药业年产５０００吨精制中药饮片及
直接口服饮片加工生产线项目。文化
旅游产业方面：重点围绕大通河川和
庄浪河川两个旅游经济带、深人挖掘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第三届丝纲之路（嘉爷关）国际房车博见会开式（摄影：李我）
３７８ ｜市（州）县（市、区）概况

万头，增长０４３？？？存栏４．８２万 增长６．５？？？客周转量１６９７１５万人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４６．５７亿

只，增长１．３？？？存栏２８３万头，下 千米，增长６？？货运量１２８４２万吨， ｜元，比年初下降８．６９？？金融机构人
降１．８５？？牛出栏０．２４万头，增长 增长７．８？？？物周转量２６２０３０万吨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５２２５７亿元，比年

９．８１？？？出栏３４７万只，下降 ｜千米，增长７．１？？民用航空完成旅客 ｜初增长０．７４？？？年保费收入７．７亿
２８９猪出栏４０６万头，增长 吞吐量５６．１４万人次，增长 ２９．２１％， ｜元，下降１５？？其中，财产险保费收

５．５１？？全年肉类总产量０．１３万吨， 货邮吞吐量 １３９８吨，下降１３．５？？年
增长１．３其中猪肉产量００９万吨、 末民用汽车保有量６４５４８辆，增长
牛肉产量００２万吨、羊肉产量００３万 ８．１？？？年新注册汽车５７９０辆，下降
吨。绵羊毛产量４５．７５跑、鲜蛋产量 ２４６？？？未民用轿车保有量５７６４０
０．０１万吨、奶类产量０．７９万方吨。
辆，增长８．３？？？年新注册轿车４９５２

人３０７亿元，增长４．１？？？身险收入

４６３亿元，下降４９？？全市财产险赔 甘肃
付支出１．３６亿元。

【科技教育卫生文化】２０１８年
全市登记省级以上科技成果１７项；应

年鉴
２０ｇ

川技术成果２５项；甘肃省科学技术进 ＧＡＮＳＵ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０．５４亿元，增 步奖４项；甘肃省专利奖４项；专利
３．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 长２００６？？？政行业业务收人０．７９亿 申请量７３８件，增长４０６？？？利授
加值１６１．７６亿元，增长３．３？？规模以 元，增长２６３８？？全年电信业务总量 权量４５０件，增长６１３？？？予发明
｜上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完成增加值 ８３８亿元，增长３７．１９？？？末固定电 专利权３４件，下降２７．７？？？万人口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辆，下降２９．１％

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７１．８９亿元，增长

０．７２亿元，下降５．３？？？工业完成增 话用户１１．６６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发明专利拥有量７２９件；签订技术合
加值１６１．０４亿元，增长３．３？？全市建 ４４３６万户，３Ｇ、４Ｃ移动电话用户 同１１项，增长１２０？？？术合同成交
筑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２６亿元，增长 ３８７７万户，互联网宽带接人用户达到 ｜金额 ０．２６亿元，下降９４９？？２０１８

２．５％

１２．２８万户。

｜年，全市中等职业教育招生６３４人．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市谋划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国内旅 ｜增长１９３？？？通高中招生２０３６人，
开展项目２２个，总投资规模逾１００ ｜游收入７３９亿元，增长２９０３？？？内 增长２８８？？？中学校招生２８１７人，
亿元。其中３４个总投资４１５亿元的项 旅游人数１０４７９万人次，增长 下降１．７４？？？通小学招生２８９６人，
目列入全省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 ２２６？？接待境外旅游人数１３万人 增长６１２？？？殊教育招生２人，在

开工建设１０２个，当年完成投资５３亿 次，增长１５８３？？其中，接待外国游 ｜校５３人；幼儿园在园幼儿９７６７人，
元：开展前期工作５０个，总投资２６２ 客０．７万人次，增长１４３６？？？待港 学前３年毛入园率９７．８５？？
２０１８年，全市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澳台同胞０６万人次，增长１７．７２？？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２３９６万美元，增 １６次：参加比赛人数７５０００人；参加
｜固定资产投资下降１９．１９？？其中，第 长２６．５２？？游客平均停留天数１５２ 省级及以上比赛１２次。获得省级及以

亿元。

一产业投资增长４．２１倍；第二产业投 天，比上年延长００２天；客房出租率 上各类奖牌４２枚，其中金牌１５枚。
资下降３４１２其中工业投资下降 为４７比上年提高１个百分点。
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２７
３４１２？？？三产业投资下降１２１８？？
【商贸流通与贸易】２０１８年，全 个，比上年下降０８医院、卫生院
【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投资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７．７亿 ｜床位数１７８５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６９４
２５５亿元，下降３９２５其中住宅投 元，增长６５？？其中批发业商品销售 人。乡镇卫生院３个，乡镇卫生院床
资１５７４亿元，下降４０．７棚户区改 额１２０３７亿元，增长１４？？？告业商 位６５张，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８４
｜造完成投资９．５５亿元，下降４３．５？？ 品销售额６８３４亿元，增长５．９？？？ 人，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人数
房屋施工面积３５９６２万平方米，下降 宿业营业额２４４亿元，增长１１４％； ５２１例。年末全市共有文化馆１个，公
１２８？？？屋竣工面积３８１３万平方 饮业营业额１４．７９亿元，增长９２％， 共图书馆２个，广播电视台１座，电
米，下降２９２４？？？品房销售面积 全年外贸进出日总额２１．７２亿 视转播台１座，调频转播台１座。广
７９４２万平方米，增长１４．６２？？？品 元，增长２０９？？其中，出口总额 ｜播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７６增长
房销售额２６８２亿元，增长１２０４％； １１．２６亿元，增长１８１．６７？？？口总额００５？？电视综合人 口覆盖率
｜待售面积４８２４万平方米，增长 ０４６亿元，下降２５０５％
９９７１增长００５？？有线电视用户
｜４．６４？？

【财税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年 ３．３６万户。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市公路 ｜大口径财政收入４２１４亿元，增长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里程１０５７．５千米，高速公路１１９．５千｜ ４．３？？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人１９６８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米，新建二级以上公路４１千米。全市 亿元，增长７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３９６２９元，比上年增长８６？？？镇居
公路运输业实现客运量９２５５万人次， ３２５５亿元，增长１７４？？？末全市金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２８６５５元，增长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７９

５．８？？？镇居民家庭食品姻清消费支 经济损失１８１．９万元，农作物受灾面 循环经济示范市和全国质量强市示范
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３２？？农村 积４２２公顷，成灾面积４２．２公顷。
城市创建市，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２９１元，增长

【安全生产】全年工矿商贸事故 油基地之一。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
损失５０５．２７万元；道路交通事故８０ 值２６４．２４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
起，死亡２９人，受伤７５人，直接经 增长８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济损失２３．０３万元；消防事故６起，未 １９．０９亿元，增长６．６？？？二产业增

｜８．４？？？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４２９９ ８起，死亡８人，受伤０人，直接经济

元，增长７．９？？？村居民家庭食品烟
酒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为

甘肃３１？？

加值１４．９２亿元，增长１０５？？？三
年鉴 年未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造成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１４１．６３
保险１２６６万人，增长３．３其中职 万元。全市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１ 产业增加值１０１２２亿元，增长６．８？？

２０１９

工９０９万人，增长３０７离退休人 个，无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３个。全 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为７．２∶５４．５：
ＧＡＮＳＵ 员３．５７万人，增长３８９？？？末参加 年未发生５．０级及以上的地震。
３８．３．人均ＣＤＰ达到５６３５３元（折合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供稿：刘爱慧）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９．７１万人，增长
８５１６美元），比上年增长９？？全市实

４９？？？中职工６９２万人，增长
４．１３离退休人员２７９万人，增长金量市

６８６？？？加失业保险６４５万人，增

现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４５．６５亿元，

同比增长８７占ＣＤＰ比重
１７．２８？？全市实现大口径财政收入

长５．７５？？？加工伤保险７．３４万人，
【区域既况】金昌市地处甘肃省 ６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８３？？财政一
增长５．５２其中参保农民工１５３万 西北部，介于东经１０１Ｐ０４３５＂－１０２＂ 目般公共预算收人２３．０８亿元，增长

｜人，增长０４３？？？加生育保险６９３ ４＇４０ｒ．北纬３７４７１０＂－３９００３０＂之 ３．８８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６２．７６

万人，增长０７５年末参加城乡居 ｜间。北东与民勤县相连，东南与武威
民基本养老保险２０６万人，增长 ｜市相靠，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相

亿元，增长５．１３？？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７．１５？？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 接，西南与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搭 ｜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１２３．２７万亩，同

保障２４８９５人，下降２０？？？村居民 界，西与民乐、山丹县接壤，西北与 比增长０．６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３５９０人，下降 ｜内蒙古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毗邻。东 ９０８万亩，下降１．７６？？药材播种面
西长１４５千米，南北宽１３５千米，全 积２０８万亩，增加０４５万亩；蔬菜播
医疗救助６２５人次；各类收养性社会 市总面积８９２７６８平方千米，其中耕 种面积１５．７８万亩，增加２．７５万亩；
福利单位收养３１０人，增长１０？？？ 地面积９８０１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瓜果类播种面积０８９万亩，减少０．０４

１９？？？市医疗救助２８５１人次，农村

｜慈善协会接受社会募捐７２９１万元， 辖１县１区，常住人口４６８６万人，人 ｜万亩。至年末，全市累计建设畜禽规
下降５２？？年末共有提供住宿的社会 口自然增长率２．７城镇化率达到 ｜模养殖场１８０个；已建成日光温室

服务机构２个，养老服务机构１０个。 ７０４７？？有蒙古族、回族、藏族、满 ２９８１座，食用菌棚１５６座，塑料大棚

｜社会服务机构床位２０张，养老服务机 族等３１个少数民族。
７６８座。全市畜禽总饲养量２４．３８万
构床位７８７张。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 ｜ 境内有色金属矿藏储量丰富，特 头（只），其中羊饲养量为１１８．０９万
心３０个。
别是以镍为主的铂族黄金属矿藏得天 只，家禽饲养量１１万只。畜禽总出
【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全市从事 独厚，总储量仅次于加拿大萨特伯里 栏９７１３万头（只），其中：猪出栏
｜环保工作人员７４人，拥有各级环境监 镍矿，居世界同类矿床第二位，铜的 ５．２１万头，牛出栏１２５万头，羊出栏

测站１个，监测人员１８人，建成环境
噪声达标区３个，噪声环境功能区划
面积１７２０５平方千米，城市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一年内空气质

储量仅次于江西德兴，钻的储量仅次 ４３．５８万只，家禽出栏４７万只。
于四川的攀枝花，与镍铜伴生的铂、 全市完成营造林面积８６２万亩，

钯、锻、依、钉、笔等稀贵金属储量 ｜完成退耕还林０５万亩。新建义务植
居全国之首。金昌市是国家级经济技 树基地２处，完成义务植树１１８万

｜量达标天数３０４天，比上年减少６ ｜术开发区、中国最大的镍钻生产基地 株。全市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１０１９７

天。全市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１个，卫 ｜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全国资源综合 万千瓦，农用拖拉机５．０５万台。年机
星云图接收站点２个，年平均气温８．３ 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国家循环化改造 耕面积１１８５８万亩，机播面积１０９７９
度，比上年偏低１４度，年平均降水 示范试点园区、全国工业固废综合利 万亩，机收面积９．５９万宙。农机化
量１３１．２毫米，比上年增长１４．９？？全 用示范基地、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 综合作业水平达到８７？？
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３３公顷，开展 （新材料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脱贫人口２５０户
全民义务植树５２万株。
｜示范基地、北方最大的铜生产基地、 ７０３人，退出贫困村３个，永昌县达到
２０１８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国家啤活原料生产林地，是全国首批｜＂插花型＂贫困县摘帽退出标准。全

３８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市剩余贫困人口２７户９１人，其中水 ３３．２１其中出口额１００２８０万元，增 ９９．７６学前三年毛人园率９９．１２？？
昌县２７户９１人。贫困发生率０．０４？？ 长１．７６倍；进口额１２１０１３９万元，增 ｜２０１８年全市参加高考５３６０人，二本以
上上线率４７２２％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长３９．２７？？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市公路
【文化与旅游业】２０１８年末，全
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０８．８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７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通车总里程２９７５．２８７千米。全年公路 市共有国有艺术表演团体１个，艺术
现增加值１０３．１４亿元，增长１２．９？？运输累计完成客运量２２．５７万人、客 表演场馆２个，文化馆３个，公共图
规模以上工业中地方企业实现增加值 ｜运周转量１７８０３４７万人千米，同比分 书馆４个。已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２ 甘肃
２７．４７亿元，增长２９．９？？
别下降２０？？２１４２？？？运量 个，＂农家书屋＂１７４个，村文化室
全市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１６０３７万吨、货物周转量３３２０７４万 １３８个。有中短波发射台１座，调频、 ｜年鉴
１１３．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５．５？？房屋建 吨千米，同比分别增长１６．２１？？ 电视转播发射台９座。有线电视用户
筑施工面积４８３６６万平方米，增长 ２１．３６？？？路客货运输总周转量同比 ２３５０２户，广播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ＧＡＮＳＵ
０．３？？房屋竣工面积１６２．５１万平方 ｜增长８０？？年末，全市注册机动车 ｜率分别达到９８７？９８９？？全市共

２Ｏ

米，下降４．２？？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总量 １１５７８辆，其中个人１０３０４７ 接待旅游人数４９５８万人次，比上年
俩。汽车保有量７８６５８辆。

增长２０５５？？？年实现旅游接待收入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１１．５２其 年末，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 ２８．７亿元，增长２７．７８％，
中：５００－５００万元项目投资增长 ６４７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７９其中快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有
２８．１９？０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增 递业务收人２６４９８２万元，增长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５３５家，卫生
长３１４１？？其实施投资项目３８７项， １７０９？？全市电信行业业务总量 机构实际开放床位数２９６１张，有卫生
其中：续建项目１８１项、新开工项目 ２１．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倍。全市 专业技术人员４０３０人。城市社区卫生
２０６项；本年投产项目１９２项。
固定电话用户５．３４万户；移动电话用 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孕产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房 ｜户６７５８万户，全市宽带互联网用户 妇、婴儿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５５．３？？商品 １７．７８万户。
为５９．０／０万、３．８４？４３？？？
房销售面积２１．５６万平方米，下降
【金融证券保险］２０１８年末，全 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１００？？？乡为
１５．９５？？商品房销售额９．２８亿元，下 市金险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单位国家常规免疫１１种疫苗报告接种
降５．４？？商品房待售面积２６．９３万平 ３７１４９亿元，比年初增加２５．１２亿元， 率均达到９５？？上；婚前医学检查率
方米，较上年减少１１４９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７．２５？？？融机构本外币各 ４３．０３？？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项贷款余额３４９４８亿元，比年初增加 【人民生活与杜会保障】２０１８
年，金昌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５０９亿元，比 ２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５２％
｜上年增长７．４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年末全市在册证券账户数９９７Ｉ０ 达到３７４８０元，增长８．１？？城镇居民
｜额８０６１亿元，增长７．６？？？村消费 户，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１７５０９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４５００元；农村居
｜品零售额１４９亿元，增长６４？？从 ｜亿元，较上年下降３２９？？全市保险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１４４４元，增长

销售情况看，批发业实现销售额９３．１５ ｜ 业实现保费收入１４８７亿元，同比增 ８．６？？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亿元，增长１０．２？？？售业销售额 长５．９２？？财产保险本年累计赔教支 １０９２１元。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１０３９２亿元，增长１１７？？？宿业实 出２．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４５．２６？？
为１０１８同比上涨１．８个百分点。
现营业额２．６２亿元，增长６？？？饮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市列科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１５１２２人，全
业营业额２８．６７亿元，增长１１？？
技项目计划安排市拨科技三项费 ｜年共接收应届高校毕业生１９１６人。城

２６１０３万元，安排科技计划项目６３ 镇登记失业人员４７５９人，城镇登记失
户数２６６９３户，同比增长５．３７？？？ 项。共组织申报省列科技计划项目３ 业率２．８７？？全年创劳务收人１６．４８亿
金数额２６．１６亿元，下降７．６９？？全年 项。全年共申请专利９１６件、每万人 元，劳务输转人数８０２０１人。
｜ 年末，全市登记注册个体工商户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实现非公经济增加值７５．６亿元，占全 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７．２５件。
市生产总值比重的２８６按可比价 年末，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园） ｜３１０７００人，参保率９８４３？？？乡居民
计算增长９７？？全市共实施招商项目 １１所（有４所教学点不计入校数），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６０６３８人，其
１９２项，到位资金１０１８５亿元。
在校学生《幼儿）６４５９６人，有教职 ｜中：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２０１８年，全市累计实现进出口贸 ｜工５７６８人《公办４８６人，民办、企 １３６４６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
易总额１３１０４１９万元，同比增长 业幼儿园９３２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 保人数１２１９２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４７７占全省进出 口总 额的 ｜率 ９８．５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保险参保人数７１４２４人：城镇职工生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３８１

育保险参保人数４２６０６人。城镇居民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７０４５１人；城镇居
民工伤保险参保人数８４９７７人。年
末，全市城市低保对有１２１３３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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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

放低保资金６４５９．７８万元；农村低保
对象１３７８８人，发放低保金６４０３．８６万

｜元。城市低保标准由每月６２６元提高
｜到６７４元，月人均补差由４０７元提高

Ｒ０ＭＡＲＨＩｃ３

｜到４３元；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每年

３７２０元，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助水平达

ＧＡＮＳＵ 到３８６元。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金川区紫全园
｜【资源环境】２０１８年年末，全ｌ
东、西两大河流来水量５２９２０万立方 古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相连，西与张 人。全区共有涉及文化产业机构１９０
米，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６８万立方米。 ｜被市山丹县搭界，东西最长９３千米， ｜ 个；全年新建改造乡村客栈５家，新

三大水库蓄水总量１４０９３万立方米， 南北最宽７６千米，全区总面积 建美丽乡村示范点６个，集中居住点４
｜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０？？全年引硫济金 ３０６０２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 ｜个；全区共实施招商引资项目１０４
工程引水２２９０万立方米。城市生活垃 辖２个镇６个城市街道办事处，常住 项，续建１３项，新建３６项，建成５５
级无害化处理率１０？？？区建成区 ｜人口２３８万人。有回族、藏族、满 项；全区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绿化覆盖率３７６２？？绿地率３３．３％， 族、蒙古族、朝鲜族等２８个少数 ６５１７６万元，同比上涨７２？？共完成
人均公同绿地面积２７．７１平方米；人 民族。
｜外贸进出口总额８８９４５万元，同比增
均城市道路面积２８４１平方米。市区 境域地势西高东低，由西南向东 长５０３．９７？？？年城乡输转人口总数

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３１１天，比去
｜年同期减少１１天，达标率８５２全
省排名第五；综合质量指数４２４，全
省排名第四。单位ＧＤＰ能耗同比下降

４５４？？

北渐趋倾斜。地形以山地、平原为 为１．８２万人，共实现劳务收入３．９１亿

｜主，山地、山前平原、绿洲、古湖 万元。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盆、戈壁、荒漠相间排列。属温带大 ４１７８１元，增长８？？？村居民人均可

陆性极干早气候，南而局部属山地气 支配收人１８１７９元，增长８．７？？全区

候，北而具有明显蒙新沙漠气候特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８２７５人，城镇登记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发 征。年均降水量１１９．５毫米，年均蒸
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２６起，同比减少 ｜发量２７２２毫米。年均气温９４℃，无
４起；死亡２８人，同比增加７人；受 霜期１７０天。地表水资源匮乏，主要
｜伤３１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８７０万元。 山自然降水和金川峡、西大河、呈城
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 ｜ 水库供给。
０．１０６人；工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１０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７．９人； 生产总值１９１．１４亿元，同比增长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０人；道路交通 ｜９．４？？其中第一产业４．６８亿元，增长
事故死亡人数３４人，同比增加１人， ６？？？二产业１２４８４亿元，增长

失业率为２．８３？？
【金川区培育农产品加工企业】

２０１８年，金川区建成省部级标准化示

范生态养殖场（区）９家，建成规模
｜化养殖小区４１个，新建居佳菜业、营
｜盘村烨源蔬菜种植基地２个。全年共
｜培育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７家，注册
商标企业６家，全区农产品加工生产

量达１．６６万吨，农产品加工产值达
｜未发生一次死亡３人及以上道路交通 １０．６？？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９４７６１７ ３．６４亿元，农产品加工转换率达到
事故。

（供稿：郑天水）
金川区

【区域概况】金川区地处甘肃省
河西走廊东段，介于东经１０１３４＇

万元，增长１２８其中规模以上工 ５５？？

业实现增加值９０１６９５万元，增长
１２．９？？？三产业６１．６２亿元，增长
６？？全区实现旅游综合收人１４３７
亿元，增长２６２０？？？般公共预算收
人４．９８亿元，增长１０．３８？？

（供稿：张淑霞）

永鼻县

【区域概况】永昌县隶位于河西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有 走廊东部，地处祁连山北麓、阿拉善

４１＂－１０２３４＇２６＂，北纬３８＂２１＇３０＂－ 各级各类学校３８所，在校学生１２２１９ 台地南缘，东经１０１。０４＇至１０２。
｜３９００３０＂之间。东北与武威市民勤县 人，教职工１２２６人。全区共有区属医 ４３＇，北纬３７。４７／２１＂至３８。３９＇５８。
接壤，与水昌县毗邻，西北与内蒙 疗机构１０９家，专业技术人员３９２ 县境东起董家堡与蔡旗接壤，西至白
３８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石崖沟，南起于脑儿墩沟脑，北与金 白云石、花岗石、硅石、长石、耐火 利，水昌职中省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
昌市金川区毗界，东西最长距离约 粘土、砖瓦粘土等；能源矿产有煤｜发展示范校创建稳步推进。完成县中
１４４千米，南北最长距离约１１４８千 炭。主要旅游景区有骚靳文化产业园 医院整体迁建，，完成县福利院基础设

米，全县总面积为７４３９２７平方千 ｜景区、北海子湿地风景区、御山圣容 ｜施改造，建成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９镇１乡，常 ｜景区、云庄景区等。
Ｉ个。
住人口２３４８１２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全年实施产业到户扶持、资产收
２．４３？？
｜生产总值７３．１亿元，增长７．８？？？成 ｜益扶贫、贫闲户能力素质提升等项目
县境内地形以山地居多，并有川 固定资产投资２４５８亿元，增长 ２８个，实现脱贫１８５户５７人，完成３

地、平原。最高海拔４４２米，最低海 ０１？？？共财政预算收入３亿元，下 个建档立卡贫困村退出，插花型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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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２６？？？实招商引资项目４２项， ｜县摘帽退出；全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２０Ｉｓ］
｜养林自然保护区，西部大黄山为草原 到位资金１８．１６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３５００人，城镇新增就业６８３２人，登记 ＧＡＮＳＵ
牧场，中部平坦狭长的平原绿洲为主 售总额２９亿元，增长７８？？？成第 失业率控制在３？？内：输转劳动力
要农产区，北部主要为荒漠、半荒漠 一产业增加值１４４亿元，增长６６％； ６．２万人（次），实现劳务收入１２．４亿
草场。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９６亿元，增长 元，永昌县被确定为省级农民工返乡
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５．７℃，与历年相比异 ７？？？现旅游综合收人１４０６亿元； 创业示范县。
常偏高０９℃；年总降水量为２４２．３毫 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 【特色农业］２０１８年，全县围绕
｜拔１４５４米。南部祁连山是国家水源涵

｜米，与历年相比多７属正常：年 ｜达到２８９４１元和１３８４元，增长 打造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持续推
进＂４Ｎ＂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动，
内光照充足，年总日照时数为２８１２２ ８．５？？８．２％
小时，年蒸发量２０７．７毫米。气候变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落实高原夏菜、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２０

暖趋势明显，在农、林、牧业生产的 招商引资项日４项，到位资金１８．１６ 万亩，食用菌产量达到４千吨，牛羊
关键期（５￣６月）出现明显干旱。
｜亿元；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饲养量稳定在７万头、１６０万只，农产
境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被国薄 示范县创建，建成市级创业就业孵化 品在线抽检合格率稳定在９９？？上；

列入一级保护的野生动物有雪豹、金 示范基地２个、乡村电商服务站点８２ 新建戈壁农业示范园２个，建成日光
雕、白肩雕、玉带海雕、白尾海雕、 个、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１个。完成
胡兀鹫等；列人二级保护的野生动物 ｜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９．６亿元，增长
有麝、岩羊、黄羊、盘羊、鹅喉羚、 ７？？？持非公经济发展优惠政策，新
马鹿、狼、石貂、翁刑、草原斑猫、 ｜增省级众创空间１家、各类市场主体
荒漠猫、暗腹雪鸡、蓝马鸡、血雉、 ２０８０ 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到
草原雕、白尾雕、灰鹤、天鸡、各种 ３４１亿元： 完成人工造林１．０７万亩、
野鸡等。矿产资源丰富，发现的矿种 ｜时山育林６５万亩、森林抚育０８万

｜温室２６３座，发展高效节水面积９．２７

万亩，新增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９
｜家；组团参加首届进口博览会和全国
｜＂双百＂＂对接会，承办国家绿色循环

发展现场观摩活动，举办首届青贮首
蓿助推奶牛养殖技术高峰论坛和羊产

业发展论坛、肉羊绿色循环发展现场

｜有５大类１９个矿种。其中黑色金属有 亩；建成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土地流 观摩活动暨养殖技术培训会、农产品

铁、锰等；有色金属有铜、镍、铅、 转面积达到５２７万亩；实施教育改 暨电商产品产销对接会，永昌高原夏
锌、锑等；非金属有萤石、石灰石、 ｜薄项目６３项，四小、四幼建设进展顺 菜打人广州、南京、成都、杭州等一
｜线市场，＂永昌胡萝卜＂通过中国品

牌价值评定，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推进。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４．４
亿元，增长６．６？？

（供稿：王泽钦）

白银市

【区域概况］白银市地处黄河上
｜游、甘肃省中部，介于东经１０３＂３＇－
｜ １０５°３４＇和北纬３５°３３＇－３７＂３８＇之间。

东西宽１７４．７５千米，南北长２４９．２５千
米，全市总面积２１２万平方千米。

祁连山生态环境地植被恢复现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３８３

│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３县２区，常住人 龙头企业１７家、省级合作示范社７９ 台＂２０１８《魅力中国城》优秀魅力城

口１７３．４２万人，比上年末增长０４９万 家，新增家庭农场３１７家。规模化经 市＂称号，白银区水川镇顾家善村入

甘肃
｜年鉴
２０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３．３？？有回
族、满族、东乡族、藏族等３６个少数
民族。
境内属腾格里沙漠和祁连山余脉
｜到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

营面积达到９０．５４万亩，占承包地面 ｜ 选《魅力中国城》２０１８年度魅力乡村

积的２０９？？？业机械化水平提高 旅游目的地和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１．５３个百分点，达到５３．５３？？打造特 节＂１００个特色村庄，，景泰县草窝滩
色农产品品牌，＂三品一标＂农产品 慎西和村等两个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
认证面积达到３０９万亩，菁茂甘草羊 闲乡村。全年接待游客１３３７万人次，
向西北倾斜，海拔在１２７５￣３２１米之 等５个农产品获得国家级农展会金 实现综合收入８３．２亿元，分别增长

间。全境呈桃叶形狭长状，黄河呈 奖，新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１５件， ２７．８？２９．６？？
【现代服务业】２０１８年，白银综
＂Ｓ＂形在腰中贯穿全境，将境内地形 ｜靖远县获批筹建全省首个国家地理标

ＧＡＮＳＵ 分为西北与东南两部分。属中温带半 志保护产品示范区
｜合物流同、大奇银东物流园等商贸物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干早区向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年平均
流项目加快实施，新增农产品产地北
｜ 新发展特色农业种植９．９６万ｉ
｜气温６￣９℃，年降雨量１８０￣４５０毫米 ｜草食畜养殖１３．７２万头（只），建成脱 发市场和县乡农贸市场５个，总计达
之间，多集中在７、８、９三个月，占 ｜贫产业园３１７个、特色产业园３８０ ６１个，年成交额３２亿元。推进电子商
全年降水量的６０？？上，属东南季风 个，带动贫困户８．６９万户，贫困户人 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乡镇一级第三
气候西北部边缘区，年蒸发量达 园率１０？？？困村新建合作社７０ 方快递网点覆盖率９３新增电商企

１５００￣１６０毫米。黄河在境内蜿蜒 ｜家，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岷漳移民安
２５８千米，占甘肃段的５８？？有２５处 置区和蜻远、景泰＂十三五＂第一批
大中型电力提灌工程，发展有效灌涨 ｜光伏扶贫项目并网，带动１．１３万户贫
面积近１５０万亩。境内矿产、煤炭储 ｜困群众增收。全年减少贫困人口６．３１
量丰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 万人，超年度减贫任务１．２８万人，贫
色金属工业基地、西部重要的新型化 闲发生率由２０１７年的１１．４５？？降到

业６１家、增长２８网络零售总额
７．７亿元、增长３０？？新增＂新三板＂

挂牌企业１家，新增区域性股权交易
市场挂牌企业１２家，行政村金融便民
服务点覆盖率达到９１．２％
【兰白国家自创区建设】２０１８
工能源基地、国家火炬计划有色金属 ｜６．５２？１９个贫困村达到脱贫退出标 年，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入孵企业
新材料及制品特色产业基地、全国新 准，超年度目标任务２０个，平川区、 ２４家，连续三年获评国家级Ａ类科技
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境内有国家 景泰县达到脱贫退出标准，申请脱贫 企业孵化器；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１７
｜地质公园黄河石林、黄河大峡、红军 摘帽退出。
家、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２５家；：科技
会宁会师旧址等自然人文景点。
【产业调整升级】２１０１８年，白 企业获得兰白技术创新驱动基金子基
２０１８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 ｜银公司铜冶炼技术提升改造和锌冶炼 ｜ 金股权投资５．７８亿元，增信贷款３８Ｍ４

５１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６１？？？模以 资源综合利用、稀土公司三废深度治 亿元；深化与上海张江等自创区和中
上工业增加值１２９０３亿元，增长 理、宏达矿业冶炼废渣综合利用一期 科院、兰州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科
１０．２？？？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１９．５１ 等项日建成，昌元化工１０万吨重铬酸 研院所交流合作，成功引进甘肃青宇
亿元，增长７３？？？般公共预算收入 钠一期、东方钛业钛白粉资源综合利 新材料、中检普泰白银医放疗设备检
｜３１０７亿元，同口径增长４９？？？末 用、恒大陶瓷二期等项目投产。以新 测中心等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合作项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７３９．１６亿元， 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 目，全年转化重大科技成果２１项。高
增长４．７贷款余额６５１３亿元， ｜医药、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为发展重 新区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绿色园区。
点，开展优势产业链培育行动，郝氏 ｜获批建设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增长３８４？？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碳纤维原丝及复合材料、甘肃大象能 区．白银科技大市场建成运营，新登
粮食总产量４９２万吨，增长３．８？？ ｜源年产１万吨电池正极材料、恒丰化 记科技成果２３项，完成技术市场交易
｜新增瓜菜４８３万亩、果品１．５万亩， ｜工年产２０００吨维生素Ｂ１生产线、陇 额５４９亿元：新增省级科技企业解化
蔬菜瓜果等农产品累计外销１９３．４６万 草堂年产８００吨中药饮片加工等项目 器２家、省级众创空间３家；新引进
吨，实现销售收入４６．１８亿元；改扩 建成投产，皓天原料药、阿尔法植物 两院院士１７人，总数达到２４人：白
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４１个，肉蛋奶产 目农药原药及中间体等生物医药项目加 银市有效发明专利达到３５３件，排名
｜量达到１８８２万吨，水产养殖面积达 快推进。

甘肃省第二位。

到１万亩：新增道地中药材６．４３万亩。 【文化与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 【＂放管服＂改革】２０１８年，全
引进中天羊业、雄特牧业等大型 ｜打造黄河石林景区，投资３．９９亿元， 市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６７３

龙头企业１０家、培育省级农业产业化 ｜推进３６个配套项目建设。获中央电视项；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１０６１

３８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地处陇西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
８２９？？？化投资项日在线审批监管 文化服务中心６８个，完成永秦城址东 形总趁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
平台运用，项目限时办结率达到 端体、永泰学校修缮、红军会师旧址 １９４６．５米。多年平均气温８０７℃，日
１００？？？续推进＂多证合一＂＂证照 保护等工程，靖远县平堡村人选第五 ｜极端最高气温３７３℃，最低气温－
项，占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事项的 ５００多场次，改造提升贫困村综合性

分离＂＂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改 批全国传统村落名录。乒乓球项目 ２６℃。年均降水量１９８毫米，年均蒸
革，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１．７万户， ＂省队市办＂落户白银市，代表国家 发量１９９７．１毫米。太阳年均辐射量
新增注册资本（金）２５７６９亿元，分 参加塞尔维亚国际青少年乒乓球公开 １４１千卡平方厘米。累年平均大风日
｜别增长１７．２５？１７４６？？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有序推进，乡镇覆盖率达
到６８？？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海
汰落后产能５２．５６万吨，商品房去库
存７７．０７万平方米，靖远县刘川新材

赛取得优异成绩；甘肃省第十四届运 数５１．６天。年均无霜期１８３８天。
动会获得金牌３４枚，创白银竞技体育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地区生产

甘肃

年鉴

｜最好成绩；成功举办黄河石林踏青自 总值完成２３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８％ ２０ｇ
｜行车赛、国际马拉松赛、全国越野滑 ｜（其中，一产增加值４．７亿元、增长 ＧＡＮＳＵ
雪夏季滑轮镍标赛、全国女子篮球解 ６．１二产增加值１１７４亿元、增长

料产业园列入全国第三批增量配电业 标赛、省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等高 ９８三产业增加值１１５．７亿元、增

长５．８？工业增加值完成１０２．３亿

务改革试点。

水平体育赛事。

【对外开放】２０１８年，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品高食品有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５６１亿元，增长１２社会消费品零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元，增长１０．９？？？定资产投资完成

限公司等企业与南非、蒙古、哈萨克 ２９５万元，增长７．３？？？村居民人均 售总额完成１２３．２亿元，增长８０％；
｜斯坦等国家开展合作。甘肃大象能源 可支配收入０９１万元，增长９．６？？新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２亿元，下
科技公司被认定为＂锂电产业关键材 增城镇就业４１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降６２８？？？计接待游客２８０万人
｜料研发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率２１６？？？转城乡劳动力２８．２３万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６．３亿元。城
依托白银公司铁运物流、鼎丰现代物 人，实现劳务收入５４．１８亿元。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３５７０５
流保税监管仓，推进中欧国际货运班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７６？ ｜元，同比增长７３？？？村居民人均可

｜【生态环境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市

害保险补助。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医院联合运营的白银同器医养院开院

列常态化运营。２０１８年，全市引进希 ６３提标后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 支配收入达到１４３３９元，同比增长
望教育、福门休闲生态城等项目１１０ 每人每年５８２０元和３７２０元。开工建 ｜８．６？？
个，签约资金２．４亿元，与省内外 设棚改安置房６１２８套，建成１０６５ 【社会发展】城乡低保、特困供
｜３４家商会建立稳定合作关系。
｜套。投入２７０万元实施老年人意外伤 养提标按期完成，与白银市第一人民

制定《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 ｜本医疗制度，医保参保率达到 运营。教育改薄项目全面完成。新改
和十大生态产业专项行动计划，凝练 ９７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５０％￣ 建公共卫生则所２１座。中进装饰建材
储备的３５４项绿色生态产业重点项日 ｜６５？？高到６０？０建立９个县乡 ｜城、甘肃邦农农产品批发市场建成投

｜陆续开工建设，银光集团获得国家绿 村医疗共同体

｜运。建成２个省级１个市级美丽乡

色系统集成项目资金支持，中材水泥
（供稿：王彩红） 村，打造了美丽乡村建设成果的献丽
公司入围国家绿色工厂。５个省级自
名片—花村·顾家善，水川被列为全
然保护区的监管责任全面落实。新增 白银区
国重点镇、四龙被列为全省重点镇。
营造林３３．９方亩。全年市区空气质量
城镇新增就业２４万人，城镇登记失
优良天数比例达９０９？？
【区域概况］白银区位于甘肃中 业率为１４？？社会保险覆盖率达到
【教育卫生体育］２０１８年，白银 ｜部、白银市西部，黄河上游中段，介 ９６？？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区妇
靖远县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 于北纬３６ ３８＂至３６＂４７２９＂、东经 幼保健站建成投用，通过圆家健康完
评估认定，＂全面改薄＂任务基本完 １０３＂５４２４＂至１０４Ｐ２４５５９之间。西与兰 成脱贫３０６户１０１２人，贫闲率下降至
成，累计落实资金１８．１亿元，建设校 州市皋兰县接壤；南临黄河，与榆中 １．３２通过省级党政扶贫成效考核
会５７３６万平方米，购置２８３亿元设 县青城乡及靖远县平堡乡隔河相望： 平估和市级贫困县退出初验。
｜备。完成会宁县人民医院、市妇幼保

东与靖远县刘川乡毗邻；北与景泰县

【产业园区建设】银西生态产业

健院综合业务楼等５个市县医疗卫生 中泉乡为界。辖区东西长约４７千米， 园：完成道路建设１０条９６千米，园
｜项目建设。通过国家第三批公共文化南北宽约６０千米，全区总面积１３７２ ｜区道路全部贯通。生态公园、银西高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验收，开展庆祝 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３个镇 ｜地公园完成基础建设，天奇物流园、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等群众性主题活动 ２个乡５个街道办事处。
萧天医药、生物医药园加速器和污水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８５

署
甘肃
年鉴
死

处理厂、鑫吴乳制品加工等２２个项目 ｜元，下降５．８？？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人口１７２１万人。
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佳德汽配商城、 ｜３１．６７亿元，增长１．５？？社会消费品
境内属陇中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零售总额完成１９．２亿元，增长７％；
｜鼎丰创新园、万晟商贸中心等６个项
｜区，总体地势南高北低，由东南向西

日建成投运。黄河假日城。黄河壹品 一般公共预算收人完成３．９７亿元，增 北倾斜，海拔１４００￣２２００米，地貌以

项目一期开盘发售。沿黄快速通道建 长１３．６？？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 祖厉河为基干，分布树枝状沟壑，遍
｜成通车，黄河湿地风情园启动征迁工 １３１．７亿元、贷款余额８９．８亿元，分别 布＂Ｖ＂形峡谷。南部、中部为山

作，深化湿地二期项目规划方案。现 增长４？？３９％
地，北部是川源地。矿产资源贫乏，
【社会发展】基本完成义务教育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优化调整农业示
水资源稀少，生物资源较为丰富。会
范园品种结构，新建２０００平方米钢架 全面改薄＂五年规划，区人民医院 宁属温带季风气候带的西北边缘部，

温室１座、５０００方蓄水池Ｉ座，提升
ＧＡＮＳＵ 改造智能温室１座、双联栋温室１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座，引进蔬菜、花卉新品种１５０余
个，国家级农业示范园核心区通过
验收。

（供稿：张国玲）

平川区

重症医学科、市中心医院＂五大中 气候温凉干娱、南北差异大，降水少
心＂多学科联盟建成使用。国家公共 Ⅱ分布不均匀，年际变率较大，年内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国家防震减灾 四季分明，口照时数较长，蒸发强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 烈，无霜期较短，干旱、霜冻、冰雹
收。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４８家。 等自然灾害频繁。

＂平川黑驴＂＂平川苹果＂获得农产品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地理标志认证，博康肉牛、种北大 ｜生产总值６８２４６９万元，比上年增长
蒜、宁太苑坤苹果、成丰马铃薯等农 ３９？？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１４１４３万元，
产品通过绿色食品认证。新增信用乡 ｜增长６３？？？二产业增加值１５７０２

镇４个、信用村２６个，实现信用乡 万元，增长２４？？？三产业增加值
部、黄河上游，介于东经１０４９１８＇￣ 镇、信用村全覆盖。建成省、市、区 ３１０６２３万元，增长３？？按平均常住
１０５°２６２，北纬３６°１０＇￣３７°００＇之间， ｜美丽乡村示范村７个、环境整洁村１５ ｜人口计算，全县人均生产总值１２５６８
【区域概况】平川区地处甘肃中

东与会宁县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 个。１５个贫困村、１１５户４８ｓ１人达 元，增长３．３？？全年全县大口径财政
｜ 接壤，南、北部均与靖远县相连，西 到脱贫退出标准，剩余未脱贫人口 收人完成５１７８０万元，同比增长
与景泰县为邻，海拔１３４７￣２８５８米， ２６４户１０８０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１１９３？？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区域东西长９１．５千米，南北宽７５千 １．１２？？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米，全区总面积２１２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 人达到３４６２０元，增长７？？农村居民
年末，全区总人口为２０９万人，人口 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９６６元，增长
９？？争取就业再就业资金４８６６万
自然增长率为４．８３？？
｜属陇中山地与黄土丘陵区。矿产 元，新增就业９５４６人，城镇登记失业
种类较多，已探明或发现的矿种达２１ 率控制在３．１２？？输转劳务２．４８万人
｜种（含亚矿种）。能源矿产资源以煤 次，实现收入４．６亿元。
炭、陶土为主。煤炭总储量１１３７亿 【发展电子商务】全年新建电商
吨，保有储量８．５亿吨，煤炭资源在 服务点１０个，新增网店１２０家，完成
全省占第二位。陶土储量４０亿吨以 交易额９７２７万元，增长４８．８？？农产
上，是西北最大的陶瓷建材生产基 品外销８．５万吨，实现收入３．６亿元
（供稿：张荣）
｜地。境内有鹤阴城、古会州、红山
寺、北武当、龙风山、福寿山石刻和

王进宝将军墓地等历史人文古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

地区生产总值７５．２亿元，增长
３．６？？其中：第一产业４０４亿元，增
长５．５？？？二产业４８８亿元，增长

２？？？三产业２１．３亿元，增长８？？

全年工业总产值完成８５亿元，增长
５？？区属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澜

２７０３３万元，增长１．８３？？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４０５１９８万元，增长２５５？？年
｜末全县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１０２３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７？？金融
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８４１０１０万元，增

长８０３？？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２９６８６７万元，比上年增长６４７？？
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１９５亿元、
｜增长１２８？？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６１
亿元、增长２７？？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有卫生机构３７个（不含个体诊所），
床位２０６０张，卫生技术人员２７７５
会宁县
人；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６２所，有中小
学生７７３５４人；全县有文化馆、图书
【区域顾况】会宁县地处西北黄 馆、博物馆、纪念馆各１个，县级直
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地带，介于北 属广播电视台１个，县级广播电台转
纬３５°２４－３５２６、东经１０４°２９－ ｜播台２座。建成大沟厍弃、丁家沟沈
１０５＂３４＇之间。全县总流域面积６４５９ 、八里湾富岔３个美丽乡村试点。
平方千米，有耕地２２６０６万亩。２０１８ 建成县第五幼儿园及４所村幼儿园，
年末，全县辖２４个镇、４个乡，年末 完成县幼儿园（东园）省级示范园改

｜５６１５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０亿 全县常住人口５４３９万人．其中城镇｜ 造及五中、职专、文昌小学、思源中

３８６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境内地势东高西低，由南向北逐 乡镇计生服务机构１８家，村卫生室
院、县妇幼保健院建成并投人使用， 渐倾斜，分为川区、山娠区和黄河谷 １７６所，个体诊所３９０家。医疗卫生机
学等运动场建设。白银市第三人民医

县６０１站综合业务楼主体竣工，李兆
申院士专家工作站在县人民医院挂牌

地三类地形。县域平均海拔１３９８米。 ｜构实有床位１５３２张，平均每千人口床

为荒漠化草原过渡带，呈黄土高原丘 位为３．０６张。卫生计生机构共有在职

｜陵沟壑区和干早草原区地貌。属温带 职工２０７７人，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１６４８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５所。建成乡镇电 大陆型半干早气候。黄河流经县境内 人。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２２４所，在
子商务服务站２８个，村电子服务点 １０个乡镇，区域流程１５４千米，流域 校学生５５４１１人。有专业艺术表演公
２５８个，全县电商交易额达到２．２６ 面积１０４９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全县 ｜司２家，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
成立，建成＂专科联盟＂１７个。新建

亿元。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甘肃

总降水量２８７２毫米，年相对湿度 个，博物馆１个，广播电视台１座， 年鉴

５５年平均气温１０．５℃，年最高气 电视台１座，转播站１３个，档案馆１ ２０１９］
配收人１８４８９．８元，同比增长７．９８％； 温３５．５℃，年最低气温－１７４℃，年平 个。２０１８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 ＧＡＮＳＵ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７４５９．６ 均地面温度１３．５℃，年无霜期１９８ 支配收人分别为２５２１２元、９５５５元，
元，比上年增长９．６？？全年新增城镇 ｜天，年目照时间２６０６１小时。境内已 ｜较上年分别增长７．３６？？８８？？２０１８

就业 ５６３８人，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 ｜探明金属矿藏以金、银、铜、铁、锰 年，全县实现减贫２．１万人。贫困发
４９２个。全年输转城乡劳动力９．７万 为主。非金属矿藏以煤、坡缕石、石 生率下降至９．５３％，
人．创收１８．６亿元。

｜【会宁县实施农业品牌战略】２０１８

灰石、重晶石、高岭土、石普、石英

【产业脱贫行动】开展产业脱贫

石、沸石为主，其中坡缕石探明储量 行动，建成脱贫产业园９６个，特色产

｜年，会宁县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全年 达１０亿吨。县境内可开发水电资源 ｜业园８６个，贫困人口到户产业实现全
｜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５２家、家庭农 ｜３００万千瓦，风力资源可开发面积１５０ 覆盖，参合人社率达到１００？？建成

｜场８１家。会宁被列为全国＂中国好粮 平方千米。主要有法泉寺、虎豹口、 果蔬保鲜库６６个、扶贫车间２６家，

｜输转劳务３８００人，创收５３６７万元。
油＂示范县，＂香泰乐＂被认定为国 鱼龙山、独石头等旅游最点。
家驰名商标，＂会宁马铃薯＂等１３个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助 新建电商扶贫村级服务点４９个、光伏
商标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生产总值７５６５１１万元，按可比价格计 扶贫项目２个。
｜标＂，占全市新增地理商标的８６？？ 算，增长４７？？其中，第一产业完成
（供稿：杜树泽）

举办＂舌尖上的绿色一会宁马铃薯线 增加值２５８６２８万元，同比增长
上线下促销活动＂，累计销售４万余 ６２？？？二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８９２３ 景泰县

箱，会宁马铃薯通过互联网成功迈向 目万元，增长２２？？？三产业完成增
全国大市场。

（供稿：李剑峰）
靖远县

加值３０７９６０万元，同比增长４８？？
【区域概况】景泰县位于甘肃省
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７４７２４万 中部，地处祁连山东端，甘肃、宁

元，同比增长３０５？？县级公共财政 夏、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带，腾
预算收人３７６８６万元，增长１９０７？？ ｜格里沙漠南缘，总面积５４８３平方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３４０５８０万元，增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８镇３乡，总

【区域概况】靖远县位于甘肃省 长９０３？？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 人口２３．９６万人。
中部，地理坐标介于东经１０４°１８＇～ ｜款余额９５８８７５万元，同比增长
年平均降水量１８０毫米，年均蒸
１０５°２０，北纬３６４１０￣３７１７＇之间。 ０５４？？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发量２３６１毫米。盛产构杞、红枣、早
｜东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海原县交 余额９２９９１万元，增长４２？？全年 ｜酥梨、沙漠洋芋以及生猪、肉羊等优
界，南与会宁县毗邻，西与榆中县、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７２９９万 质农畜产品。已探明金属和非金属矿

白银市白银区接壤，北与景泰县相 ｜元，同比增长６３６？？全年接待游客 ３５种，石背储量３８５亿吨，居全国第
连。白银市平川区从中析置。将县行 １２５０２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人 二，主要工业产品有水泥、铁合金、
纸面石膏板等，其中，纸面石膏板产
政区域分隔成为南北两个部分。县域 ７．８２亿元。
｜东西间隔１２０千米，南北相距１３５千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量居全省首位。境内有国家地质公园
｜米。全县上地总面积３８０９４平方千 ｜有医疗卫生机构６１２个，其中县级综 黄河石林４Ａ级景区、寿鹿山国家森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基辖１３个镇５个 ｜ 合医院、中医医院、疾病预防控制、 林公园３Ａ级景区、全国文物保护单
乡，总户数１３９３４０户，户箭总人口｜妇幼保健、卫生监督和计生服务机构 位永泰古城等自然人文景观。是风
５０３６２２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各１家，民营专科医院２家，社区卫 能、太阳能光伏发电重点区域，目前
３．４２？？
｜生服务中心１家，乡镇卫生院１９家， 总装机容量１８９万千瓦，风能理论储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８７

曾
甘肃
年鉴

２０

量２００万千瓦。
区５个，累计改良治理盐碱地２万 加值２０００４亿元，增长３８？？？三产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亩，发展水产养殖１万亩，全国盐碳业增加值３６０９４亿元，培长８７？？三
生产总值５４．９７亿元，增长７．４？？？ ｜地治理渔农综合利用模式现场观摩推 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４０：３０７：Ｓ５．３。按
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１９４７９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７４４亿元，增长 进会连续两年在景泰县召开
｜ （供稿：罗文榷） 元，比上年增长５．９％
２７９？？？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８．７亿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元，增长６．１？？？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２６１３１．７５元，增长７？？？村居 天水市
根食作物播种面积４６５６２万亩。其中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７００９３元，增长

小麦播种面积１９４４８万亩，比上年减

【区域颜况】天水市地处甘肃＇ 少２１９方面。全年粮食产量１５．，７万
长２６９？？？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东南部，介于北纬３４＂Ｏ５＇￣３５°１０和 吨，比上年下降１．３？？其中小麦产量

｜９．７？？？口径财政收入５３亿元，增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２４亿元，增长７．４２？？？融机构各项 东经１０４３５＇～１０６＂４４＇之间。东以陇 ３８．５７万吨，下降３．７３？？主要经济作
存贷款余额分别为８０８３亿元、６７３ 山为界与陕西省毗邻，南跨西秦岭与 物中，油料播种面积９８４万亩，比上

亿元，增长３．３２？１４６？？固定资 陇南市相接，西到桦林山、天爷梁与 年增加１．１３万亩；油料产量１２１万
产投资完成３１．４８亿元，下降２６１２？？ 定西市相连，北越葫芦河中游与平凉 吨，比上年增长０２３？？蔬菜播种面
｜ ［社会发展】景泰职专实训楼按 市接壤。东西长１９７千米，南北宽１２２ 积７８．４６万亩，比上年增加０６１万
｜期竣工，中医院整体搬迁项目竣工， 千米，全市面积１４２７７平方千米（第 亩；蔬菜产量１８４５６万吨，比上年增

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县复
审，荣获＂全省中医药先进县＂称
号。全县新增市场主体３０２２户，非公
市场主体达１６１６户，占市场总数的
９８．５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３５４亿

｜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２０１８年 长４８５？？药材播种面积１７５万亩，
末，全市辖２区５县，常住人口３５．４９ 比上年增加０６８万亩；药材产量４２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５１万人。其中 ｜万吨，比上年增长３．５９？？全年果园
城镇人口１３９７３万人，占常住人口比 面积１０８．１４万亩。水果产量１２６２８万
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４１．６５％， ｜吨，比上年增长４．３６？？

｜元。建成省市县美丽乡村示范村６ ｜比上年末提高１．５１个百分点。人口自

全年肉类总产量６０７万吨，比上

年增长４．６１？？其中猪肉产量４５８万
个，重点打造精品村８个。草窝滩西 然增长率３．９３％，
｜和村人选２０１８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境内属陇中黄土高原与院南山地 吨，增长５．１？？禽蛋产量１．４８万吨，
比上年增长５２１？？年末生猪出栏
沟壑区，南部、东北部有部分石质山 ６５４２万头，比上年增长５．１？？？出
个贫困村，贫闲村退出比例达到 地。地势西高东低，海拔一股在 栏８０３万头，增长３６７羊出栏
｜全年脱贫３３１４户１４８５人，退出贫困
｜村４８个，累计脱贫退出４２万人、５１

｜的过渡地带，大部分区域属黄土山梁

｜８５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１５３９？？ １０００－２１００米之间，最高海拔天爷梁 １５．５８万只，增长５０４？？家禽出栏

新增城镇就业４５１６人，城镇登记失业 ３１２０米，最低海拔牛背村渭河谷地 ３１７．３２万只，比上年下降１．７１？？水
率２６９？？
｜［特色农业】特色种养殖业规模

７４８米。森林覆盖率３６４５？？横跨长 ｜产品产量Ｉ５７１吨，比上年增长４２？？

｜产品２个、绿色食品２家

山石窟等著名旅游景点。

全年共建成乡村振兴示范点１０８
逐步扩大，全年新增特色林果２４万 岭，北部地区为黄河水系的渭河流 个，实现减贫１０６５万人，４２５个贫困
亩，黑毛驴２５００头、奶骆驼３５０蜂、 域，南部地区为长江水系的嘉陵江流 村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水产品６５０万斤。建成省级农业示范 域。属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无 ４８７？？甘谷、武山两县整县脱贫摘
区１个、现代农业示范园２个，新增 严寒，夏无酷署，四季分明，季风气 帽通过市级初审。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标准化养殖场１３个、示范性农民专业 候明显的特征。年平均气温在１０℃左
合作社９４家、县级以上龙头企业１０ 右，年降水量４５０－６００毫米，无霜期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４．７
家。＂翠柳山羊肉＂被认证为国家地 １８０天。境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明代 ｜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分轻重工业
理标志产品，菁茂甘草羊在中国农产 建筑群——伏羲庙、卦台山，有中国 看，轻工业增加值５３．８亿元，下降
｜品投资洽谈会和中国安徽农业产业化 ２０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的大地湾 １？？？工业增加值５０９亿元，增长
交易会上荣获金奖，新认证无公害农 遗址，有被誉为＂东方雕塑馆＂友积 ｜９．７？？分经济类型看，股份制企业增
｜江、黄河两大流域，以西秦岭为分水

｜加值４８．７亿元，增长４４？？？有企业

【盐碱危害区＂以渔治城＂］草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增加值５５．３亿元，增长３．７？？全年规
窝滩治碱排水工程全面贯通，打造草 ６５２０５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６亿
窝滩盐碱地渔农综合利用、五佛现代 年增长６４？？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元，比上年下降２３．８？？
｜渔业、芦阳盐碱水流水养殖等渔业园９１．０７亿元，增长４８？？？二产业增

３８８ ｜市（州）县（市、区）概况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２．６？？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

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００个，比上年
末增加１个。
ｈ１８年天水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

产量及增长速度
产品名利

产

｜北比上年增
｜长（ｅ％）

高压开关

１．０１万面

塑科制品

｜３８６万箱
｜ ２．５５万吨

中成药

０．０６万吨

全属切利机库

１１８９台

锻压设备

－８４

－９４６

１５３

４８７８万套 ｜

半导体集成电路
电力电缓

水泥

８３９公里
３４３．Ｉ吨
３５８万吨

｜元，比上年增长９２７？？其中快递业 技术企业５１家。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

｜务量８５１Ｌ２７万件，比上年增长 产业朝化园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孵化
１５．６１？？？递业务收入１５９亿元，增 器。全年共组织实施市级以上科技项

长２０６３？？年末电话用户３９５２６万 目４３６项，其中取得科技创新成果１０６ 甘肃
｜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３１９７３万户， 项。年末，全市共新建、改扩建城区
－３５ 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２２４．１４万户，固定互 学校２所，增加义务教育学位２．５万 年鉴

二３５
｜３１７．７亿块 Ｂ工Ｔ
１６９台

保有量６２．７９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有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８家，重点
３．２？？
实验室９家，其中国家级１家、省级８
年末，全市邮政业务总量２４亿 家。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１０家，高新

－２．９

个。共有普通高校５所（包括电大）， ２０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社会 在校学生４．５４万人；中等职业学校１２ ＧＡＮＳＵ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６９８１亿元，比上年 所，在校学生２０９万人；普通中小学
增长８２？？按经营地统计，城慎零告 校８５１所（不包括１２８３个小学教学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７８．８２万户。

额１９８．９５亿元，增长８？？？村零售 点），在校学生４６４５万人。小学学龄
额７０８６亿元，增长８８？？按消费类 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初中学龄儿童人

型统计，商品零售额增长７．９餐饮 学率９９５３？？全市文理二本以上上线
收人额增长９？？批发零售业商品销 １０３２７人，上线率３６２１较上年提
９．３ 售额６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 高２．５７个百分点。
｜－２８Ｉ

【固定资产投资与项目建设】
２０１８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

｜其中批发业销售额３４７亿元，增长

１１４？？？售业销售额３１６６亿元，增

【文化与旅游】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共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２０个，文化馆

｜长１２８？？住宿餐饮业营业额１０３．７亿 ８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１３个，农家书
降１．６？？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投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９？？其中住宿业 屋２５４０家，公共图书馆８个，各类藏
｜资下降５．６？？？二产业投资下降 营业额１６．５亿元，增长１４？？？饮业 ｜书８１万册，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
１４．１其中工业投资下降１４．１？？？ 营业额８７．２亿元，增长１２６？？全市 别达９９４６？９９２２有线数字电
三产业投资增长１．１其中基础设施 电商交易额４２８亿元，增长２０？？麦 视用户１２．１３万户。
投资下降１３．８？？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积区、清水县、张家川县被列为国家
年末，全市共创建全国休闲农业
｜增长１０．４？？

｜ 全市９０１个清单项目完成投豫

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２个、旅游专业村

全年进出口总额４２８２亿元，比 ２０个。清水县被评为中国体育旅游目

４２０４７亿元，６２个重大前期项目扎实 上年增长１３．１９？？其中出口２４６７亿 的地，秦州区李官湾村入围中国美丽

有效推进，７５个市级领导包抓重大项 元，增长１０．１？？？口１８１５亿元，增 休闲乡村。全年接待旅游人数４２１９万

长１７．６８？？
目完成投资１４５．７４亿元。
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５？？？现旅游收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房
【财政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市 人２５３．３亿元，增长３６？？接待入境
｜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６０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６．６３亿元，比上 过夜游客１．３８万人次。其中接待外国

住宅投资增长７２２？？房屋施工面积 年增长８？？其中税收收入２７５亿 游客５４９人次，接待港澳台同胞８４０９

２７２７万平方米，增长４８其中住 元，增长１３．１？？？税收人１９１３亿 人次。
宅施工面积５６１８万平方米，增长 元，增长１３７？？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医疗卫生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
２４？？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１３６万平方 ２９１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７２？？年 全市共有卫生机构３８２２个（包含诊
米，比上年增长１４２其中住宅销 末全市金砸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所），其中医院７７个，卫生院１３７
售面积１０７８万平方米，增长１８１？？ １３５６８亿元，比上年末增长７８８？？ ｜个，妇幼保健院、所、站８个，社区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市公路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９５７．７ 卫生服务中心（站）６９个。各类卫生
通车总里程１．１万千米。全社会公路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４４？？全市保费 技术人员２．２９万人（含村卫生室卫生
客运量３５６８．３６万人，比上年增长 收入２５９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员），其中执业医师４２６９人（含卫生

１２３？？？运周转量２３９１亿人千米， ２４０９？？其中财险收人７．７５亿元，增 ｜院执业医师），注册护士６２８３人。床
增长１．２３？？货运量４３７９．０３万吨，比 长９９７寿险收人１８．１６亿元，增长 位１．６７万张。年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上年增长７．２？？？运周转量７６．１９亿 ３１．３４？？
吨千米，增长７．２？？年末全市机动车

接种率稳定在９０？？上，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年末，全市共有全民健身点５２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８９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天水市生 ２８．７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５１．２亿
个。新建乡镇及社区体育健身中心８
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２１０ 产安全事故死亡５９人，比上年下降 元，同比增长２９５？？完成固定资产

爱

个。在省级以上各类比赛中共获得金 ２０．３？？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 投资１５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１８？？

牌１１３枚、银牌９枚、铜牌９３枚。 死亡人数００９０４人。工商贸企业事故 【杜会发展】实施各级各类科技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６起，死亡８人，直接经济损失４２１８ ｜项目１１４项，涉及工业、农业、医疗

甘肃
年鉴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交通运输和仓储业事故６０起， 卫生等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其中省级
２６５８１元，比上年增长８？？？均消费死亡５１人、受伤４３人，直接经济损 １项、市级３４项、区级７９项、组织鉴
定验收科技成果３５项。完成专利中请
支出１４６８５．３元，下降０３？？农村居 失９８．７４万元。

死

｜长８９？？？均消费支出８７２４元，增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６９３元，比上年增

ＧＡＮＳＵ
秦州区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长１２２？？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供稿：吴宏波

量７７１件，其中发明专利５２件，外观

设计专利４４７件，实用新型专利２７２
｜件。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８０多期，培
训农民０６万多人次，印发科技资料１

上涨２３？？全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５．５２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３
【区域顾况】秦州区位于甘肃省 万多份。年末，全区有区属（含市
万人。全年共组织劳务输转６９２８万 东南部，介于北纬３４＂０５＇－３４°４０２、 直）公办幼儿园、中小学校２７２所，

东经１０５°１３＇－１０６＂０１＇之间，全区总 有专任教师６３５人。区属医疗机构８６
年末，全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面积２４２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家，现有床位数２２８９张（含民营医
｜险参保率９７８待遇发放率１００％， １３５．５８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７个 院），专业技术人员７１１。
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提高７．６农村 街道办事处１６镇，总人口７１４８５ 【交通项目建设］全区实施交通
低保年指导标准提高６．３？？参加基本 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５．２４？？有回 重点项目１６项，总投资３．１亿元。其
养老、失业、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工 族、东乡族、俄罗斯族等３２个少数 中，国道３１０升级改造工程秦州段完
人，创劳务收人１４５．６亿元。

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人数分别为 民族。
｜成征地Ｉ８７１４４亩，拆迁房屋４４户。
３４９万人、１３．７４万人、２５．７９万人、 境内地势西南高，东部低。西部 秦州大道项目完成征地１６０２亩，拆迁

１４１６万人和１５万人。离退休人员 ｜为秦岭山地，南部与西部地情相似为 安置２６４户。天水至平凉高速公路秦
｜１０２２万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２９．３１ ｜秦岭山地，中部为黄土高原地貌。西 州段建设项目主线征地５０７．５８亩。天
｜亿元。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 秦岭横贯全区，是长江、黄河两大流 定高速藉口互通式立交项目完成征地
｜农民工６１５人，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 域分水岭。区域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１５２余亩，进行路基土方填筑，房
工１６３万人。各类企业劳动合同签订 护单位４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２ 建、桥梁桩基施工。天水绕城高速、
率９４８？？共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 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４家，省级非 国道３１０麦积至秦州段改线提升工
｜象２．５１万户、６０９万人，累计发放低 物质文化遗产１４项。
程、天水市现代物流园、天水城乡公
｜保补助资金２７７亿元；农村最低生活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助 交总站进行项目前期论证工作。县乡
保障对象８４１万户、３１．９１万人，累计 地区生产总值２１６．１６亿元，同比增长 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和刘什公路大中
发放低保补助资金５．４９亿元。农村临 ８．４？？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修工程完工；甘谷古坡至秦州关子至
时教助１５．８６万人次。
１２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２第二产 麦积新阳道路改建项目主线完工；完
【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全市创建 业实现增加值７９．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成汪苏、刘什、太牡、皂牡、天大公
省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３９个、整洁村 ６８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４２９亿 路等农村干线公路整治；自然村通硬
３０５个，全市非正规垃圾堆放减少 ｜元，同比增长１００？？其中工业企业 化路项目完成总工程量的７０？？
（供稿：关蓉）
９８陈年垃圾实现清零目标。推进 实现增加值５０６ 亿元，同比增长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 ８７？？全区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役＂，２０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 ２６．１１亿元，增长９．４６？？地方一般预 麦积区
改造，建成一级煤炭市场８处、二级 算收入完成９．４６亿元，同比增长
煤炭网点２８处，完成＂三改一补＂５ ８４８？？财政支出完成５００１亿元，同 【区域概况】麦积区地处陕、

万户，两区建成区黑臭水体及污染沟 比增长３．２４财政收支比为１： 甘、川之要冲，东接陕西省宝鸡市．
渠基本实现清零。天水市环境空气质 １９２。税收完成２２３６亿元，同比增长 南邻秦州区、两当县、徽县，西靠甘

量综合指数４８８。优良天数３０４０天，占 ９．１４？？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谷县，北连清水县、秦安县。地处东
监测总天数的８３７？？渭河葡萄同国控 ８６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８５Ｓ？？接待国 经１０５°２５＇－１０６＂４３＇，北纬３４Ｏ６＇－
出境断面水质综合评价结果为三类。 内外游客２３４１．６万人次，同比增长 ３４°４８＇之间。东西长１２３千米，南北

３９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最宽处５０千米，全境总面积３４８０平 元，其中住户存款余额１８６．７亿元， 赛项目。来自全国的１２支专业队和１２
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１７个镇３ ｜ 同比增长７．２３？？？融机构贷款余额 支地方队。经过两天比赛，顺德乐从

个街道，常住人口数Ｓ７．０４万人。有 ２０３．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１？？全年 罗浮宫龙舟队、山东潍坊滨海旅游集
３４个少数民族。

境内东南部绵直百余里秦岭山峦

共接待游客１８９６．５万人次，实现旅游 团龙舟队、中山国际棒球小镇龙舟队
综合收入９７．８２亿元

分获甲Ａ组团体总分前三名；顺德乐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有 从罗浮宫龙舟队、山东潍坊滨海旅游
叠翠，西北部黄土高原川梁沟昴纵横
｜交错，境内森林覆盖率达６３．５？？横 ｜各类卫生机构６４０家，卫生技术人员 集团龙舟队、东莞恒泰建筑龙舟队分
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属大陆半湿 ４４５８人，标准床位４７３３张：有各级各 ｜获迷你组２００米直道赛前三名；秦州

甘肃
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降水适中， 类学校５０４所，在校学生９５８７７人， 区龙舟队、秦安县龙舟队、天水师范 ｜年鉴

｜全年平均气温１１．３℃，平均降水量

在岗教职工８１７８人。有中小学生 学院展泰龙舟队分别获得甲Ｂ组２００

２０ｓ

５０３．２毫米，从南向北依次减少。年均 ７４４０１人；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１２ ｜米直道赛前三名；中山国际棒球小镇 ＧＡＮＳＵ
日照２００８４小时，每天平均５．５小 个，博物馆１个，图书馆１个，文化 龙舟队、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东
时，日照地域间差别大，北部山区较 ｜馆１个，农家书屋３７９个，乡村综合 ｜莞恒泰建筑龙舟队分获甲Ａ组５００米
多，东南部林区较少。太阳辐射总量 文化站１７个；２０１８年，全区农村居民 直道赛前三名；山东滩坊滨海旅游集
在２３９５￣２７０３兆焦平方米，全年无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７６６８元，增长 团龙舟队、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
霜期１９３天。夏无酷暑，冬无严寒， ８．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中山国际棒球小镇龙舟队分获甲Ａ组
｜四季分明，有麦积山石窟，卦台山， ２７０２８元，增长８．２？？
３００米绕标赛前三名；山东滩坊滨海
【中国龙舟公开赛】２０１８年７月１ 旅游集团龙舟队、顺德乐从罗浮宫龙
仙人崖、石门等景区。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日，中国龙舟公开赛（中国·天水· 舟队、中山国际棒球小镇龙舟队分获

｜生产总值１８７．６ 亿元，同比增长 麦积站）暨中国·天水·麦积第四届 甲Ａ组２００米直道赛前三名；秦州区
４９？？？中，第一产业完成１２亿元， ＂保利地产·伏羲杯＂龙舟大赛在天 ｜ 龙舟队、天水师范学院最泰龙舟队、
同比增长４６？？？二产业完成７．８亿 ｜水市麦积区翠湖开赛，本次赛事由国 武山县龙舟队分别获得甲Ｂ组５００米

元，同比增长１．２？？？三产业完成 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 直道赛前三名；秦州区龙舟队、天水
９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８８规模以上 龙舟协会、甘肃省体育局、天水市人 师范学院晟泰龙舟队、秦安县龙舟队
工业增加值４９．６亿元，增长４．１？？Ｍ 民政府主办，天水市麦积区人民政 分别获得甲Ｂ组闭体总分前三名。
定资产投资同口径增长１６．０５？？全年 ｜府、天水市体育局承办。比赛分甲Ａ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１．３亿元， 组、甲Ｂ组、迷你龙舟组三个组别。

（（供稿：吴霞）

同比增长７．９５？？全区大口径财政收 甲Ａ组设置２２人龙舟２００米、５００米清水县
入１７４７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４３？？全 直道竞速赛、３０００米环绕赛三个项
区财政总支出４８４５亿元，较上年增 目；甲Ｂ组设置１２人龙舟２００米、
【区域概况】清水县位于甘肃省
长９．７？？年末，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 ｜５００米直道竞速赛两个项目；迷你龙 东南部，介于北纬３４°３２＇－３４＂５６＇，
款余额２５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５．８％ 舟组设置５人制龙舟２００米直道竞速 东经１０５°４５＇－１０６°３０＇之间。东邻陕
｜西省陇县、宝鸡市，南接麦积区，西

靠秦安县，北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毗
邻。东西长６６千米，南北宽４７千
｜米，全县总面积２０１２平方千米。２０１８
年末，全县辖１５镇３乡，总人口３３．２４
万人。

属陇山山地向陇西黄土高原过渡
｜地带，全境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
略呈长方形，海拔１１１２－￣２２０１米之

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不

｜寒冷面漫长，夏季温和而短促，几乎
｜无夏，春秋相连，雨热同期。年平均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龙舟家

气温９９２℃，年降水量６４６．９毫米，日
照时数２１１３９小时，无霜期 １７７天。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９１

森林覆盖率３５２９？？清水农业经济以

７００４元，较上年增长８．７９？？城镇居 史纪录。植被以农作物植被为主，约
｜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２５１９０８元， 占总面积的５９３？？野生药物有甘

署
甘肃
｜年鉴

马铃薯、胡麻、大麻等，是全省大麻

｜草、冬花、半夏等；矿藏资源有铁、

｜同比增长７．９？？

｜种植基地。有清水温泉、花石崖、赵

充国陵园等自然人文景对

秦安县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供秘：南慧霞）

铜、锰、铝等金属类矿藏，藏量少，

品位低；非金属类花岗岩、石灰岩、
｜枯土矿、砂砾石、石肾、芒硝等矿藏

地区生产总值４４．５１亿元，同比增长
｜分散，开采利用价值不大。县内主要
２．４？？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９．７６亿
【区域概况】秦安地处黄土高原 有大地湾、何湾桃花景观、兴国寺、
元，同比增长４３第二产业完成增 ｜内陆，位于秦岭之北，甘肃省东南 ｜女娲祠、文庙等９处旅游景点。

死 加值６．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５．８第三

｜部，天水市北部，渭河主要支流葫芦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地
ＧＡＮＳＵ 产业完成增加值２８，６８亿元，同比增 河下游。地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５２０＇～ 区生产总值５６１２５万元，按可比价格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长０８？？？县农业总产值达到１６２５ １０６＂０２＇，北纬３４＂４４＇－３５１１＇之间。 计算增长４０？？全县实现现价农、

｜亿元，较上年下降１５８５？？？县完成 东接清水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南邻 林、牧、渔业总产值２２７６５万元，下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２．９６亿元，较上 麦积区，西连甘谷和通渭县，北靠庄 降０２５？？？现农、林、牧、渔业增
年下降２８？？？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浪与静宁县。东西长约６５千米，南北 加值１４０１９４．１４万元，增长４．３３？？分
资１７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９８９？？完 宽约５０千米，全县总面积１６０１．６平方 产业看：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４０４５
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１９．２５亿元；实 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有１７个镇， 万元，增长４３？？其中全县实现工业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７８０４８万 常住人口５２９８万人，人口自然增长 增加值３５６０８万元，较上年下 降
１．２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７７５１２万
元，较上年增长８２？？？年实现旅游 率为３．７８。
综合收入５６８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 属陇中黄土高原西部梁勤沟置 元，增长２１？？？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 １１０２５５万元，增长０．７？？？三产业完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建成 １１２０－２３０米，地貌特征为黄土梁沟 成增加值３１０８２６万元，增长５．３？？
｜各级科技示范点２２处，引进新品种１８ 壑与河谷地形相互穿插分布。境内最 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６１５
个，推广新技术２１项，完成专利申请 ｜大河流为葫芦河，自北向南纵贯秦安 ｜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３．６％
２３件；实施县五中分校等新续建项日 中部。其四大支流清水河和南小河， （按５２８６万平均常住人口计算）。全
３５个，建成行政村幼儿园８所。年内 显亲河和西小河，分别从东、西两岸 县大口径财政收人完成９２４３万元，
｜达到６１００万元，增长１３％

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５８所，中、小 ｜流入葫芦河。葫芦河在兴国盆地东南 ｜较上年增长１７．７？？全县财政总支出
｜完战４４０３２７万元，较上年增长
学在校学生４４５４人，有教职员工 与人佛耳峡汇人滑河。
３７０人；有卫生机构３４９个，各类医
｜ 属陇中南部温和半湿润季风气售 １１３８？？全县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务人员１１４７人，病床总数８７２张。
｜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２０１８年， 余额１４９１１８１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 ２０１８年，全县打造年销售额１０（ 气候特点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日 ９５２０６２万元。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电商龙头企业１家，培育＂互联 ｜照正常。年平均气温１１．７℃，比历年 ３５１０７６万元，增长１３．６５？？全年实现
｜网＋产业扶贫＂示范村１０个，贫困村 ｜平均值偏高０８℃，其中，冬季、秋季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５６６７．５万元。增长
电商服务点１００个，全年电商交易额 正常，春季特高，夏季偏高，１２月属 ｜８．１？？其中：城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达１２亿元；新建干鲜果基地８４５万 正常。３月份月平均最高气温为 １７９９３７４万元，增长８１？？？村实现消
亩，新改扩建鹦晨兴旺等标准化规模 １８８℃，破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年极 ｜费品零售额１７５７３０１万元，增长８．１？？
养殖场１１个，新增规模养殖户６６ 端最高气温为３４０℃，出现在８月５ 【社会发展】年末，全县共有市
户、创建上宜牧业等市级标准化示范 日；极端最低气温为－１４８℃，出现在 场４７处，年成交额达８４９６３方元。全
场２个；新建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１月９日。年降水量６１２８毫米，比历 县４２８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道路通畅，
心３８个。建成＂美丽乡村＂省级示范 年平均值偏多４０？月和７月一日最 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１５７９３６千
村２个。全县城镇化率４４９？？清水 大降水量及月降水量均破同期历史最 米。共有４２８个行政村通电信宽带业
县被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务 多纪录；６月日降水量≥５０毫米的日 ｜务，年末互联网用户数达１１．５１万
院扶贫办联合命名为＂四好农村路＂ 数１天，破同期历史纪录。年１日最 户，固定电话用户７．６万户。移动用
全国示范县。全年输转农村劳动力７ ｜大降水量７３８毫米，破历史一日最大 户２３万户，４Ｇ基站５８６个。联通基站
万人，创劳务收入１４４亿元，增长 记录。年内≥２５０毫米的降水日数４ ４５３个，用户５．１万户。
共组织实施科技项目４１项，争取
｜９？？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次。＞５００毫米的降水日数２次、破历
３９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新上项目１１项。全年专利授权数２９ 化名镇、风土风情、名人与名镇、艺 积区．南邻秦州区和礼县，西靠武山
项，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５４．１９？？年 文、大事记略九个部分，３０余万字， 县，北接通渭县。全县南北长６０千
末全县有各级各类学校２７９所，有中 图片１７２幅。
｜米，东西宽４９千米，全县总面积

小学生６３７４２人，有公办教职工６１７０ 【极端天气灾客】２０１８年４月４１ １５７２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
人，代课教师１９３人。全县共有校舍 下午，秦安县出现雨雪天气过程，伴 １３镇２乡，总人口６４２５万人，自然增
建筑面积６９万平方米，危房面积２４ 有雷电和阵性大风，极大风速出现在 长率６．４５？？

目万平方米。共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１ 王窬，为２４３ｍ／，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属黄土高原地区，南部山区为秦

甘肃

个，图书馆１所，各类藏书７．２万册， 王尹，为２２６毫米。低温冻害致使全 岭山脉西延，北部山区为六盘山余
文化馆１所，农家书屋４３个，乡村 ｜县１７镇４２８村３９５９５人受灾，农作物 脉，境内梁、岁、沟、壑起伏纵模， 年鉴
广播电视站１７个，广播覆盖率 受灾面积６０６２００公顷，成灾面积 湾、坪、川、滩交错如棋。全县平均 ２ＯＥ
｜９９８电视地面接收站１３．１６万 ３０９公顷，绝收面积８Ｉ７１．７公顷。 海拔１９７２米。渭河由西向东横贯全 ＧＡＮＳＵ
座，电视覆盖率达到９９６有线电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１８２００万元。４ 县，境内长度４２千米。属大陆性季风
视用户７８２５户，转播节目２０１ 套。全 月５日出现强降温天气，日平均气温 气候，２０１８年，年平均气温１１６℃，
年共接待游客２６７．３万人次，实现旅 ２４小时下降９．３℃，６日出现寒潮天 极端最高气温３３．６℃，级端最低气温－
｜游综合收人７．７８亿元。年末全县共有 气，日平均气温４８小时下降１２１℃， １４．０℃。总降水量６２１．６毫米，日照总
｜各类卫生机构２９家，卫生技术人员 ｜最低气温出现在王辅，为－７０℃，致 时数１７９８．５小时。全年气温偏高、降
９８５人，有标准床位１７１１张。
使特色林果业损失惨重。４月４日１５ 水偏多且年内分布不均，１～７月降水
年末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感 时３５分出现大风，极大风速达１７ 持续偏多。４月强低温霜冻灾害对林

人达７７８３２元，增长８．５８？？？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６２３６．３元，增长
｜８．３２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３３８９８
元。物价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１０２？？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５９６９人，

｜米秒；４月１９日１５时２０分出现大 果业造成灾害，７月暴雨及强降雨对

风，极大风速最大达１８０米秒。大风 农业、基础设施、家庭财产均造成灾
｜害。全县天然林和主要常用造林树种
出现时间短，未造成灾害。
６月１０日，王铺、魏店、郭嘉 有３２科、４属、１０７种、８１个品种。

安伏４镇部分村庄相继出现冰苞，最 矿产资源有赤铁矿、铅铁矿、辰砂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全县共输转 大冰雹直径约８毫米，持续时间约２０ 矿、白钨矿、白铅矿，品位低，藏量
农村富余劳动力１Ｌ２３４万人，创劳务 ｜分钟，冰雹灾害造成３４村５２户 ｜少。非金属矿有中型石灰岩、圩土
收人２３．９亿元。
２０２０８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矿、中型石跟矿等，质量差，利用价

１２６２０９公顷，成灾面积１８２２０公顷， ｜值小；花岗岩，数量较大。有大像
讨会】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２０１８年大地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２９６９５６万元。６ 山、华益寺、天门山ｌ、蔡家寺、姜维
湾文化与科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 月２９日，秦安大部分地方出现强雷阵 墓、尖山寺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
｜省秦安县举行。本次会议以＂文化与 雨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西川镇王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地
｜【大地湾文化与科技国际学术研

科技＂为主题，围绕大地湾彩陶与中国
早期文明、甘肃早期考古新发现、甘肃
科技考古新进展、大地湾遗址的保护与
利用等多方面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并从考古学、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博
｜物馆学等多角度论证其价值。

｜峡村，达４１．１毫米。暴洪灾害使西川 区生产总值６３．４１亿元，同比增长

｜镇７村５４３户２２７人受灾，水毁农田 ２．８？？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５１２公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５．４０ １６．１８亿元，增长６．１？？？二产业完
｜万元。７月１０日全县普降暴雨，累计 成增加值１７．６７亿元，增长６１？？？

雨量超过８０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２９．５６亿元，增长
云山镇李川村，达１０１毫米。暴洪灾 ２．２？？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７．４２

【《陇城镇志》正式出版发行］ 害致使全县１７镇３４５村１８４５３户８００９７ 亿元，同比下降１．４剔除非税收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 人受火，直接经济损失达２２７４１万元， 不可比减收因素，同比增长２１．７？？

｜ 小组办公室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名镇论

（供稿：王广林焦录生） 财政总支出３９．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１．８６亿
元。同比下降４５１？？？现规模以上工
｜组为陇城镇等第三批中国名镇志丛书
｜业增加值１８７亿元，同比下降
编纂单位授牌和须发荣誉证书。《陇 ｜【区域概况】甘谷县位于甘肃省 １１．１？？？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镇志》是甘肃省首部人选中国名镇 东南部，天水市西北，渭河上游。介 ３０．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８？？全县金融
志文化工程的镇志。全志分基本镇 于北纬３４＂３Ｉ＇－３５》０３，东经１０４°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１２６６４亿元，较年
情、女蜗祭典、街亭、军事重镇、文５８－１０５＂３１＇之间，东接秦安县和麦 初增长９．９５？？？项贷款余额６１．２７亿

坛暨第三批中国名镇志丛书出版座谈
会在湖北省孝感市召开。会上，中指甘谷县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３９３

元，较年初增长１．７５？？全年共接待游 邻就西、通渭，东西宽５１．５千米，南 各类学校３６７所，有中小学生５７０４７

客２８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人１３．８ 北长５９．５千米，周长２００千米，全县 人，招录引进教师２７０名；有文化艺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１６．６？２１？？ ｜总面积２０１１平方千米，其中总耕地 ｜术表演团体１５个，图书馆１个，文化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６３．５２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３镇２
医疗卫生计生机构４７９个。公立医疗 乡，户籍总人口４６１１万人，人口自
机构从业１３９人，民营医疗机构从业 然增长率４．８７？？
４５７人。各类医疗机构开设病床２１４２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海拔在１３６５

甘肃 张。有中小学３８３所，在校中小学生
年鉴 ９４７４６人。有公、民办幼儿园２９９所，

死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馆１个，博物馆１个，美术馆１个，农
家书屋３４４个，乡村广播电视站１５

｜个；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７９８７元，较上年同期７３２０
米￣３１２０米之间。地貌以侵蚀地貌为 元增加６６７元、增长９．１？？？镇居民
主，主要山岭有云雾山、太皇山、天 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９６元，较上年同

在园（班）幼儿１８１６５人。有县图书 爷梁、铁笼山、桦林山。水资源充
馆１所，文化馆１所，农家书屋４０５ 足，渭河及５条支流榜沙河、漳河、
个，乡镇广播电视站１５个。城镇居民 山丹河、大南河、聂河分布均匀，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６０８３２元，同比增 径流量达９．３７亿立方米。２０１８年气候
长７．６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０９６５８ 特点是：气温偏高、降水偏多，时空

期２３１５４元增加１８０２元、增长７８？？

２０１８年，全县各项指标均达到贫困县
｜退出标准，整县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已减贫４３５４户１８２万人，贫困发生率
降至１．５４？？

分布不均，日照偏少。年平均气温为 ｜ ［抗洪抢险救灾】２０１８年７月，县
１０５℃，年极端最高气温３２１℃，年极 内发生历史罕见的暴洪灾害，在灾情
端最低气温－１４．３℃。年降水量为 面前，全县干部群众日夜奋战，保卫
５５７９毫米，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境 家园，投人资金５００多万元，迅速抢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４８？？全县 内已探明蛇纹岩（鸳鸯玉）、石灰 修基础设施，果断处置险情隐患，转
电商交易额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２？？ 石、大理石、花岗岩等非金属矿产１０ ｜移安置群众４６００多人。确定重建项目
【机制改革】开展＂减证便民＂ ｜多种，金属矿有钼、铁、铜、络、金 １９６个，投资５．１７亿元。渭河孟庄段堤
行动，减少行政审批５６项，取消无谓 等。有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国保单 防、马力杨坪大桥等项目已全面完
证明８７项，梳理＂最多跑一次＂事项 位水帘洞石窟群等１０大旅游区，有文 工，水毁道路全部恢复通车，近１０万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７０６７
元，同比增长９５人均生活消费支
山出８２７９．７元。２０１８年全县退出贫困村
１１９个，减少贫困人口４６７１户２２万

６５０项，解决群众办事堵点９５项，政 物点４６９处，其中国家、省、县三级 户群众及时恢复供电，２７８个自然村及
｜务服务网上可办事项６４２件。推进

＂双随机、一公开＂和＂多证合一

童点文物保护单位３６处

时恢复供水，２４６户群众受损房屋、７１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所受灾学校恢复重建全面完成

｜证照分离＂等商事制度改革，企业开 地区生产总值５４．２亿元，按可比价格
｜ 办时间压缩至３个工作日，新增各类 计算增长４．２？？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市场主体３８０户，完成＂个转企＂ １７．７亿元，增长４．６？？？二产业完成
１３０户。新组建的税务局和退役军人 增加值９．２亿元，增长１．１？？？三产
事务局正常运转，国有林场和盐业管 业完成增加值２６．２亿元，增长４．３？？
｜理体制改革完成。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固定资产投资３９．８亿元，增长６？？
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放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４５００万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１０万余份。 元；全县大口径政收入完成５５３亿
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土地资源变 元，较上年增长６７？？？支出完成
资产３．２万亩、资金变股金９５２６．５万 ｜３２５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１３．６？？全县

（供稿：丁维忠 于海忠）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 【区域概况】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介于东经１０５＂５４＇～１０６＂３５＇，北纬３４＂

４４＇￣３５１１之间，东接陕西省陇县，
南邻清水县，西连秦安县，北毗华
亭、庄浪县。东西长６２千米，南北宽
４８千米，全县总面积１３１１８平方千
、农民变股东１９３万户
金磁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５９．５１亿元， 米，其中耕地５６３４万亩。２０１８年
（供稿：王赟博 王绒绒） ｜同比增长１４６７？？全年实施各类固定 末，全县辖１０镇５乡，常住人口为
资产投资项目１５２个，争取到国家和 ２９６６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２？？
｜武山县
省级项目资金８．７亿元。全年实现社 全境以山地为主，地貌大体上由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８８亿元，增长 梁茆、沟壑、川台、河谷四部分形
｜【区域概况】武山县位于甘肃省 １０３？？全年接待旅游游客４３３（万人 成，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略呈斜
｜东南部，天水市西端的渭河上游，介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人２１．８亿元。

三角形。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于东经１０４°３４２５＂－１０５＂８＇３０，北纬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８８℃，较历年平均气
３４＂２５＇１０－３４°５７１６＂之间。东连甘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６６家，有执业医 温偏高０．７℃．无霜期１６７天左右，全年
｜谷，西接漳县，南通岷县、礼县，北师９３５人，标准床位１３６７张；有各级 日照时数２１７９．２小时，年总降水最
３９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７１３毫米。全县有后川河、樊河、汤 １４２５０户。胶原驴、中蜂、乌龙头等
浴河、清水河、马鹿河五条较大的时 ｜特色产业全面发展。组建创裕农业产

２９＇－３９°２７，东经１０１＂４ｇ＇－１０４°１６＇
｜ 之间。东靠白假市、兰州市，南部隔

令河。境内森林覆盖率达２４．１２关 业发展有限公司，推动全县１７３个村 ｜祁连山与青海省为邻，西与张掖市、
山林区林木面积５４９２９．６９公顷，占全

实施农村＂三变＂改革。完成农村承 金昌市接壤，北与内蒙古古自治区相

县４３．７８木材总蓄积量达１４２０９万 包土地确权５６０６万亩，建成农民专 连。南北最大距离３２６千米，东西最
立方米。
业合作社５３２家，流转土地５５００亩， 大距离２０４千米，全市总面积３２３４７
全县１４２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１区３
地区生产总值２９．８３亿元，按可比价 ４８８．５４万元。
县，常住人口１８２．７８万人，比上年末
（供稿：马红梅 ｜增加０．２５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７３３
格计算较上年增长１．８？？第一产业完

甘肃

年鉴

成增加值７．１４亿元，增长４．３？？？二
万人，城镇化率４２３１？？人口自增率 ２０１９］
｜武威市
为３．２４？？
产业完成增加值２８３亿元，下降
ＧＡＮＳＵ
境内属黄土高原、青稿高原和蒙
８，９？？？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１７．９６亿
｜元，增长２．６？？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
【区域概况】武威市地处甘肃省 ｜新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地势呈西
完成１９０２６万元，同比下降１？？全县 自部、河西走廊东端，介于北纬３６°｜ 高东低、局部地形复杂，形成明显的
财政总支出完成３０８６亿元，较上年
８年武成市主耍农产品产量
增长２６？？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
单住
入里
款余额达到７０２５２７万元，较年增长
模食
８．６？？各项贷款余额２８６８６２万元，较
年初增长－４．３存贷款余额差额

４１５６６５万元，存贷比为２４５：１。全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５１亿

元，增长９２？？全年接待游客１４８万
人次，同比增长２２？？？游综合收人

５．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有各类卫生机构４８８家，卫生技术人

员１２８０人：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９４所，
｜有中小学生５４４８人；建成社区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３个。建成乡村记忆馆

１５个。提升完善农家书屋２７２家。建
成农村固定放映点３个。创建村级文
化文体社团２６９个。创建旅游名镇１
个，旅游名村１个。加快旅游扶贫，
发展农家乐７户。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６９３３元，较上：
年同期６３５４元增加５７９元，增长
９１？？？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４４２９元，较上年同期２６０６元，增加
１８２３元、增长８．１？？？位从业人员年
｜均货币收人达到６０５１９元，较上年下
降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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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粮产量２７．８万吨、增长３９．８秋 ｜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减少到２６万人，
三个地理带。南部祁连山区，海拔夏

署

在２１００￣４８００米之间，山脉大致呈粮产量８２万吨、下降２１？？新建、 减贫２９５万人，贫困发生率由上年的
西北一东南走向，气候冷凉，降水 改扩建大型规模养殖场５个，累计达 ３．８６？？降到１．８１？？凉州区、民勤县
｜丰富，有利于林业和畜牧业的发 到１４１个；新建、改扩建规模养殖场 经省上正式公布，退出贫困县。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展。中部平原绿洲区，海拔１４５０￣ ２１个，累计达到４４３个；新建、改扩

２１００米之间，地势平坦，土地肥 建规模养殖小区５个，累计达到７８０
｜个；新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７００户，累计
甘肃 沃，是全省和全国重要的粮、油、
瓜果、蔬菜生产基地。北部荒漠 达到６９３７０户。实现畜牧业增加值
年鉴 区，海拔１３００米左右，干旱少雨，
０ 日照充足，是沙生植物、名贵药材 ４７．６６亿元、增长１１．７５？？全年肉类
总产量达１７．１万吨、增长３４？？
ＧＡＮＳＵ 的主要产地。境内最高峰天祝冷龙 ｜２０１８年，使用无公害、绿色、有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６．３８亿元、比上年
增长４？？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４３．７８亿元、增长５．７？？轻工业完
成增加值１２１６亿元、下降１０．重

工业完成增加值３１６２亿元、增长
１３．４？？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２５９
岭主峰咔哇掌位于县境丙北，海拔 机食品和地理标志的产品达到１８７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１．３４％，
４８７２米，最低点民勤白亭海位于民 ｜个，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保持在 ｜产品销售率达９８６１？？全年完成建筑
陟县北部，海拔１０２０米。

２０１８年，全 市实现生产总值

９９？？上，出口农产品备案基地面积 业增加值６６７亿元、增长１８？？
１８年武威市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增长情况
行
比上年增Ｋ（％）

４６９２７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４８？？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２０５３亿元、

｜增长６．５？？？二产业增加值１３１．７２亿 衣、林、软、潼业

｜元、增长３？？？三产业增加值２１７．０１

末矿业

亿元、增长５．２？？按常住人口计算， 例造业
电力、黑气及水的生产和保应业

人均生产总值达到２５６９１元，三次产
｜业结构为２５．：２８１：４６．２。

建筑：
交通送输、仓储和邮政业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实现农业增加值１２３．２２亿元，增长

教育
｜６．５？？农作物播种面积３９７．６７万亩， 卫生和社会工作
比上年增加９．０３万亩。其中，粮食作 文化、体育和疑乐业
物播种面积２４６４万亩、增长５．２％，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１５１２７万亩、下降 其他

｜Ａ３

ａｇ
一书６
Ｓ法

４１６５

１２０２

ｎｓ

｜１９８？？粮食作物中，夏粮播种面积 ８２６５万亩；农民合作社９４１２家，成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７．５万亩、增长４８１６秋粮播种面 员９．１５万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４９０ 实施５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６３８项，其

积１６８９万亩、下降７２？？粮食产量 家，经营耕地７．５５万亩。
达到１０９８万吨、增长７．６？？其中

全年退出贫困村７３个，国家扶：

芙享芙高年扬创新
篑四届中俄宋材贸易股资太白
肃 ·武威２０１８﹒６．２０
工Ｄ方： 中国木团与水制品试通的会

ＥｎｉｓⅢＥｈ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６日，中单木材贸易投资发展论左成功举》

３９６ ｜市（州）县（市、区）概况

中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１６７项。全年固
｜定资产投资下降２１．０１其中５００万

元及以上项目投资下降１９．９２？？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项目中：第一产业在建项
｜目５３项，完成投资增长２６２１？？？

二产业在建项目１１０项，完成投资下
｜降４６．９？？？三产业在建项目４７５

项，完成投资下降１３．８？？全年工业
在建项目１０８项，完成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下降４７．１３？？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房
地产开发投资下降２４．４１其中住宅
投资下降２３４２？？房屋施工面积
３１４．６３万平方米、增长３０９６房屋
竣工面积 ３０９万平方米、下降
｜９３．８３商品房销售面积４４．０１万平

方米、增长１８．５２％，

饮业实现营业额５９０７亿元、增长 比赛中巾，荣获奖牌４６枚，其中，金牌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共签 １１．８７％
１０枚、银牌２０枚、铜牌１６枚。
约招商引资项目１７０项，开工实施１２６
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１２３１１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年末，全市

项。实施招商引资项日３６０项，洛实 万元人民币、增长１．９２？？其中，进 乡镇以上医疗卫生计生机构２００个，
｜到位资金２１２．８亿元、下降２８．３９？？ 口３２１万元、增长１０７．３１出口 床位１０７４０张，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
｜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市新增

１１９９０万元、增长０．５？？

｜床位６２３０张。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公路里程６１８６千米，公路总里程达 【财政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市 １１５７０人．其中临床执业《助理）医

１３１７３．５３千米。全年完成公路运输总 完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５．４４亿元、增 ｜师４０８人，每千人拥有医师２２１人， 甘肃
｜周转量１７８５４亿吨千米、增长 长４０８？？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人 每千人拥有床位５．８８张。全年乙、丙 ｜年鉴
７．３２？？其中，客运量４１６６万人、下 ３０．４５亿元、同口径增长７１１？？完成 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人数７２７例， ２０Ｅ
｜降１．５４客运周转量２８．０３亿人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０１．１亿元、增长 报告死亡５人，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ＧＡＮＳＵ
米、下降１．５１？？？运量６２６３万吨、 １．９２？？全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增长８．１７货运周转量１７５．７４亿吨 ８３２７７亿元、增长６８９本外币贷款

９５．９３１０万，死亡率０．２７／Ｉ０万。

【人民生活与杜会保障】２０１８
千米、增长７．４８？？
余额８２９３７亿元、增长１．５３？？全年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６２０４亿 股票交易额１３５７亿元、下降２７？？ ２７６６８元、增长８．２城镇居民人均
元、增长１３８？？其中，邮政业务总 全市保险系统实现保费收人２６７６亿 消费支出２０２２４元、增长８．３？？？村
量１．３３亿元、增长２２１１？？？信业务 ｜元、增长４９８？？累计赔付支出及满期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５１８元、增长
８．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９３０
年金给付７４１亿元、培长１４．１７？？
固定电话用户１３．８７万户，比上年减少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全市组 元、增长１３．８？？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０．７万户；移动电话用户达１７２７２万 织实施科技项目１６项，其中省级２３ ２４８９３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０？？

总量６０．７１亿元、增长１４３？？年末，

户，新增１４３万户；互联网宽带接人 ｜项，市级项；登记各类科技成果６８ 全年居民清费价格总指数１０２２商
用户达９４．５６万户，新增１０．２万户。 项，获得省级奖励５项；获得授权专利 晶零售价格总指数１０２１？？
｜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投资５８５亿 １０３１件，其中发明专利５５件、实用新 ｜ ２０１８年，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元的全省最大的文化旅游综合体ＰＰ ｜型专利７２件、外观设计专利２０４件。

｜项目武减雷台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开

工建设，武威历史文化街区及重点历
史文物保护建设项日正式签约。创建
３Ａ级以上旅游景区３个，古浪战役纪
念馆创升为４Ａ级旅游景区，凉州区
被确定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

保险参保人数１３．９万人，其中离退休
｜人员５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养老保险参保６６万人，其中离退休

｜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和幼
儿园１０６０所、比上年减少２所，在校
（园）学生（幼儿）２７５２４７人，减少 人员１．６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６９４１人。小学适龄儿童人学率、巩固 险参保人数８９．８万人．其中领取养老

率、毕业率均达１００？？？中在校学 保险待遇人数２３．４万人。全市城镇职

生巩固率、毕业率均达１００？？？中 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１４万人，城

｜位，１３个村入围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毕业生升人高中阶段的比率为 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１５６２万
建设名单，武减市被新华网评为＂最 ｜９４３其中，升入普通高中比率 ｜人。全市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８．７万

美中国·优质旅游目的地城市＂和 ５６１１升入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专
＂首批全国文化旅游胜地＂。全年接待 业学校比率３８．３２？？九年义务教育巩
国内外游客１５１３８万人次、增长 固率达９９５？？
２７．７７实现旅游总收人８４亿元、 ［文化与体育］２０１８年年末，全

人，领取失业金人数１６１２人。全市工

伤保险参保人数１６．２万人，其中农民
工参保５．１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人数１４８４人。全市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增长３３．２６？？
市有艺术表演机构２个，文物保护机 ８９万人，享受生育保险人数６４９人。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实助 构５个，图书馆５个，博物馆１０个， 全年城镇居民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教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５．７２亿元、增 文化馆５个，乡镇文化站９３个。新筹 的人数３６３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长７３？？其中城镇实现零售额１４２１４ 建市博物馆、图书档案馆、影剧院等 救济人数达１１．３万人，农村五保供
亿元、增长７７乡村实现零售额 重大公共文化项目顾利推进。村（社 养０６７万人。全市福利院６所，在院
６．５８亿元、增长６４？？批发和零售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率达 ｜人数５７１人；民办养老机构１０所，拥
业实现商品销售额３５２２８亿元、增长 １００？？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 有床位２３８１ 张；农村敬老院１６个，
１０９？？其中批发业销售额１４８５６亿 ９３？？提高００２个百分点。电视节 各类养老机构拥有床位数４６７７张，在
元、增长１０４１零售业销售额 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９８１？？提高 院人数３０６２人。农村危房改造１８６９
２０３．７２亿元、增长１１．２５？？住宿和餐 ｜００２个百分点。全年在省级以上体育 户，实施棚户区改造２０１４８套（户），
市（州）县（市、区）概况｜３９７

基本建成１７６４８套（户）。

｜９．７℃，较历年偏高１．２℃；年日照时数

长５．２８？？一般公共预算收人１３．７８亿

｜年，全市水资源总量１４．９４亿立方 年降水量为１７０３毫米，年蒸发量为
｜米，年末７座重点水库蓄水总量 １９９４．３毫米。粮食作物多达１７种，经
０９９５８亿立方米，比上年末增长 ｜济作物有 ５０多种，乔灌类植物多达
０５１？？全年总用水量１４３３亿立方 １７０多种，用材树 ５０多种，野生植

６４６８亿元，增长１５７？？２０１８年末，
｜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５６０２亿元，增长９３２？？全年接待
国内游客１２９３．２２万人次，比上年增

｜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２０１８ ２６５４９小时，较历年偏少２０６．５小时； 元，增长１１８？？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舅

甘肃 米，比上年下降６６？？全市年平均降
水量３１０２毫米。全市城市空气质量优
年鉴 良天数达到２９０天。城市污水处理厂

｜物 ２００多种，矿产资源品种主要有 长２６３？？？游综合收入７０４９亿元，
煤、陶土、石英砂、萤石、硅石、花 增长３３０５其中接待入境游客１５００
岗石、地热水等。据文物部门音查， ｜人次，旅游外汇收人１０４４万美元。
２Ｏ的 日处理能力９万立方米，城市污水处理 全区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０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共
ＧＡＮＳＵ
有各类卫生机构７９５家，卫生技术人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率９５．２？？城区集中供热面积１８００万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２７处，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６处，可供游览观瞻
平方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员７１４８人，标准床位６３２２张；有各

的古建筑群、古遭迹、古墓葬、石刻 级各类学校４２３所，比上年增加７
２０１８年，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 等文物景点２００多处，馆藏文物５万 所，在校（（园）学生（幼儿）１５６８９
｜全事故３０起、下降３．３死亡２６ 多件。除此之外，还有集冰川雪山、 人：有各类运动场所１８００个，，室外全
人、下降２５．７受伤９人、下降 森林草原、大漠奇观、绿洲风光于－ 民健身路径１５４条，新建成农民体育健
２５．７直接经济损失６４８４７万元、 体的自然奇观；有沙漠公园、濒危野 身工程行政村３１５个；有文化馆１所，
９城市建成区绿地率２６７９？？

增长１３６９５？？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
全死亡率为０．０５５４，煤矿百万吨死亡
率为００１９．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为
０．３６７。全市地震台站１３个，全部为

生动物繁育中心等现代景点；有凉州 公共图书馆１所，乡镇文化站３７个。
｜战役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１９８６年 ｜ 年末，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 ｜收人达２９２９６元，比上年增长８５％，
对外开放城市，２００５年被命名为中国 ｜净增２２９５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无人值守地震前兆监测台站。全年境 优秀旅游城市，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被命名为 ｜入达１４１２４元，比上年增长８６净
内共发生ＭＬ３．０级以上地震７次。
（供稿：毛永芳）

＂中国葡萄酒城＂。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生产总值２９２５４亿元，按可比价计
凉州区
算，比上年增长５．６？？其中，第一
业完成增加值６５．０５亿元，增长
【区域概况】凉州区地处甘肃省 ６．６？？？二产业完成培加值８９．０８亿

｜增１１９元。２０１８年，全区减贫１０５

户４００５人，贫困人口减少到５３６户
１７０７人，剩余１１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
贫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０．２４％，
经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

【首列中欧（俄）木材回程班列

西北部，河西走癣东端，祁连山北 ｜元，增长５．５？？？三产业完成增加值 顺利抵达］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８日，首列
簏，武威市中部。位于北纬３７＂２３＇＇￣ １３８．４亿元，增长５．２？？全区大口径 ｜中欧（俄）木材回程班列顺利抵达武
３８０１２＇，东经１０１°５９＇～１０３°２３＇。东与 财政收入完成３３．６２亿元，较上年增 威南火车站，标志着武威市凉州区乃

内蒙古古自治区接壤，西邻肃南裕固
自治县，南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古浪
县，北与永昌县和民勤县相接，全区
｜总面积４９０７．１平方千米、其中森林总

面积７８，０６万亩，森林覆盖率
１０．１３？？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３７镇２个
生态建设指挥部，常住人口１０１．８万

ｇ

人，比上年末增加０．１５万人，有回

族、藏族、满族等４１个少数民族。
境内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分祁

连山山地、走鹰平原绿洲和腾格里沙

漠三种地貌类型，海拔１４４０－３２６３
米。属温带大陆性干早气候，具有干

早少雨、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和年温
差大的特点。２０１８年，年平均气温为
３９８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９月，凉州区开展＂千古凉州词，万人诵经典＂活动，近１５万人参与，９０多
变代表队参加市县区组织的比赛

｜至甘肃省向西开放取得新的重大突

自治县，西北与凉州区毗邻，东北与 麦＂通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破，为凉州区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

内蒙古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接壤。东 认证，国家级出口枸杞质量安全示范

｜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武臧黄金
节点建设注人新动力。该班列从俄罗

西长约１０２千米，南北宽约８８千米，
全县总面积５１０３平方千米，其中平原

区通过省级评审
｜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

斯列索西比尔斯克起运，经俄罗斯克 绿洲区约１６６２万亩，约占总面积的 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２４７９元、６９１８元，
里斯诺亚尔斯克市、过境哈萨克斯坦 ２１？？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５镇４乡１ ｜增长８？９．１？？全年安置城镇就业

共和国，在新疆阿拉山口口岸报关、 个街道办事处，常住人口为３８９万 困难人员２７５人，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甘肃
｜报检、换装后，运抵武威南火车站货
｜场，全程用时１５天约４６００千米。中
欧（俄）木材班列的开通，将大幅降

人，其中农业人口３５２８万人，非农 ３６１３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２４？？全
业人口３６１万人。有回族、藏族、满 ｜县减贫１５６万人，９个贫困村脱贫退 年鉴
族、毛南族、瑶族等５个少数民族。

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６．０１？？
２０ｇ
［古浪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 ＧＡＮＳＵ

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靠祁连山
木材家具进出口和加工贸易企业在凉 东段余泳，北临腾格里沙漠南缘，从 治沙造林】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地处腾
州区集结，打造西北乃至全国木材集 南到北依次为南部中高山地、低山丘 格里沙漠南缘，距古浪县城３０千米。

低内陆地区进口木材物流成本，吸引

陵沟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普罗旺斯庄 ｜１９８１年，古浪县土门镇郭朝明、贺发
园壑区、倾斜平原绿洲区和北部干早 林、石满、罗元金、程海、张润元等
育步伐，也为甘肃省进出口企业提供 荒漠区，平均海拔２５００米左右。年平 ｜６位年近半百的村民联户承包，扎根
｜了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有力促进 均气温５７℃，生长期年平均２２０天， 八步沙，与干早和风沙抗争、植树造

散地及出口家具生产加工基地，加快
｜推动口岸经济发展和木材家具产业培

＂甘肃制造＂拓展中亚、西亚和欧洲 年平均日照时数２６３４８小时，年平均 林种草。之后，以郭万刚、郭玺为代
市场、
降水量３６１毫米，年平均降水日数为 ｜表的第二、三代治沙人，接力传承，

【国际陆港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 ９１６天。２０１８年年降水量３８３毫米， 持续治沙４４６万亩，将风沙线推至１０
通过验收】２０１８年３月，甘肃（武 ｜日照时数２６７０小时，无霜期１３９天， 至２０千米以外。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甘肃
｜威）国际陆港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正 年平均温度６．８＂Ｃ。有大靖河、古浪 省委省政府授予八步沙林场＂六老
式通过国家验收。甘肃（武威）国际 河、柳条河、花庄河和新堡子沙河５ 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并向全省发出关于学习八步
陆港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位于甘肃 条。总长２９２千米．
（武威）国际陆港中心区Ｂ区．项目占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沙六老汉先进群体的决定。
（供稿：王子蟠）
地面积１００５万平方米，主要建设查 生产总值５１．０６亿元，增长１４其
验仓储区、露天堆场区、停车待检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７９８亿元，增长
区、卡口通道区，配套建设检疫处理 ６４？？？二产业增加值１．１亿元，增民勤县
区、联检查验平台、海关国检联检中 ｜长－７？？？三产业增加值２１９８亿
【区域概况】民勤县地处河西走
心、国检实验室、信息化系统等。甘 ｜元，增长３．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肃（武威）国际陆港进口肉类指定查 ２３６４亿元，增长７．３？？大口径财政 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介于北
验场的设立，将大幅降低内陆地区肉 收入５６２亿元，增长１６．１７？？？般公 纬３８＂０４＇０７＂￣３９°２７＇３８＂、东经１０１
类物流成本，满足甘肃乃至西北地区 共预算收入３．５３亿元，增长２１２２？？ ４９＇３８＂￣１０４°１１＇５５之间。南临凉州
日益增长的进口肉类消费需求。从事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改 区，西南与金昌市连接，东西北三面
肉类进出口的企业可直接在武减保税 ｜建校舍４２万平方米、体育运动场１３．８ 被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

｜物流中心办理进口肉类产品的报关报 万平方米，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东西长２０６千米，南北宽１５６千米，
检手续，降低运营成本。
通过国家评估认定。建成县级公共体 全县总面积１．６０１６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８
（供稿：赵引祺，
育运动场１处，改造提升＂乡村舞 年末，全县辖１８镇、１个街道办事
古浪县

｜台＂２５个，实施大蜻马神庙维修和黑 ｜处、２４８个村，户籍人口２６．９３万人，
｜松驿民俗文化中心项目。县中医医院 常住人口２４．１８万人。有回族、藏
｜整体搬迁，绿洲医院和２９所标准化村 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彝族、

【区域概况］古浪县地处河西走 卫生室建成投用。县社会福利中心启 满族等１４个少数民族，
店东端，乌鞘岭北麓。腾格里沙漠南 动运行，黑松骄镇老年幸福院竣工投 境内最低海拔１２９８米，最高海拔

缘，介于东经１０３５１＇３４＂￣１０２＂４３＇ 用。完成棚户区改造３６４６户。培育农 １９３６米，由沙漠、低山丘陵和平原三
｜３０＂、北纬３７°５４＇４８￣３７°０９＇１８＂之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３６家、家庭农场 种基本地貌组成，其中各类荒漠化土
间。境域东接景泰县，南依天祝藏族 １０７家。＂古浪香瓜＂＂古浪红光头小 地面积２５４万亩，占总面积的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３９９

９４．５１？？年均降雨量１１３毫米，蒸发 ｜长５．１？？？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３２４ 控。全年严守人均２５亩、亩均４１０

舅

方水两条红线，制止洋葱、制种玉米
量２６４毫米；年均日照时数３３００小 亿元、增长３２．２４？？
时，年均气温８．３℃，昼夜温差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术，全县有 等高耗水作物种植，压减配水面积
１５２℃；年均８级以上大风２７８天、沙 中小学、幼儿园４８所，有中小学生及 １４４万商，节约用水９００万方，新增

尘暴３７３天。粮食作物主要以小麦、 在园幼儿２４８９４人，有教职工３３３７ ｜高效节水面积５９万前。至１２月３１

｜玉米和啤酒大麦为主；经济作物主要 人；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５户、 日，蔡旗断面过站总径流３８５亿方，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１户、国家知 民勤盆地地下水开采量控制为８５１０
甘肃 ｜有黄白蜜瓜、无壳西葫芦子、甜美南
瓜、棉花、辣椒、茴香、葵花、简 识产权优势企业１户，省级知识产权 ｜万方。完成工程压沙８万亩、封沙育
年鉴 ｜萄、红枣、枸杞等；甘草、使阳、欢
｜优势企业１户、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２ 林草３万亩。完成国土绿化１４８万
死 ｜蓉、发菜、沙米等名货野生资源极具 户、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１户、市 亩、通道绿化３００千米、镇区绿化
ＧＡＮＳＵ
级技术转移中心３户；入库省级科技 ５００亩、社区绿化６４０亩、园区绿化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开发潜力；畜禽产品主要有猪、牛、

鸡、羊肉、鸡蛋等。矿产资源主要有 型中小企业８户。全年完成技术市场 ６００亩、景区绿化２５２０亩、义务植树
煤、盐、石膏、芒硝、铁等。风光资 ｜ 交易额３．１３亿元；有文艺团体１０个， ２２５万株。

（供稿：杨世香）
源丰富，年风资源储量在４００万千瓦 文化馆、博物馆、影院、图书馆各１
以上，太阳能可利用总量在６００万千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８个，村级农家
瓦以上。
书屋３１０个，建成乡村舞台２４８个、 ｜天祝藏族自治县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镇文化广场１８个。建成健身站点１８
生产总值７．７６亿元，增长２６？？？ 个；建成１８个镇级电商公共服务站和 ｜ 【区域概况】天祝县地处甘肃省
部工业增加值１３４４亿元，增长 ２４８个村级电商公共服务点，农产品 中部，武威市南部，位于河西走廊和
｜ ４．５？？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６．２３ ｜网销额５６亿元；创建３Ａ级旅游景区 祁连山东端，北纬３６°３１＇￣３７Ｓ５，

亿元，增长９３？？？会消费品零售总 １个、２Ａ级旅游景区３个；儿童福利 东经１０２０７＇＇－１０３＂４６＇之间。东有景
额２９２亿元，增长７？？？般公共财 院、失能老人养护院、２０个农村日间 泰县，西邻青海省门源、互助、乐都
政预算收人３．７６亿元，增长６．７？？？ 照料中心等项目全部建成；２０１８年， ３县，南接永登县，北靠凉州区、古

｜ 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１１９．５１亿元，同 全县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浪县，西北与肃南县交界。东西宽
比增加１．１４？？各项贷款余额１７３．５９ ｜分别达２３８７３元、１３２２４元，分别增长 １４２６千米，南北长１５８４千米，全县
亿元，同比下降０１２？？？成固定资 ８．３？？８．６？？新增城镇就业３６００ 面积７１４９８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
产投资３０４３亿元。招商引资到位资 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６万人，创 ｜全县辖１４个镇５个乡，总人口２３万
｜ 金８．２６亿元，同比下降４１８３？？？ ｜劳务收人１１５５亿元，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０．２８亿 【民勤县大力实施水资源管理
３７１藏族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元，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８？？其中实现第 度】２０１８年，民勤县大力实行水资源 ９７．１４？？有藏族、土族等２７个少数
三产业增加值３１亿元，比２０１７年增 管理制度，开展用水总量和定额双 民族。是周恩来总理命名的全国第一
有Ｍ

和

ｂｒＡＥ 五医这

民勤县 蜜瓜节

Ｂ２２客３行１４１．４到

他什不代ｅ过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世界白牦牛唯
一产地。

境内海拔２０４０￣４８７４米，地处青
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古高原的

交汇地带。有耕地面积８５６６万亩，
天然草原面积６３８．５３万亩，林地面积
４５４２万亩，森林覆盖率３４．０８？？祁
｜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占天祝县国上

面积的６１．４？？矿产资源主要分能源
矿产（煤炭、油页岩）、非金属矿产
（石膏、石灰岩、重品石、堂石、磷
等）和金属矿产（金、银、铜、铅、
锌）三大类。气候属大陆性高原季风
气候，主要表现在气温年较差小，日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民勤县举办首属蜜瓜节

４００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差较大，年平均气温０．３℃。年降水量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方米
｜种植藜麦３１万亩；９月底，（国家） ４０．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８？？其中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家组就天 第一产业增加值８９１３亿元，增长
４０７．４毫米，水资源总量为１２．９１亿立 吉、祥瑞、鞍子山等移民区为核心

地区生产总值４７９１亿元，增长

祝县誉名为＂中国高原藜麦之都＂进 ６３？？？二产业增加值９０８１亿元，

｜５．１？？？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３．５３亿 ｜行实地考察。１１月１１日，经（国家） ｜增长３０？？？三产业增加值２２７７亿

｜元，下降１９．０４？？？现工业增加值 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家组评 元，增长７．３？？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１１０７亿元，增长６４？？？现社会消 审，授予天祝县＂中国高原藜麦之 ２１８６：０２２７：５５．８７。按常住人口计 甘肃
费品零售总额３０６４亿元，增长 都＂誉名，并颁发＂中国高原藜麦之 算，人均生产总值３３１０５元，比上年
６．８？？？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２１亿 都＂牌展及证书。
｜增长０５？？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 年鉴
｜元，增长１９．８？？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供稿：天祝县地方志办公室） 人２７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５．７６？？大口 ２０ｇ
余额达７５．２９亿元、贷款余额达７６．７７
径财政收入６０６４亿元，同比增长 ｜ＧＡＮＳＵ
亿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５．８亿元，
元，张掖市
｜增长３０９３？？

２６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５２６７元，比上年增长８４？？？村居

【区域概况］张掖市地处甘肃省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１３７１０元，比上年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改建村卫 西北部，介于北纬３７°２８＇￣３９＂５７＇， 增长８．７％，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生室１２所、农村学校８所、村级文化 东经９７°１２＇－１０２０之间。东屏大黄
｜休育健身场所２０个，改造危房８７６ 山（古称焉支山）与金昌市、武威市 ｜粮食种植面积３１０．６２万亩，比上年减
户，建成易地扶贫搬迁住宅９９套、货 为邻，西沿走鹰地带与酒泉市、嘉峪 少１１．２７万亩。其中蔬菜面积２９万
币化安置１０７户。新建果蔬菌保鲜库 关市相望，南依祁连山与青海省的海 亩，增加１．７５万亩；油料面积４５．６万
１２座，建成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 ｜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和祁连县接壤， 亩，减少０５８万亩；中药材面积２７１４
站点５４个，开设网店达３００家，实现 ｜北靠合黎山、龙首山与内蒙古古自治 万亩，增加３．９万亩。全年粮食产量
网上交易８００万元，增长２３？？实施 区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班连。辖 ｜１３９．６３万吨，比上年下降０６７？？其中
【社会发展】完成７１２０户贫闲户

｜合作社提升、中药材加工厂及养殖场 域东西长２１０￣４６５千米，南北宽３０－ 夏粮产量４１．２５万吨，增长１９．３６％；

标准化改造等产业培育项日１７项；扶 １４８千米，区域总面积４．２１万平方千
持贫困户开办农家乐５０家；建成村级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１区５县，常

｜光伏扶贫电站５个；天祝县１９１４户 ｜住人口１２３．３８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６６４９人依托产业实现脱贫，户均增收 为３．７０下降１．３６个千分点。有３７
１．６万元以上。投资１．１９亿元实施藏区 个少数民族。

｜幼儿园、移民点小学等教育项目１４

主要农产品产量情
｜单 住（万吨
产品名称｜

比上年

１３９．６３

－０．６７

４１．２５
９８．３８

境内属河西走廊中段，大陆性温

项。投资３２６５．５１万元实施藏医院和 带气候（祁连山地属高寒半干早气
｜县二院附属工程、县医院薄弱学科能 候），昼夜温差大，光能丰富，夏季
力提升等医疗卫生项目１２项。全县新 短而酷热、冬季长而严寒，干早少甫
增城镇就业３５４２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且降水分布不均。境内分布河流２６
控制在３．５４？？全年输转城乡富余劳 条，黑河入境流经甘州区、临泽县、
动力４．０８万人，创劳务收人８２４亿 高台县。已发现的矿产资源有４４种。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其中金属矿产有１３种，；非金属矿产
｜２４２３２元，增长８２？？？村居民人均 有２７种、能源矿产有３种、水汽矿产

可支配收人达到７５６９元，增长
９２？０１８年减贫５３个贫困村２６８６
户９８３２人，剩余贫困村１４个１００３户
２９４４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７９？？
【万亩高原藜麦试种成功】经中
国农科院藜麦协会专家考察认定，天

秋粮产量９８．３８万吨，下降７．１９？？

有１种。已查明的矿床及矿化点５０４
处，已开发利用２２９处。动、植物种

类多，其中有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珍

２５．３
８２．１２
散玉米制种

第类
油料
封油菜籽
蔬菜

３９８１

Ｗ长（？？

｜１９．３６

－７．１９
１７．３９
－１０．２８
－１８３１

１５Ｓ
３３５

－１４．４５

１０６．１３

１４．９５

４．１５

１０２６

１５．１ｌ

－７．０２
２７．５２

｜６．２１

年末，全市大牲畜存栏５４．８３万
头（匹），比上年末增长２４８？？全年

稀动物雪豹、藏野驴、白居鹿等１３
种，国家二级保护的珍稀动物４０余 肉类总产量１１２６万吨，比上年增长

｜种。境内有张掖丹霞地貌、山丹马 ２．０９？？全市完成营造林５１Ｌ２９万亩，
｜祝是国内最适宜种植藜麦的地区，所场、张掖大佛寺卧佛、汉明长城古 其中人工造林２３４１万亩，封山滩育
产蔡麦颗粒饱满，单产量高，营养成 ｜迹、马蹄寺、金塔寺石窟群、祁连山 林２７．８８万亩，完成义务植树３．７３万
分好。２０１８年，天祝县以南阳山德 ｜＂七一冰川等旅游景点。
亩、８２０万株，森林覆盖率１５．６８％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０１

（非天保工程区），建成区绿地率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培长速度

３６８绿化覆盖率４０．３５？？年末拥
有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２１．５６万千瓦，拥

产品名

有联合收获机械１９４８台，畜牧养殖机

原爆

｜械３．５７万台，大中型拖拉机１．１８万

甘肃
年鉴

２ｇ］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ＯＯＫ

台，小型拖拉机９．６９万台，全年化肥
使用量（折纯）８．３２万吨。
主要奋产品产量和牲畜存栏情况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比上年
增长（％）

｜肉类的产量 ｜万吨｜１１．２６

解猪内 ｜万吨｜４５
牛肉 万吨｜２３２

车

万｜３６

２０６
４０４

１４０

舍要 万吨｜１３６ ｜２１６

牛 万吨｜６０６
猪饲养量 ｜万吨｜１１４．７８
＃存档

万吨｜４９．３６

４８

．
－１８９

－６９２

出村 万吨｜６５４２ ２２７
牛匀养量 ｜万吨｜７２９３ ｜３．５３

书存栏

万吨｜５０２６

万吨｜２２６７
羊饲养量 ｜万吨｜ ５２０２１｜
出栏

＃存栏

万吨｜２８０．１１ ｜

出栏

｜万吨｜２４０１

禽例乔量 万吨｜１０１２１｜

＃存栏

万吨｜４０５．３１｜

３３

单住 ｜产量

ｔｗ

万吨｜３２．１
２１ ｜ １７２
万吨［１０９０６｜－１１

中成药
吨 ｜ ５２０
发电量 亿千瓦时｜７２．２４
发电董｜亿千瓦时｜２６
力发电量 ｜亿千瓦时｜３３４
电量｜亿千瓦时｜１０．７１

２３６
－１３４

１１．８９

－１５０１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１２．１２？？按三次产

６０８４５．２６万人千米，公路货运量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收人８３９８７万

投资增长５．３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 ｜用户４６．２５万户。
分析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农林教潼当

制造业

批发和宰售业

———

交通运输、仓储和抓邮政；

佳宿和蜂饮：

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６４４亿元，比上年

信息传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增长３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拿融业

当

房地产业

租赁和前务服务

｜科学研究和搜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４０２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动车保有量２９．５１万辆。公路客运量
１３４８１２万人，公路旅客周转量

二产业投资增长９．２其中工业投资 ｜ 业务收入７７８７万元，增长８．１９？？？
增长８．５？？？三产业投资增长 ｜信业务收入７６２００万元，下降５．０２？？
４．０？？民间投资增长１４．８占固定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１９４万户，移动电
资产投资的比重为５５．１？？基础设施 话用户１４９．８２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

电力、热力、葱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１．０７？？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机

业分，第一产业投资增长１０５．９？？？ 元，比上年下降３．９？？其中邮政行业

－２０３

长９．６８？？？润总额５．５９亿元，下降

｜１８９３万平方米，增长３０．５９？？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２０４２８６．９４万吨千米。

采矿业

４５．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全市
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
人单位实现营业收人７０４７亿元，增

１３０？？？屋竣工面积１２２．７万平方

３２７６１５万吨，公路货物周转量

１３

３４４亿元，增长４．３？？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５０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８．６？？全年建筑业增加值

｜３９．５５亿元，增长３１．１４？？？业营业

｜米，增长０９６？？？品房销售面积

惑计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年增长１１．８４？？其中，住宅投资

｜１６．１４｜．
－１５６

饮料酒

万吨｜．１ｓ ｜１
井升
｜９３７１ －６３

３

｜万吨｜６０６．７９｜ １．９７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５８．２４亿元，比上

用房投资１４５８亿元，下降１３６１？？
房屋施工面积５６８．６７万平方米，增长

｜１８．０４｜
万吨｜

１３

－１９９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完

５４．７
１１３６

｜铁合全

长料

重为２５．６？？

稳
受

６．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各类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情况

指桥
普通高等教１
中等职业教育

｜在校生数（人） 毕业生数（人）
绝对数｜增长（％ ｜她对数｜增长（９
｜增长（？绝对数
没｜增长（％）
招生人数（人

５０３３
３５４

０．０８ １８９４７ ｜－１．５ ５２６８
－３１ ９９７２ －１．１３ ３０６１

｜６５６８

－１５．３ ２２７４７

－１２３ ９２６０

普通高中
初中学校

１２６２

３７２９３ ２３５ １５９１

普通小学

１２７１４ －１８

７７０２５ ０１

１２５２３

１３７１０元，比上年增长８７？？？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２１８１元，增长
８．０？？？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
上涨２．０？？全市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

涨２８？？年末全市城乡从业人员
７２．９６万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 甘肃
工资６７１４５元。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２．５２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批发中，财产险收人８．０９亿元，增长 ２．６？？内，

年鉴

２０１９］

和零售业增加值２９．５４亿元，比上年１１．２８？？？险收人２６．４４亿元，增长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ＧＡＮＳＵ
｜老保险人数１８．３２万人，参加城乡居
｜增长４．５？？？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１７．５８？？
１３．８８亿元，增长５．２？？全年社会消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６８８８万人，参
费品零售总额１７６．０５亿元，比上年增 共有科研机构５个，全年科学技术支 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１３０１
长６９？？按经营地分，城镇消费品零 出７３１９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６６？？全 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
售额１２８６９亿元，增长５８？？？村消 年共取得市省级以上科技成果２６项， 数１０．３４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费品零售额４７．３６亿元，增长１０．０？？ 获得奖励项目５项。受理专利巾请

８．２５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８６３万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额１４５．７９亿 ４３４件，授权专利１８０２件、授予发明 ｜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９８５万人．其

元，增长６．０？？？饮收人额３０．２６亿 专利权２４７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 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２．７７万人。
元，增长１１．２？？

１７４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２２６６亿 年末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４８．１８

亿元，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４０７
全年自营进出口总额 １８７０１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１８？？
｜元，同比下降１９．８５？？其中出口总额 全市特殊教育招生１３人，在校生 ｜亿元。年末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

１８６８万元，下降２０．１９？？？口总幕 １９２人。学前教育在园幼儿３４７９０人。 数２５８万人，城镇低保资金支出
１３３万元，增长９３．２１％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共接待

境内外游客３１７８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２０１８年，向全国各类高、中等专业院校 １４３２２５万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输送新生１３７７人，高考录取率 人数５０４万人，农村低保资金支出

９５６２？？

１１８０６．８万元。

｜ 【环境】２０１８年，全市空气可吸
２２．３？？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２１０．７
｜【文化体育卫生］２０１８年末，全
亿元，增长３３．９？？
市共有文化馆８个，图书馆７个，档 入颗粒物年均值６６ｕｇｍ３，细颗粒物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签乡 ｜案馆７个．博物馆７个，艺术表演团 年均值３２ｇ／ｍ３，二氧化硫年均值

招商引资项目１８３项，总投资２６１．６５ 体３个。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１０ｕｇｉｍ３，二氧化氮年均１８ｕｇｍ３，空
亿元，落实到位资金２２３８亿元，同 率９８６２电视节日综合人口覆盖率 气优良天数（Ｉ１－Ⅱ级）比例为
比下降２４．４４？？
｜９８６２？？有线电视用户１８９万户。全 ｜９６３？？城市区域噪声昼间平均等效
【财政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市 ｜年各类体育比赛中获得奖牌５８枚，其 声级为５２．９Ｂ，夜间平均等效声级为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人２７．８４亿元， 中金牌９枚，银牌２５枚，铜牌２４枚。 ４３．５４Ｂ。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道路
同比增长５．７６？？大口径财政收入 年末全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１２１个， 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６７．２ＭＢ，夜
｜６０．６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１？？全年财 其中乡慎体育健身场所５个，村级农 间道路交通噪声为６２．３ＭＢ。地表黑河

干流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城镇集中式
政支出１８４２２亿元，增长４．１８？？其 民体有健身场所６１个。
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６１．２２亿元，下 年末，全市共有卫生机构１４２３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市发生
降１１Ｌ４８？？年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 ｜个，其中乡镇卫生院８４个，有卫生技
纳入统计的生产安全事故６７起，死亡
款余额６３２０４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术人员９４９９人，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

２２８７亿元，增长３．７５？？各项存款余 位数９２８３张，其中医院、卫生院床位 ６２人，受伤３１人，直接经济损失

１５４０．９１万元。
｜额６７０６４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５６．１９ 数８３８３张。
｜亿元，增长９．１４？？其中，住户存款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供稿：常登成）

｜余额４５８７１亿元，比上年未增加５７０６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亿元，增长１４２１？？全年保费收入 ２５２６７元，比上年增长８４？？？镇居
３４．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０？？其 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０６４９元，增长

市（州）县（市、区）概况Ｉ４０３

甘州区

１１．２９？？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款余 山丹县

额３４９．７４亿元，增长６．９６？？

【区域概况】甘州区位于甘肃省 【社会发展】年末全区拥有科研 【区域概况】山丹县位于甘肃省
｜河西走廊中部，介于东经１００＂６＇￣ ｜机构５个，全年共取得市级以上科技 西部河西走廊中段，介于东经１００°
１００＂５２，北纬３８＂３２－３９°２４之间， 成果１８项，获得奖励项目２项。受理 ４１＇－１０１°４２＂，北纬３７°５０￣３ｙ９０３＇之

全区国土面积３６０９８．３６公顷。２０１８ 专利申请１００９件，授权专利４７５件， 间。东靠水昌县，西邻民乐县，西北
授权发明专利１７件。共有艺术表演团 与张掖市甘州区接壤，东南与肃南裕
甘肃 年末，全区常住人口有５１８５万人，
年鉴 比上年增加０１１万人。人口自然增长 体１５个，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 固族自治县皇城区相连，南以祁连山
｜率为３．７３下降１．０个千分点。

死 境内南依祁连山，北有合黎山，

ＧＡＮＳＵ 两山之间是宽广平坦的张掖盆地。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个，博物馆１个，档案馆１个，乡镇 冷龙岭与青海省为界，北过龙首山与

｜文化站２３个（含街道）。共有各类医 内蒙古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相望，东
｜疗卫生机构５９４个，卫生技术人员 酉宽８９千米，南北长１３６千米，全县

国第二大内陆河一黑河穿境而过。属 ３０３０人，拥有床位３７８张。共有各类 总面积５４０２４３ 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
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时间长，光热 体育场地１２０９个，其中城市社区居民 末，全县辖６镇２乡，常住人口１８９５

资源充足，冬寒夏暖，四季分明，年 ｜体育健身场所３３５个，乡镇体育健身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５．５同比上
平均气温７．３℃。境内发现并评价的 场所１１４个，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场所 升１．２９个千分点。
境内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早气候，
矿产资源有１１种，其中，非金属矿７ ７６０个。全区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
｜３９８４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季节分布不均，太阳辐射强，日照时
种，有色金属矿４种。发现矿床及矿
化点４０处，其中具有成矿价值的５ 人２５８９９元，比上年增加１９５４元，增 数长，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降水量

处。全年全区总用水量７．３３８７亿立 长８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少而集中，蒸发量大，湿度小，无霜
方米。
１４３７０元，增加１１７８元，培长８．９？？ 期短。年平均气温７８℃，比历年高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生 【特色优势衣业】实施乡村振判 ０８℃．属偏高，降水２５．２毫米，比
｜产总值１８１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战略，围绕制种玉米、高原夏菜、中 历年值偏多１６属正常。年内灾害
５．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１．５５ 药材、食用菌、肉牛、奶牛等特色优 ｜性天气有大风、局地强降水、暴雨、
亿元，增长６５？？？二产业增加值 势产业，建成农业产业化基地面积７６ 强降温、沙尘、干热风等。有焉支山
３７．６４亿元，增长２６？？？三产业增 万亩。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森林公园、山丹军马场、大佛寺等旅

加值１２２１亿元，增长６８？？按常住 ｜企业达到９６家，其中，农业产业化省 游景点。
人口计算，全区人均生产总值３５０１９ 级重点龙头企业达到２７家，销售收入 ｜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元，比上年增长９８？？全年固定资产 ｜达到２８２８亿元；农业产业化市级重 生产总值５２２８６２万元，增长５？？第
投资比上年增长１Ｌ７１？？全年实现社 点龙头企业达到６９家，销售收入达到 一产业增加值１０７２３７万元，增长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７亿元．比上年增 ｜２０．７６亿元。
６？？？二产业增加值１２７８９１万元，

长７？？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

（供稿：张 兰 增长２．９其中，工业增加值５２９０６

款余 额３５７．５３亿元，同比增长

｜万元，增长１．７？？全县建筑业实现增

加值７５４２９万元，增长３．９？？；第三
产业增加值２８７７３４万元，增长

｜５．７？？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

值３０８５６元，比上年增长９．２４？？全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７．２５？？？县大
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５９３０３万元，增长

１３．３？？财政支出完成２５１１３２万元，
增长１１．０３？？？内全县金融机构各项

贷款余额７０７１２８万元，下降３．５８？？

各项存款余额８４６１４９万元，增长
８．７８？？全年保费收人２１９１９．９８万

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１？？？年实现旅
游综合收人２１．７６亿元，同比增长
甘州区玉来种子加工生产线

４０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３０．３？？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有中 ２．５亿立方米。有中小型水库７座，总 术、科技创新及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等专业学校１所，高级中学１所，普 库容７０２５．８万立方米，年有效灌水面 业８户。丰源薯业、青龙管业等６家

通中学６所，小学１８所。有各级各类

积６５．５６万亩。

企业７个产品获甘肃名牌产品称号。

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９个，卫生技术人员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工业园区获批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１２８５人，实有床位１５６７张。全县城镇 生产总值４９．０６亿元，增长６．６其 ｜区、国家第三批绿色制造园区。获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２４９５２元，增长 中一、二、三产增加值完成１３，７２亿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县输

８．５？？？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元、１１．１２亿元、２４２２亿元，分别增 转劳动力８２万人次，创收１５６亿 甘肃
２０３７８８元，增长８．１？？农村居民人 ｜长７７？？３５？？８？？其中全县３５户 元。全县脱贫３２９户１２６３人，１５个贫
｜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２９６８元，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２７３亿 困村脱贫退出，＂插花型＂贫困县摘
８．６？？？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１０６７２ ｜元，同比增长１６８完成销售产值 困，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１．８８？？

｜年鉴

２０ｇ

元，增长１３．５？？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２５２９亿元，产销率达９２５？？实现社 【重点项目建设］开工建设重点 ｜ＧＡＮＳＵ
３６７５人，与上年持平；城镇失业人员 会消费晶零售总额２１．０４亿元，增长 项目１１０项，其中投资亿元以上１０
再就业３８０人，比上年增加７６６人， ７．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４５亿 项、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２１项。争取各类项
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２．６０？？
元，增长１８．１１？？大口径财玫收入和 目１０７项，到位资金１０８亿元。祁连
【生态建设成效显著】２０１８年，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５８２亿元、 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张扁高速、山
全县全力实施天然林保护、温地生态 ３．１４亿元，分别增长６３５？？７．５？？ ｜城河水库、高效节水灌源、高标准农
｜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和绿化造 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田建设、滨河集团酒文化产业园等项
林等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全年完成造 ２３１７８元、１１７６６元，分别增长 目顺利实施。谋划储备十大生态产业
项目１２９项、总投资４１６２４亿元，基
｜林面积４．５万亩。年内实有封山育林 ８．５？？８．７？？
面积６．５万亩，发展特色优质经济林 ｜ 【杜会发展】建成思源实验学 础设施领域补短板项口 １１３项、总投
果１．２８３万亩；完成森林抚育１２万 校、扩建第一幼儿园和新丰、八一小资３７３亿元，乡村振兴项目３８项、总
亩；管护公益林面积９３．９２万亩，完 学，改造农村小学４所，寄宿制学校 投资１１９亿元。＂兰洽会＂签约项目８

成义务植树１３０万株，森林覆盖率达 水冲式则所和农村学校无尘化取暖实 项，签约资金２３．６亿元。成功举办
到２１．５６？？非天保区）。

《供稿：韩秀芸

民乐县

现全覆董。开工建设县医院门急诊综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民乐）中医药产
｜合大楼，金山卫生院、李寨卫生院建 业博览会，签约项目８项，签约资金
成运行。新建文化广场３７个，建成体 ２５亿元。招商引进祁连雪域５万头生
育惠民工程１１项。新转化科技成果２２ 猪养殖加工、北京同仁堂中药材种植
项，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２３７ 等项目２２项，到位资金１３．５８亿元。

供稿：王希瑞）
【区域概况】民乐县地处甘肃河 ｜件。城慎新增就业３７８３人，登记失业
西走廊中段，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分 率控制在２．６？？内。新建公共租赁住
山地和倾斜高平原两大类。县境东西 房２０８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２３４万 临泽县
｜宽７３．８千米，南北长９５４千米，全县 ｜元。建成残疾人康复中心和２０个农村
【区域概况】临泽县地处甘肃河
总面积３６８７．３２平方千米，其中有耕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新增市场主体１４５户、限上企
地面积９２．８万亩，林地１１０万亩，
西走廊中部，东连甘州区，西接高台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０个镇１个社区管 ｜３户，对外贸易进出口额达３７２５万 县．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邻，北

理委员会，１７２个行政村，６个社区居 元。新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９５个，农 眦内蒙古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全县
民委员会。

产品加工转化率达６２．５？？认证＂三 ｜总面积２７２９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 ｜县辖７个镇，总人口１５００３８人。
间。属温带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由 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境内总体地形为＂两山夹－
于受地势的影响，形成南部高寒、中 农产品３个，＂民乐紫皮大蒜＂获地理 ｜川＂，南有祁连山，北有合黎山，海
填内海拔高度在１５８９－５０２７米之

｜部冷凉、北部干旱的特点。年平均气

标志证明商标。千亩戈壁农业示范同

｜拔１３８０米－２２７８米。黑河、流沙河穿

｜温４７℃左右，年平均降水量４０８８毫 建成运营，民乐县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境而过。属大陆性荒漠草原气候，年
｜米左右，年平均款发量１６８０—２７０毫 国被认定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平均气温为８．Ｉ℃－８．７℃，日照总时数

米，年均无霜期１４０天左右。森林覆 ｜展示范园，民乐县获评全国基本实现 ｜ ３０１８５小时，年均降水量１１４５毫米．
盖率１４？？有大小河流１４条，年地表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 蒸发量１９９６８毫米，年均无霜期１７２
水径流量４．２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 ｜新增创业主体２８户，认定高新技 ｜天，地表水资源总量 １２９５亿立方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０５

署

４９８万立方米，地下水允许开采量
米。已探明的矿种主要有凹凸棒、石高台县
１．３２亿立方米。风能、太阳能发电资
脊等１４种。其中凹凸棒石枯土资源量
源丰富，县境内已探明的矿种主要有
１０亿跑。野生植物７７种，药用植物 ｜【区域概况】高台县位于河西走

２１种，野生鸟类６０种；红零久负盛 晦中部，北纬３９＂０３＇５０￣３９５２， 芒硝、原盐、萤石、硅石、铁、锰等

名，被誉为＂中国枣乡＂。有七彩丹
霞、流沙河景区、西路军临泽战役纪
甘肃 念馆、香古寺、峡谷奇观等旅游
年鉴 最点。

２Ｏ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实现生／

东经９８＊５７＇２７￣１００＂０６４２＂之间。东 ２０多种，其中芒硝储量约１８６．９万

｜接临泽县，南靠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吨，原盐储量１９５万吨，为全省最大

西与肃南明花乡及酒泉市肃州区相 产盐地。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邻，北与酒泉市金塔县、内蒙古古自 ｜汉明长城、骆驼城遗址、许三湾城及

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９９亿元。年末全县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６４１３万元：

治区阿拉善右旗接壤。南枕祁连，北 墓群３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处，
抵合黎，黑河纵贯东西。东西长９．１３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７处。全县馆藏文
千米，南北宽９０９３千米，全县总面 物４１６１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１３２
积４３４６６１平方千米，其中耕地５９６６ 件。许三湾古墓群是全国分布最密
万亩。２０１８年，全县辖９个镇，总人 集、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古墓群。非物
口１５．８０万人，有回族、裕固族等１６质文化遗产有１３大项，３８类，２８１８
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０．１４ 个子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８８？？
南为祁连山北麓，北为合黎山 总值完成４６６１亿元，同比增长

｜配收人达到２４５５Ｓ元和１４５９４元。

间低，黑河纵贯全境，形若马鞍。地 １１．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５？？？二产业

总值４８．３６亿元，增长５６？？？中：

ＧＡＮＳＵ 一产１３．２７亿元，二产９０８亿元，三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产２６．００亿元。人均生产总值３５１９４

元。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５．８０亿元；
公共财政预算收人完成２．１５亿元；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４１８亿元；社会消

贷款余额６５８４０万元。城乡居民可支 地，中为绿洲平原。地势南北高，中 ６２？？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形地貌复杂，由祁连山北麓冲积洪积 增加值完成１０．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１４家，卫 平原、黑河沿岸冲积平原、砂砾戈 ｜４．８？？？三产业增加值完成２４３１亿
生专业技术人员Ｓ１７人，床位９０５ 壁、中部平原、洪积细土平原、合黎 ｜元，同比增长８？？非公有制经济实
张。有普通高中１所，职业中学１ 山地、沙漠盐沼平积平原、黑河湿地 现增加值２７．６亿元，占全县ＧＤＰ的
所，初级中学３所，普通小学８７所 构成。海拔介于１２６０￣３１４０米。年平 ５９．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含教学点７６个），幼儿园８１所。有 ｜均气温９．８℃，温差 １５￣２０℃，日照 １５．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５？？一般公

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各１个，县 ｜３０３６小时，年均降水量１４１．６毫米，
级博物馆１个，民俗、乡村记忆博物 蒸发量１３９．７毫米，全年无霜期１７０
馆１６个。新建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天左右。境内有黑河、摆浪河、大
（乡村舞台）６个，累计达到７１个；新 河、水关河、石灰关河、红沙河６条

共预算收人完成２．２５亿元，同比培长
６８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２４５１２元，同比增长８．３？？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１３８０７元，同

建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３个，累计 ｜主要河流，中小型水库２０座，总库容 比增长９？？
达５个。有广播电视台１座，广播电
视覆盖率１００？？共获得授权专利４７８
件，有效发明专利４５件。农产品电商
销售额达２．４亿元，

｜【张疫通航产业园】张掖通航产

｜业园被确定为全省军民融合示范园

区，民政救灾物资储备库已完工，４

｜栋孵化厂房和１９２套公寓楼完成主体

工程，甘肃神龙公司轻型飞机搬迁入
驻、开展飞行培训，张掖大航公司生
产植保无人机７０多架，航天九院无人
机所大型运载无人机入园开展飞行测
试，四川泛美公司人驻开展丹霞低空
旅游

（供稿：李雁春）
２０１８年１月，高台县科技馆投入运行，迎来大批游客体验

｜４０６ Ｉ市（州）县（市、区）概况

｜【社会发展】建成＂千村美丽＂ 相邻，北与武威、永昌、山丹、民

示范村２个、美丽乡村示范村２个。 乐、张掖、临泽、高台、酒泉、嘉峪

额完成５４３亿元，增长６．７？？一般公

共预算收人完成２５２６７万元，增长

全年稳定脱贫１９６户７６２人，贫困发 关、玉门等１４个县（市）接壤。境域 ｜６．６？？大口径财政收入５１０７７万元，
｜生率下降到１．８２实现了贫困村整

东西长６５０千米，南北宽１２０米－２００ 增长５４？？财政支出２０５７１５万元，

体退出、贫困县顺利摘帽。新增省级 千米，全县总面积２４万平方千米， 增长１８６？？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示范性幼儿园１所，顺利通过全国中 其中草原面积２６７５５万亩。２０１８年 ５３０６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４实现旅

｜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评估 末，全县户籍人口１５１３０户３９０４６ 游综合收人２６６亿元，增长３８４？？
认定。建成村（社区）综合文化活动 人，有裕固族、藏族等１４个少数 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５４３０６．７万元，同比增长６．７？？
阵地１８个，新增市级非遗保护项目５ 民族。
个。县医院医技综合楼暨残疾人康复 境内草原广袤、森林茂密，除明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组织

甘肃

年鉴

２０Ｍｇ

中心完成主体工程，５个村卫生室建 花乡属沙漠外，其余均系山地，平均 ｜企业、发明人申报专利４２件、授权 ＧＡＮＳＵ
成投人使用。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４４２７ ｜ 海拔３２００米。有１００多种中药材和１９ ｜８１件。投资３５１７万元，完成肃南一
万元，新增城镇就业人员３２５５人，城 ｜ 种主要珍费野生动物。２０１８年度肃南 中、明花学校、大泉沟小学教学楼和
镇登记失业率２．６高校毕业生就业 ｜县平均气温４４℃，较累年平均值高 全县各学校旧楼改造及电力增容工
率达９２？？输转劳务３．０７万人次，实 ０２℃、属正常年份。本年度总降水量 程，完成全县幼儿园活动场地软化，
现劳务收人５９亿元。老年公寓、幸 为２０１３毫米，较累年平均值少 职业教育通过市级督导评估。实施文

福苑医养中心和７个村级养老服务机 ２５属偏少年份。境内共有大小河
构投入使用。
｜流３３条，占河西走廊河流数的
【电子商务】电商物流园开工建 ５８，９年径流量为４３亿立方米，是
设，建成果蔬保鲜库５个、特色展销 河西绿洲灌涨的主要水源。全县有草
中心３个，累计发展电商企业６７户， 原面积２６７５５万亩，是甘肃省牛羊
开设网店５０６家，仓储物流、快递配 产业大县和甘肃省优质高山细毛羊基
送、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链条初步形 地。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是国上资源
成，网上年交易额达１．５亿元。
【创新驱动战略】强化政策引导

化馆总分馆数字化服务平台改造提升

｜工程，扩增了５Ｈ式手机端，为８个乡

镇分馆和部分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购
｜买安装了中国文化网络电视终端机顶

｜盒；图书馆总分馆完成了３个乡镇图
书馆分馆试点和１个服务点挂牌工
作。建成瓷窑口、金畅河、黄草坝、
｜部确定的１２个重点矿区带之一，是全 东牛毛４个村级文化广场（大院），新

省黑色、有色金属矿产的集中区。有 建隆畅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

和资金投入，培育高新技术企业９ ｜鸭、钼、铜、铁、锰、铬、铅、锌等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７１４５
户，建成企业研发中心４个，授权专 金属矿和煤炭、萤石、石灰岩、玉石 元，比上年增加 ２１７３元，增长
｜利１０７件，列为全国首批５２个＂创新 等非金属矿４大类Ｍ种共３０５个矿 ８．７？？？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型县＂之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科 床、矿（化）点，全县钨矿资源金属 １７００４．１元，比上年增加１３３２１元，增
｜技进步贡献率达５３？？加快创业创 ｜总量１５４９万吨，钼矿金属总量５３９ 长８．５？？

新，发展休闲度假、影视创作、特色 万吨，铁矿石９．３１亿吨，铜金属量 ｜ 【生态草场建设】２０１８年调运牧
工艺等创业基地１７个，培育孵化小微 １６．５２万吨，铅锌金属量３．６２万吨，石 草种子８６２３万公斤、撒播机２００台，
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３２５家，吸纳就 灰岩２．９４亿吨，煤炭１．１亿吨等；境 补播改良退化草原２７．５万亩；治理毒
业２７５０人。加快金融改革创新，＂陇 ｜内有河流３３条，三大内陆河黑河、石 害草２．５万亩；治理草原鼠害１５７万
原农担贷＂＂扶贫１００＂等创新金融产 羊河、疏勒河贯穿全境，年径流量 亩，平均灭效达８７６？？？蝗９５８万
品支农助贫效果明显，金融机构累计 ４３．１１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达２０４万 亩，其中牧鸡治蝗２３万亩，平均灭
发放贷款２１５亿元，其中涉农贷款１８ 千瓦。
效达８７．２？？？实２０１８年草原生态保
亿元。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珍 ｜护补奖资金１．９５亿元，积极采取政策
｜（供稿：段进泓 万吉刚） 生产总值２６４亿元，增长９６？？其 驱动、舍饲养殖、外出借牧等方式，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７．１９亿元，增长 加大天然草原承载牲畜核减力度，完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５７？？？二产业增加值７４４亿元，增 成２０１８年度天然草原核减牲高任务，

长４４？？？三产业增加值１１．７７亿 ｜基本达到动态平衡；天然草原植被盖
【区域概况］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元，增长１９？？完成工业增加值５４６ 度达到７９６？？完成核心区１４９户农
｜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地处河 亿元，增长５．１？？？中规上工业增加 牧民搬迁工作。
（供稿：张晓娟）
西走廊中部，东邻天祝藏族自治县， 值４．７亿元增长５．５？？完成投资８５亿
西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南与青海省 ｜元，增长３５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０７

酒泉市

【区域概况］酒泉市地处甘肃省

｜河西走墀西端，介于东经９２＂２０＇－

甘肃
年鉴

１００°２０，北纬３８＂０９－４２＂４８＇之间。
东与甘肃省张掖市毗邻，东南与青海
省德令哈市接壤，南与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相邻，西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哈密市和若羌县相连，北部

团 除少部分与蒙古国接壤外，大部与内

民Ａ贵俗
学郑方ｌ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Ｈ 蒙古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邻。

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１区４个县
代管２个县级市，全市常住人口
１１２．３６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６７．７２万
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

泉市上化两我贸易战

｜率）６０２７人口自然增长率 ｜农作物播种面积２９０．３万亩，比上

４．１３？？有蒙古族、哈萨克族等４０个 增加６８万亩。粮食种植面积１０２．４万
少数民族、

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三面
环山，形成酒泉盆地。平均海拔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米，戈壁荒漠占国土面积
的７０？？属典型性的温带大陆性气

亩，与上年持平。其中，小麦种植面

｜２８万吨，比上年

产８９？？油料产量３９万吨，减产

３１８？？甜菜产量１８万吨，增产

积３４．４万亩，增加４４万亩；玉米种 ４．３？？蔬菜产量１２３．３万吨，增产

｜植面积６５．５万亩，减少４．１万亩。棉 ３．８？？水果产量２３．９万吨，增产

花种植面积２４３万亩，增加２２万 ｜４６？？药材产量９．１万吨，增产７．６？？

亩。油料种植面积２４．９万亩，减少 全市牛饲养量２１．９万头，比上年
｜ 候，年平均降雨量３０毫米－７０毫米， １４．３万亩。甜菜种植面积４万亩，与 增长１．９其中存栏１１．３万头，下降
年蒸发量３０００毫米￣３４００毫米，每年 ｜上年持平。药材种植面积３３．８万亩， ０２出栏１０６万头，增长４２？？羊
日照时间达２８００￣３０００小时。境内有 ｜增加１万亩。蔬菜种植面积４２万亩， 饲养量５３２６万只，比上年增长
２．８其中存栏２７４６万只，增长
疏勒河、黑河和哈儿腾三大水系、１６ 增加２．６万亩。
｜条河流，地表水年径流量３３亿立方 全年粮食产量５０９万吨，比上年 １．９？？？栏２５万只，增长３８？？生
米，可供开发的２７亿立方米。已探明 增加３．２万吨，增产６．６？？其中，夏 猪饲养量４８８万头，比上年下降
地下矿戴有３４种，有大、中型矿床８０ 粮产量１４９万吨，增产１６．３？？？粮 ｜４．６其中存栏２１．３万头，下降
｜处（含伴生矿，但不含石油）。有色 产量３６万吨，增产３．１？？小麦产量 目５？？？栏２７５万头，下降４３？？全
｜ 金属中，塔尔沟钨矿探明储量在国内 １４８万吨，增产１６．６？？？米产量 年肉类总产量７６万吨，比上年增长
北方居首位，菱镁矿探明储量居全国 ３５４万吨，增产３．２？？全年棉花产量 １？？？奶产量１．８万吨，下降９．７％；

第五位。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和光

｜能资源，被誉为＂中国绿色能源之

ｌｗ文定云东水

都＂。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５９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６？？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７３８亿元，增长
｜ ７．３？？？二产业增加值２０２．８亿元，

增长３？？？三产业增加值３２０．２亿
元，增长５．１？？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

４相８ａＭＭＢＩ洲ｔＭ

黎－样－钩葡｜

１５．６∶３２８：５１Ｌ６调整为１２４∶３４：

５３．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５３０４３元，
｜比上年增长４．２按２０１８年平均汇
率折算为８０１６美元。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４０８｜市（州）县（市、区）概况

酒泉洋葱专列

禽蛋产量０．９万吨，下降０．７？？全市 面积４７．８万平方米，比年初减少１１．１ ｜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家庭接入用户
水产品养殖面积４．６万亩，比上年增 万平方米。
４４７万户。
加０．２万亩，水产品产量３４２５．５吨，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接待国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引进
比上年下降２３．５？？
省外招商项目４７３个，开工建设项目 内外游客３２３５４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３３万千 ４７３个，建成投产项日２３５个。引进到 ２２１其中海外游客３．５万人次，增
瓦，增长２．７？？农用拖拉机１１６万 位省外资金３１３．８亿元，下降２１．３？？ ｜长１８？？？游收入３１６．３亿元，比上

台，增长０９？？全年化肥施用量６．８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批发 年增长２９．１？？旅游创汇收入１０２万
万吨，下降５？？农村用电量４．１亿千 ｜和零售业增加值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美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
｜【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末，全市金
瓦时，增长３．５？？保灌面积２９５．７万 ５４？？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甘肃

年鉴

亩，增加２１．２万亩。
１８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３？？按经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９４９．７亿 ２０１９］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１３８．７ ｜元，比上年增长５其中人民币各 ＧＡＮＳＵ

工业增加值１２３．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亿元，增长７２？？？村清费品零售额 项存款余额９４７．５亿元，增长５．１？？
３．３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４９９亿元，增长７．５？？按消费类型统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７６６５
１０４３亿元，增长３９？？规模以上工 计，商品零售额１６２亿元，增长７％； 亿元，增长１．７？？全年保费收入３６９
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 ｜ 餐饮收人额２６亿元，增长９．２？？全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８？？年内支付
值４８亿元，增长２８４？？？份制企业 年限额以上单位网上商品零告额４２２７ 赔款及给付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４？？
增加值９５８亿元，增长２９？？？商及 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１？？
｜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加值３．７亿元， 全市外贸进出口企业２１０个，比 【教育与科技】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增长１８？？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 ｜上年增长２８？？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有普通高校１所，普通中等专业学校９
３８亿元，增长７？？？造业增加值 Ｓ２１５８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１其中所，普通小学１２７所，普通中学５６
７１．６亿元，增长２２？？？力、热力、 出口４９７万元，增长１８？？？口 所。普通高校考生本科上线率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２８．９ ２１６２万元，下降１８？？引进利用国 ４４３７？？？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亿元，增长７．８？？
外资金５０３万元，下降９４？？
９９４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全市建筑业增加值８０亿元，比上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末，全市公 ９６４？？？中毕业生升学率９６４？？？
年增长２６？？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 ｜路总里程１７４７２千米，比上年增加１４４ ｜ 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年末，全市共
｜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１２个， 千米。全市公共交通车４０４辆，比上 有各类科技专业技术人员２８１６３人。
比上年增加２９个。实现利润５．６亿 年增加３６辆。年末民用汽车保有量 全年引进新技术成果２４２项，申请专
元，比上年下降１２．７？？
１９４１２５辆，比上年增长７．１其中本 ｜利１７３０项，授权专利１２９６项，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开工Ｅ
年新注册１４１３辆，下降１７６？？年 发明专利３１项。全年签订技术合同８７
投项日（含房地产）１０７５个，完成固 ｜末私人汽车保有量 １７５４９０辆，增长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２７．５亿元，比上
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７．２？？从投资 ７．３其中本年新注册３１４７０辆，比 年增长１３．１？？
｜构成看，５０００万元及以上项目１９４ 上年下降１４．６？？年末私人轿车保有
【文化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个，完成投资增长１０．８占全市投 ｜量７２１８１辆，增长７．４其中本年新 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３个，剧场、影剧
资总额的６０８？０００万元以下项目 注册５０辆，比上年下降１１８？？全 院１８个，文化馆８个，公共图书馆８

｜８１３个，完成投资下降４占投资总 年公路运输货运量４００５万吨，比上年 个，各类博物馆、纪念馆４３个。全市

额的２８．１？？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 增长３．８货物周转量１６１亿吨千 共有调频、电视转播发射台１３座，广
资比上年增长４８．５？？？二产业投资 米，比上年增长６．５？？？路客运量 ｜播电视台８个。全市有线电视终端用
比上年增长１７．３？？？三产业投资比 ９３４６万人，比上年增长３旅客周 户３７１２万户，人户率９９２５？？数字

上年下降３．４％，
｜转量８４亿人千米，比上年增长 电视用户９．７万户，入户率９９．３？？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房５．２％
全市年内向各类大专院校输送体

地产开发项目６８个，完成投资比上年 全年邮电业务总收入１０８亿元 育人才２５０名。在省级以上体育比赛
增长２１４？？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比上年下降５．５？？其中邮政业务收入 中，获得奖牌１１０枚，其中金牌３９
１７？？？公楼投资下降３６．１？？？业 １．５亿元，增长７．７？？？信业务收入 枚，银牌３４枚，铜牌３７枚。全市举
营业用房投资增长３５８？？年末商品 ９３亿元，下降７．３？？年末电话交换 办运动察会２６０次，参加人数５０
｜房待售面积６６．３万平方米，比年初减 ｜机总容量２４６７万门。电话用户总数 万人。
｜少１３．２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待售 １６７９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１４２５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末，全市共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０９

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００９个，医院３８ 耕还林面积６万亩，年末森林面积 ｜元。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４９７起，死亡

｜个，卫生院７５个，卫生技术人员８９６ １１３４万亩，森林覆盖率５．３？？新增高 １１２人，受伤６２９人，直接经济损失

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５９６人， 效节水面积９．８万亩。年内建成环境 ８１万元。发生火灾事故７５０起，比上
农村有医疗点的村占总村数的９％； 污染治理项目９２个，完成环境保护总 年增长２．９？？？接经济损失４６３．５万
有卫生机构床位７６１０张。全市有社会 投资３８亿元。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元，比上年增长１倍。全年发生４级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 福利院７个，福利院床位４６７张。基 ３８４？？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４．８平

础设施建设基本达到标准化的城市社方米。
区６５个，农村社区４０５个

以上地震１次，无人员伤亡。
（供稿：酒泉市地方志办公室）

全市环境噪声达标小区９个，环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境噪声达标区面积７７．７平方千米。烟肃州区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尘控制区总面积９６．３平方千米。地表

ＧＡＮＳＵ
水质达标率１００饮用水质达标率
【区域概况】肃州区地处河西走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３５２３９元，比上年增长８５扣除价
８９？？酒泉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格因素，实际增长６２？？？镇居民人
库西端，介于东经９８°１５＇￣９９＊
｜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５２１０元，比上年增 ２８７天。空气污染指数７８．６？？
３０＇，北纬３９－４０之间。东西长约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市发生 １０４千米，南北宽约８４千米，全区总
长２．６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０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矿商贸安全生产事故２１起，死亡２６ 面积３３５３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
｜１７１０４元，比上年增长８５扣除价 人，受伤６人，直接经济损失１２４５万 ｜辖１４镇１乡，常住人口４４．７２万人，

｜格因素，实际增长６２？？？村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３０３２元，比上年增
长１０．５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８．１？？

年末全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１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年末全

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９．３万
人，比上年增加５．３万人，参保率
｜９８．５２？？？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４４．９５万人，参保率９？？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７８８万人，参保
率９８？？上。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８．２８
万人，增加０．７４万人。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１１．６１万人，增加１３万人，其
中农民工参保人数３．７６万人，增加
０．３４万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８１９万
人，增加０９１万人。年末全市共有
｜２．６３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６．６８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全年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２．９
亿元。

【资源环境】２０１８年末，全市各
｜类建设用地供应总量１．３万亩。全市

耕地保有量２４．９万公顷，其中基本农
田保护面积２０万公顷。全年水资源总
｜量３５．３亿立方米，水资源可利用量

２９．２亿立方米。大型水库蓄水总量
２７．９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６１５立方米。
全年人工造林面积１６．５万亩，退
４１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２０１８年规上工业主要产品产
火力发电量
太陆能发电量

平使

｜万千瓦时

万千瓦时

小麦份
电制品

比上年增长％

５３．１８

２９６５３４
２３２６５
１９６４２
８２６Ｓ

－３０．５７

－２０７

４５．５５

２７８６
６５１３６

塑料制品

５０
ｏ页

［２４２８８
来水生产量

立方术

ＪＤ０４２
３８３６６

两

例区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

控标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生活消费复出

食品烟酒

绝对数

２６５５９

５８５５
２６６２

２５０５

２８５７９

衣着

２７３９

活用品及服
交通透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２０８６

居住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５３１８

ｔ上年增长

绝对致

（％）

（）

９．１１
８６４
３１．０１

４５７２

－１５．２
１．２２

－１０５
２
２４５
［１

开

年增长

１６７２４

１０７００
３９２

１０６０
１５５６４
４８２７

６５
［２９４

９５５

１９８３

７
１６ｓ
１

｜３３６５
｜２９１

Ｚ

１９７３

｜Ａ２

８５７

２６９２

２３２

０１６

２５３

２２

００６

４３５

人口自然增长率２．３９％，

｜在校学生１０３人．教职工４５人；年末

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 辖区内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３９８个，有

４．６其中实现一产增加值１１．１亿

元，，增长７．７？？？产增加值８６８亿

１３４０￣２００米，地下水位在１０￣１０５ 卫生技术人员３３１０人，拥有床位３６０３ 元，增长３．２？？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
米之间。有北大河、洪水河、讨赖河 ｜张。有养老服务机构１０个，养老服务 加值６９亿元；三产增加值５３．３亿元，

等大小河流１７条。光热资源充足，风
能资源总储量达２亿千瓦，可开发利

｜机构床位数１００５张

｜增长５９？？？成固定资产投资６６４亿

２０１８年，全区建成区绿化覆盖面 ｜元，增长７２？？？成财政总收人９．２５
用８０００万千瓦以上。主要矿产资源有 ｜积２０６３公顷，公共绿地面积１７４５公｜亿元，增长１４．５？？？成一般公共预 甘肃
石油、花岗岩、祁连玉等与粘土、石 顷。年末城镇化率达到６９比上 算收人４．］亿元，增长１１．９？？？成财
膏等。境内已经发现的文物古迹２６６ 年提高１５个百分点；全区城镇居民 政总支出２１２８亿元，同口径增长 年鉴
｜处，有西汉酒泉胜迹、祁连雪峰等旅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３７５８１元，扣除 ５．７？？？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６．３ ２０ｇ
游名胜、自然景观。是全国重要的对 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６．７６？？？村居 亿元，增长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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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制种基地、洋葱生产集敢中心和畜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１６７２４元，扣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市投资
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６．８９？？
３．６亿元，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
禽养殖中心
（供稿：李慧） 设施建设项目２０个。新增市场主体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生产
１８７３户，净增长８．７６？？被列为全国
总值（ＧＤＰ）１７７０７亿元，比上年增
首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试点县。建
｜长５．０？？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３．４８亿玉门市
｜元，比上年增长８．２？？第二产业增加
成市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１个，
值４１．６４亿元，增长６．３？？第三产业 ［区域概况】玉门市地处河西走 ｜乡级电商服务站１６个，村级服务点５４
｜增加值１１９５亿元，增长３．８？？？区 廊西部，东临酒嘉，西此敦煌，通中 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实现全覆
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６０．１２亿元； 原，接新疆，连青海，贯西藏，自古 盖，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１．８６亿元，

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７４８亿元，其 ｜以来是中原王朝连接蒙古、中亚、欧 农产品网货销售额达到８０６０万元，分
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１１９４亿元： ｜洲的重要通道，全市总面积１．３５万平 别增长３２？４５？？昌马、柳湖、六

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５．１７亿 方千米，其中森林面积达到１３１万 ｜敢三乡撒乡改镇工作圆满完成。玉门
元，比上年增长７４？？全年实现进出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７２？？２０１８年 油田、农垦团场办社会职能移交至玉

口总额４２６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末，全市辖新老两个市区和９镇３ 门市。被授予＂全省绿化模范市＂称

２０６？？？区财政总收人２８０１亿元， 乡，常住人口１６．７４万人，有回族、 号。城镇化率达到６２．９９
比上年增长２５．７公共财政预算收 蒙古族、藏族、东乡族等３１个少数 三所幼儿园被评为＂省级示范性
｜幼儿园＂。投资４３亿元的新第一人民
人７．９４亿元，增长６．１？？？末全区金 民族。
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４１７０９亿
区域内属大陆性中温带干早气 医院投人使用，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的中医
｛元，比上年末增长２．９？？？融机构本 候，年均气温７５０℃，年均无霜期为 医院搬迁改造即将完成。县级公立医
外币各项贷款余额３６８．５８亿元，比上 １３５天，年均降水量为６６７毫米。境 院床位数达到１４００张，每万人床位数
年末增长２８？？？年实现旅游收入 内有疏勒河、石油河、白杨河、小昌 达到１００张，达到国家标准的２倍。
６９．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４９？？
马河四条河流，年径流量１１６亿立方 新增城乡居民就业创业人员４０００人，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有 ｜米。有石油、煤、铁、铬、锰、铜等 城镇登记失业率降至１？？２０１８年，

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１个，省级工程 ３０多种矿产资源。风能资源理论蕴藏 全市年输转劳务２９万人，实现劳务
中心７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３１ 量３００万千瓦以上，理论可开发利用 收入６．１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个，市级技术研发示范中心个。全 量２０００万千瓦，全年日照时数０ 达到３２４３９元，增长９？？？村居民人
年申请受理专利７８９件，投予专利权 ｜多小时，是全省太阳能总辐射量最高 ｜均可支配收人达到１７０２１元，增长

４９１件，授权发明专利８件，万人发明 的区域之一。硅化木地质公园、赤金 ８．９？？９个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退出
专利拥有量达到２．０件；有普通高校１ 丹霞地貌景观、＂中国石油第一井＂ 贫困村序列，贫困人口减少到５６人，
所，在校学生９１５２人，教职工５２１ ＂铁人＂故居纪念馆等１０４处景点被列 贫闲发生率降低到００５贫闲县退
人。中专（中职）学校５所，在校学 ｜入省、市保护景点名录，玉门油田被 出摘帽各项指标全面达标，
生９９０７人，教职工３５０人。中学２２ ｜成功人选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景点 【玉门市实施产业振兴带动乡村
振兴战略］２０１８年，玉门市坚持以产
所，在校学生２５２３６人，教职工２１５６名单。
｜人。小学３４所，在校学生２５７２人， ｜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业报兴带动乡村振兴，建基地、强加
教职工１８７６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
所，地区生产总值１５１．２亿元，增长 ｜工、创品牌、抓订单，加快推进现代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１

农业发展。规划的８个戈壁农业产业 万吨，位居全国第四。境内现存各类 增长７．３５？？
园新建日光温室７０００亩，搭建钢架扶 ｜文物景点２６５处，有３处世界文化遗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

署

栩２４０亩，新增构杞２２万亩，新建
吸棚圈合２００座，新增出栏肉羊５万
只，羊饲养量达到１３５万只。长青源
公司冻干枸杞二期、伊汇清真牛羊肉

产（莫高窟、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 交化簿览会】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敦煌

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４处（莫 文博会在敦煌降重举行。中央致治局
高篇、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教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阿富汗
煌境内长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２

处，５Ａ级景点１处（鸣沙山月牙
甘肃 ｜分割包装等９个特色农产品加工项目
泉），４Ａ级景点２处。
年鉴 建成投产，认定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现ｔ
７家，农产品加工和仓储能力分别达

团 到５０万吨和８万吨，增长１５？

第二副总统穆罕默德·萨瓦尔·丹尼
什，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副总统尤斯
｜沃·乔治应邀出席会议，９７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的１２００多位中外嘉宾

｜生产总值９８．７８亿元。第一产业增加 参加会议。本届敦煌文博会以＂展现
ＧＡＮＳＵ ８２？？启动国家级有机农产品示范市 值８９２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１７．２亿 丝路风采，促进人文交流，让世界更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创建工作，新认证＂三品一标＂农产 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完成１８９６亿 加和潜美好＂为主题，以打造＂智慧

品５个。花海葡萄、清泉人参果、昌 元，下降１．６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文博、精致文博、大众文博、节俭文

马胡麻油等６个农产品取得有机转换
证书，＂玉门构杞＂＂赤金业菜＂＂祁
连清泉羊羔肉＂等３个农产品被认定
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设立农产品流

完成增加值２．８５亿元，增长８．９？？？ 博＂为日标，统筹策划专题文化展览
三产业增加值７２６６亿元。全年实现 项目３２个，吸引国内外参展企业５８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６２５亿元。完 家，汇集文物、艺术、文创、数字等

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６５１亿元；全年完 多个领域优秀展品７０００余件。组织策

｜通服务中心，组建５个农产品流通团 成财政总收入１４亿元，财政总支出 划专场演出和配套演出１３场，在兰
队，农产品订单销售面积达到６４万 ２４．７６亿元；年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 州、平凉、武威等地设立９个分会
｜亩，占全市耕地面积的６７？？举办玉 各项存款余额２２００３亿元，比年初增 场，举办１８项独具地方特色的系列
门首届农产品订货交易会，签约订购 加２２３２亿元，增长１１．２９？？金融机 活动。
玉门特色农产品３０多种。
｜构本外币贷款余额１５３．２６亿元，增长
（供稿：教煌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供稿：玉门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１３．３９？？？年实现旅游总收入１１５亿
元，增长２５．９２？？
｜金塔县
敦煌市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文化产业法人单位４０７家，有广播调 ｜ 【区域概况】金塔县地处河西走
【区域概况】敦煌市位于甘肃河 频转播发射台１座，档案馆１个。全 靡中段北部边缘，介于北纬３９°４７＇￣
西走廊最西端，是甘肃、青海、新疆 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７６个，卫生技 ４０５９＇，东经９７５８＇￣１００２０之间。东
三省（区）交汇地。介于东经９２＂１３＇ 术人员１５３９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与高台县毗邻，西与玉门市接壤，南
至９５９３０＇、北纬３９＂４０＇至４１＂４０＇之 ９６张。组织实施１８项敦煌市列科技 临肃州区和嘉峪关市，北靠内蒙古古
间。全市总面积３．１２万平方千米，其 计划项目，专利申请量１１件。完成额济纳旗。东西长约１７０千米，南北
中绿洲面积约１４００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 ５７个义务教育改薄项目，建成美画校 宽约１１５千米，全县总面积１．８８万平
末，全市辖９镇８个城市社区居民委 园２０所。建成健康村２７个。
｜方千米，其中耕地７５．３万亩，天然林
完成省级３６户农村Ｃ级危房改造 ｜地１２４万亩，牧草地１７０万亩。２０１８
员会，常住人口１９１１万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３．７６下降０１７个千分点。 任务。敦煌航空口岸正式全面对外开 年末，全县辖５乡５镇和１个城市社区
发源于祁连山的党河是教煌重要 放，敦煌机场运行航线航班１８条旅管委会，总人口１４４６８２人。境内有满
｜的水利命脉，全长３９０千米，流域面 客吞吐量达到７６万人次，同比增长 族、回族、藏族、白族等１５个少数

积１６８万平方千米，年径流量４０５亿
立方米。属典型的温带大陆干早性气
候。２０１８年全年降水量５４６毫米，年
均气温１０４℃。光能、矿产等自然资

４６？？美尔敦老年公寓建成投用，新民族。

｜增养老床位２００张。全年交通运输、 境内东南北三面皆山，中间低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１２６７亿元，增 平，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１２７５
长４６？？全年完成劳务输转２．９万 米。年日照时数达３１７４８小时，年平

源丰富。全年日照时数３２２１．８小时， 人，劳务收人达５７８亿元。２０１８年， 均气温８８℃，年降水量１２６１毫米，

年太阳辐射量６４７２．３８兆焦耳平方 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３２００人。城镇 年蒸发量１７４０６毫米。源于祁连山冰
米。矿产资源已探明有金、银、惧、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３３５９５元，增加 川群中的黑河、讨赖河流经全境，平

铁、霸、硫、石棉、芒硝等２６个品 ２２６３元，增长７２２？？？村居民人均 ｜均年径流量达４２６亿立方米，地下水
种。其中，已探明钒资源储量１５３．８６ 可支配收人１７８０１元，增加１２１８元， ｜年补给量５．７８亿立方米。境内有鸳鸯
４１２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池、解放村、红沙墩等大小水库１３元。全年出口总额６１６０万元，比上年瓜少
瓜州县
座，总库容量达１．８５６亿立方米。金 ｜增长２７．１？？？年累计接待海内外游
｜塔县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棉 ｜客４１５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９４？？？
｜【区域概况］瓜州县地处甘肃省

花、瓜类、蔬菜、孜然等。主要畜种
有牛、单、驴、骡、骆驼等。主要树
种有白杨、胡杨、大柳、毛柳、沙
枣、榆等乔木和红柳、白刺、骆驼刺
等沙生碱性植物等灌木。野生动物有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６．７ 河西走廊西端，介于地理坐标东经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４？？全县城镇居 ９５＂４６，北纬４０°３２＇之间。东临玉门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３２１７元，比上年 市、西接敦煌市，南北与肃北蒙古族

增长７．７？？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自治县相连，西北与新疆哈密市接 甘肃
｜４８人，登记失业率为２６５？？全年累 壤。东西长１８Ｓ千米，南北宽２２０千
黄羊、黄鸭、蛇、野兔、刺猬、蜥锡 计输转劳动力３０６１６人，创劳务收入 米，全县面积２４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８ 年鉴

等。中药材主要有甘草、枸杞、麻 ６４６０８万元．
年末，全县辖１０镇５乡８个城镇社 ２０１９］
黄、锁阳、肉从蓉等。境内矿产资源
年末，全县普通高中在校生２５８０ 区．人口１４９７万人。有回族、东乡 ＧＡＮＳＵ
丰富，已探明的有煤、铁、铜等７大 人，职业中专在校生１６１９人，音通初 族、藏族等２０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
类３２个品种。
中在校生４００人，普通小学在校生 人口２５０００人，占全县总人口的１７？？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６６１０人，幼儿园（班）幼儿２７２６人：
境内平均海拔１１７８米。属中温干

生产总值７３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有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博 ｜早气候，日照时间长，光资源丰富，
比上年增长６？？？一产业增加值１８９ 物馆１个，档案馆１个。举办体育运 相对湿度低，冬冷夏热，风大沙多，
亿元，增长７８？？第二产业增加值 动会５场次．全县在校学生体质合格 昼夜温差大。年均降水量４９．２毫米，
１４亿元，增长６７？？第三产业增加 率９８６？？年末全县共有卫生机构１４５ 年均蒸发量２５７４毫米，年均相对湿
｜值３９．７亿元，增长４．８实现农业总 ｜个，卫生机构病床床位７０３张，卫生 度３９％；
产值３７．２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５４ 技术人员９７６人。组织实施各类科技 ｜年平均气温９２℃，不低于１０℃积
亿元，可比价增速同比增长９４？？？ 项目３８项，新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温３５ｓ２９℃，平均无霜期１４６天。瓜
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８．９亿元，比 １２个。
州县是中国蜜瓜之乡、锁阳之乡，中

上年增长３．２？？？成固定资产投资 【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金塔县有 国首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核心
５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政总 省级自然保护区１个，总面积１６．３４万 Ｋ，全国风电装机第一县。
收人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３？？全 公顷。全县环保投资完成７０６万元，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６２．６亿元， ｜城乡饮用水达标率分别为１００？ ｜地区生产总值７４９１亿元，增长

增长３．５？？各项贷款余额４７．５亿元， ６０７？？？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填 ２２？？？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１３亿
比上年下降６．５％；
理）率达到１００？？？中供热面积 元；固定资产投资７２．５亿元，增长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完店 １７３．５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２．７？？？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４亿
固定资产投资５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到３９同比提高０．１个百分点；城 元，增长７．２？？？政收人８２７亿元，
１０？？？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９ 市人均公共绿化面积１４．３平方米。
｜增长１４．３？？？年实现旅游综合收人

亿元，比上年培长７．１？？引入招育引

资项目４７个，引进到位资金４０亿

（供稿：白彩云） ５０亿元。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建

乡级农特产品电商中心７个。筹集、
争取、整合各类项目资金１２．７亿元，
｜实施民生项目６７个，棚户区征收、老
旧小区改造、农田水利建设等省市县

惠民实事全面落实。高级中学开工建

｜设，广至、梁湖中心小学＂改薄＂工

｜ 程进展顺利。＂先诊疗、后付费＂模
｜式全面推行，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实现

全覆盖。新改建乡村组文化站（室）
３２个，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３个。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ｅ率ｅａ８ｅｒｉｔ
２０１８年金塔县续建完成投入运行的夕细红公因

配收入３１２２７元，增长７．８？？？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１６５０元，增长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１３

｜７．２？？开发公益性岗位６００个，新增河
河、榆林河、石油河、疏勒河等四大 各１个，乡镇文化站４个、社区综合

曾

城镇就业４０４０人。全县贫闲发生率下 河流，年径流量达１４．２５亿立方米 文化中心２个、村级文化室１８个，国
降至０．２３通过省级验收，实现整 域内有冰川９５７条。
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１个。拥有国家
体脱贫摘帽。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级文物保护单位２处，省级文物保护

【瓜州县大力推进配售电改革】

生产总值１４１０５９万元，同比增长 单位８处，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２０１８年，瓜州县立足破解消纳瓶颈， ｜ ５．９？？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２６１８万元， 项目１个，省级项目８个。公共图书

持续推进配售电改革、大用户直购电 同比增长１６．６８？？实现工业总产值 馆１个，公共藏书量达２９２８４册。全
交易和电力外送调度，为重点企业落 １６２８４１．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９５？？完 县４个乡镇２６个行政村全部通广播电
年鉴 ｜实交易电量６亿千瓦时，新能源上网
成财政收入３４９３５万元，同比增长 视，广播节目综合覆盖率达到
死 电量突破１１０亿千瓦时，弃风限电率 ５．７６？？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人１８３１６ ９８．５６？？全县公路总里程达２２９５千

｜甘肃

ＧＡＮＳＵ
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１３？？完成一般公 米，现有客运企业４家，有营运车辆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大幅下降，内消外送能力明显增强。

三新硅业４台电炉满负荷生产，消纳 共预算支出８５６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８辆。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全社会固定
电量５亿千瓦时，实现产值４亿元。
｜９８９？？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９９７？？实现社会
（供稿：瓜州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额１５０１７６万元，同比增长８．５２？？金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５７０万元，同比增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６９６７１万 长６８？？其中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总

元，比上年增长３９９？？全社会固定 额２２８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５？？？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９９７？？实现社会 ｜村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５万元，同
｜【区域概况】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消费晶零售总额２３５７０万元，同比增 比下降６６９？？全县城镇新增就业人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鹰西端南北两侧，
全县总面积６６７４８平方千米，约占甘
肃省总而积的六分之一，是甘肃省唯
一的边防县，也是甘肃省国土面积最

│长６８？？全年旅游综合收入达３４亿 员１４１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５７人。年

元，比上年增长５２？？城镇新增就业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０？？
人员１４１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５７人。 【农牧业】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林牧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０？？
｜渔业增加值实现６５３９万元，同比增长
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县。２０１８年末，全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４８７其中农业增加值１４３７万元，
县辖２镇２乡，户籍人口１．２２万人， 有普通中学２所，普通小学２所，幼 增长９６５？？？业增加值４９１１万元，
其中蒙古族４６６０人，占３８．１１人 儿园２所，共有在校学生１５４９人，有 增长３．６３？？？业增加值４１６万元，
专任教师１９９人。有二级医院２家、 下降６１８６？？？林牧渔业服务业增加
口自然增长率２．９５％，
｜ 域内地形地貌多样，有高山、冰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个，妇幼保健机 值１８６万元，增长５５？？农作物播种
川、混地、草原、戈壁、峡谷。有天 构１个，乡镇卫生院４个，村卫生室 面积２０１万亩，同比增长１２８？？全
然草场４６７６万亩，其中可利用草场 ２６个，共有床位１７０张，在编专业技 年粮食种植面积１４６万亩，同比下降
｜４１８９万亩，占草原面积的８９５？？野 术人员１２７人。拥有文化馆、图书馆 １９？？粮食产量６４７０吨，比上年下降
生牧草种类有４２科、１２９属共２１０

种，有麻黄、领阳、雪莲等名贵中药
材。绒山羊、高山细毛羊、牦牛、骆

驼等骆驼绒、山羊绒等畜产品享有盛

名。野生动物分布广＂、数量多，列入
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的３５种，主要有藏野驴、野托牛、白
唇鹿、盘羊、雪豹、棕熊等。已探明
的矿种有３９个，矿点２３５处，优势矿

种有黄金、铁、铜、铬、钨、镍、菱
镁、铅锌、煤、重品石等，其中已探

明铁矿石远景储量７５亿吨，塔尔沟

钨矿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大道尔吉铬
矿是全国第三大铬矿。风能、水能资
源丰富，风能总储量达２０００万千瓦，
可开发量１０００万千瓦以上。域内党
４１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传统不骆驼

｜１９？？粮食作物平均亩产４２公斤，

及其服务业现价总产值１２３９０３８万 之间，全市总面积１．１１万平方千米。

与上年持平。肉类总产量２８５４吨，比元，增长２６．５？？全年工业增加值完

２０１８年末，全市精１区６县，常住人

上年增长６．４６？？完成植树造林１０１０ 成１９５５０万元，同比下降１６．２７？？全 口２１１９１万，比上年增加０６３万人。
亩，比上年下降３２．６７？？年末羊存栏 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１００万 有回族、蒙古族等３３个少数民族，少
２３．３万只，比上年下降１７．６７其中 元，增长６．９？？
数民族占全市总人口的７．３？？
山羊存栏１２．２９万只，绵羊存栏６．６５

万只。
（供稿：马元泰）

【社会发展】推进公立医院改 境内气候适宜，属黄河中游黄士
革，实行一站式报销结算服务，推行 高原丘陵沟壑区，半干旱、半湿润大 甘肃
家庭医生服务，签约常住人口６０９ ｜陆性气候，海拔在８９０－２８５７米之间，
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年均气温７４－１０．１℃，年降水量４２０－ 年鉴

９５４全面实现医保省内就医直接 ｜６００毫米之间，平均日照总时数２１４４－ ２０１９］
结算，实行按病种付费制度，新增３０ ２３８０小时，无霜期１５６－１８８天，光照 ｜ＧＡＮＳＵ
【区域概况】阿克塞哈萨克族白 个病种，达到１４４个；乙肝疫苗第一 充足，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生物资
治县地处甘肃、青海、新三省（区） ｜针及时接种率１００儿童建卡、建 ｜源丰富。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交界处，河西走廊西腾，东与肃北蒙 ｜证率１００？？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２０１８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古族自治县接壤，北与国际旅游城敦 ９９住院分娩率１０婚检率 ３９５１７亿元，增长２１？？其中第一产
煌市为邻，南与青海省接连，西与新 ｜１００？两痛＂筛查２５７人，出生缺 业增加值８７８９亿元，下降３．６？？？
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望，全县总面积３２ 陷干预率达９０？？上。落实业务教育 二产业增加值１０５８９亿元，增长
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人口 全免费政策，累计发放补助经费２６３９ １．３？？？三产业增加值２０．３９亿元，
９２２９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 万元，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５１４％， ｜增长４８？？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
９．比上年上升０．７７？？有哈萨克 录取率达到９．５７较上年上升６３ 均生产总值１８６７６元，增长１．７？？三
族、回族、蒙古族等１１个少数民族， 个百分点。城乡低保由４６０元提高至 ｜ 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１９．２：２７３：５３．５
是甘肃省唯——个以哈萨克族为主体 ４９５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调整为２２：２６３∶５１．５，与上年相
入３８６５９元，增长７１城镇居民人 比，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下降
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境内初步探明的有金、铜、锰 均消费性支出２８０１２元，增长 １、２个百分点，第一产业比重上升３
石棉、水品石、蓝晶石、蛇纹岩、云 ２２３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３６１７ 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母、石灰石、花岗岩、白云岩等４１种 ｜平方米。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
｜矿藏。有可利用草场面积１４８０万亩， 到２６ 元，增长８１农村居民人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４５７．７９万亩，比上
年载畜量为１８９万个羊单位。有大哈 均消费 性支出２０９１元，增长 年增加１３．２８万亩；全年粮食总产量
尔腾河、小哈尔腾河和安南坝河三条 ６．５１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５４．１８ １０７．７２万吨，增产４９？？其中夏粮播

｜平方米。年末全社会职工人数２４９９ ｜种面积１７５．４２万亩，比上年增加６．８２
面积８５６０平方千米，年径流量 人，增长３．９５？？城镇累计新增就业 万亩，产最３４．９６万吨，增产０．１％；
４．５２亿立方米。有大小苏干湖候鸟自 人员１９１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秋粮播种面积２８３．２７万亩，增加６．４６
主要河流，流域

万亩，产量７２７６万吨，增产７．３？？
｜护区。
（文化产业与旅游】全年共组织 主要经济作物中，全市油料播种面积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赛马会５场，全年开展各类文体赛事 ４８．７９万亩，比上年减少０．５２万亩，产
｜地区生产总值９２５７６万元，下降 活动９余场次，成功举办第三届丝绸 ｜量５４７万吨，减产１５０？？？菜种植

然保护区和安南坝野骆驼自然保

６？？内。

｜４．８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６５０６万 ｜之路骑射邀请赛、赛驼项目、哈萨克 面积３２６１万亩，增加３２１万亩，产

元，增长５０２第二产业增加值 美食文化节、戴意行古道活动。全年
２９４３５万元，下降１３．９第三产业增 完成文化产业增加值６２７０万元，增长
加值５６６３５万元，增长６．７８？？财政 １２？？
｜（供稿：杨晓 周建忠）
收入完成２０１５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９．７３？？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５８７００万

元，同比增长１１００？？金融机构各项
存款余额达到１２１１０万元，下降
１１２？？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６７１８７

量４６４万吨，增产６４？？？园面积
１２２０２万亩，增加０８２万亩，园林水
果产量１１０９５万吨，减产１０．１？？？
｜药材种植面积５２１万亩，增加０２万

亩，产量２１７万吨，减产８２？？
年末，全市大牲畜存栏４３．２５万３

｜（只），下降５９？？牛存栏３９．６４万头，

【区域概况】平凉地处东经１０５° 下降１．６？？？栏３０１５万头，增长
４６？？猪存栏４０５３万头，下降
下降４．５？？全年实现农林牧渔２０－１０７９５７＇，介于北纬３４５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１５

１０．６？？？栏４３２万头，下降１７６？？ 按消费类型统计，餐饮业收人额３１．１９ ｜额８４３９２亿元，增长５．０８？？人民币
羊存栏１５４万只，下降２８？？？栏 亿元，增长９．５？？？品零售业收入额 各项贷款６２６９４亿元，增长５．８２？？
１２．４７万头，下降１４．２？？全市肉类总产 ｜１７６．９２亿元，增长６．１？？全年批发业 全市保费收入２０．４８亿元，增长
量６６５万吨，下降６９？？其中猪肉３．１ 实现商品销售额９６９７亿元，增长 ７．３？？全年赔付额６．５６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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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下降１７．６？？？肉３０２万吨，增 ９３？？？售业商品销售额２７０９３亿 １９．７？？
长４５？？？肉０．１９万吨，下降１４．１？？ 元，增长８２？？？宿业营业额９．１３亿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全市争
牛奶产量１９４万吨，增长８８７？？绵羊 元，增长８．８？？？饮业营业额５０．８４ 取国家和省上科技项目１９项，资金
毛产量９２８吨，下降２３．１？？水产品产 亿元，增长１０．９％
５７万元。国家项目１项，落实资金

量５４８，９９吨，下降４８２？？
｜全市进出口总额４．８亿元，增 １２０万元；省列项目１８项，落实资金
全年造林面积３８．３１万亩，下降 ９１．２７？？其中出口４．７９亿元，增长 ４５２万元。安排实施市列科技项目１２
ＧＡＮＳＵ １６１？？？苗面积６９５万亩，下降 ９１．６１？？？口５４万元，下降２６．７４？？ 项，经费１００万元。年末全市有各级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死０

２１８？？全市农村用电量３８８亿千瓦

｜ 【族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市接待国 ｜各类学校１８２７所，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小时，增长１１．７？？农用化肥施用量 内外游客２３４３９６万人次，增长 达到３．７０万人。小学入学率达到了
（折纯）９．３９万吨，下降６４？？
２０？？国内游客２３４３．８６万人次．增长 １００毕业率９９６？？？中阶段学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市 ２０？？旅游综合收入１３３．６７亿元，增 生人学率９９８毕业率９９８？？
全部工业增加值５６８１亿元，增长 长２？？国内旅游综合收入１３３６６亿 全市参加高考考生１８１０８人，上线人
数１７９０３人，上线率９８９？？
２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５２５亿 元，增长２２？？
｜ 【文化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元，增长２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市交ｉ

品销售率９７？？煤、电、建材三大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１２０４亿 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８个，公共图书
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４９．６０亿元，增 ｜元，增长４１？？全年公路客运量 馆８个，博物馆（含纪念馆）１４个，
长３．４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３７４．５万人次，下降１７８？？？运周 广播电台８座，广播电视转播发射台
９４９？？实现利税３２４亿元，下降 ｜转量１８４２亿人千米，下降２３？？货 １０座。年末广播综合覆盖率９９１６％，
０．８？？实现利涧１５．７８亿元，增长 运量４９５１．７２万吨，增长８５？？？运 电视综合覆盖率９８４１比上年提高
６．３？？
周转量１４３．３７亿吨千米，增长 ０９５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用户６４７万
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 １０２？？年末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 户。全市运动员参加省级以上各类赛
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６６个，与上年持 ２５．１９万辆，增长７．３其中私人汽 事获得奖牌１１０枚，比上年增加５０
平；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增加值４７．０８ 车保有量２２６１万辆，增长７８？？民 枚。其中金牌４１枚，银牌３６枚，铜
亿元，下降０．３？？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

用轿车保有量１０．７３万辆，增长 牌３３９枚。
９．６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１０．２万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有

２６．６５？？

１４．６？？税收收入２０８８亿元，同口径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２３４

实施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４８９个，完成 辆，增长９．５？？
卫生机构（包括村卫生室、诊所）
投资２１５亿元，周定资产投资降幅比 全市邮电业务总量６８４３亿元， ２６１４个。其中医院、卫生院１５４个，
上年收窄 １８．８６个百分点。其中第一 增长８１６？？电信业务总量６６６１亿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４０个，诊所（卫生
产业投资下降６７３３？？？二产业投资 ｜元，增长８４．２？？？政业务总量１．８２ 所、医务室）８１６个，妇幼保健医院８
下降５６？？？三产业投资下降 亿元，增长１９．６？？邮政业寄递服务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８
１６．９２？？
业务量２５０４．５２万件，增长２８？？年 个，卫生监督所８个，乡镇卫生院１０６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末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３４５万户。年 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５６３人，其中执
３．６４？？住宅投资增长６．５７？？？业营 末电话用户２１０．２５万户，互联网宽带 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４９２人，注册
业用房投资下降１８９１？？房屋施工面 接入用户１２１．２５万户。
｜护士 ４５０２人：医院卫生技术人员
【财税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１ ｜６６４５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技术
｜积５０１．２６万平方米，下降６．８？？商品
大口径财政收人６．０１亿元，增长
房销售面积１１３．８７万平方米，增长
人员４１５人，诊所技术人员９２８人．
｜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社会 ｜增长２２０？？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

人，卫生监督所卫生技术人员８４人．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０８１１亿元，增长 ｜９．３６亿元，增长１０．３？？全市财政支 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２９２９人。医
６．６？？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 出２１２．７５亿元，增长１５．７？？一般公 院、卫生院实有床位１３１万张，全年
售额１４９．８８亿元，增长６．２？？？村消 共服务支出１８．３３亿元，增长２２６？？ 总诊疗１１９１３３万人次，出院４６．６３万
人次。
｜费品零售额５８．２３亿元，增长７．６５？？ 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４１６ ｜市（州）县（市、区）概况

｜【人民生活与杜会保障】２０１８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

２７４４８元，增长８．０？？？镇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１８７６９元，增长２３．６？？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３０３元，增
｜长９．１？？？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

出８２７８元，增长１０．１？？年末全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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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２８８万人，同比增加２１６万

人。其中本年新增城镇就业３．３５万
｜ 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０９４万人，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４９？？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ＧＡＮＳＵ
｜收闻区花所乡肉牛春随基地

保险２０．１２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７２２
人。其中职工１３．８３万人，比上年末 物（ＰＭＩ０）年均浓度为７５微克立方｜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１７个乡镇３个

增加３８２４人；离退休人员６２８万人， 米，比上年增长２７？？二氧化硫 ｜ 街道办事处和１个大景区，常住人口
比上年末增加３９８人。参加城乡居民 （Ｓ０２）年均浓度为１１微克立方米， ５３．３２万人，人口出生率１０６８？？常
基本养老保险１２７５８万人，比上年末 较上年下降８．？？二氧化氦（ＮＯ２）） 住人口中，城镇人口３９６万人，城

增加６．３５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年均浓度为３５微克垃方米，较上年 镇化率达到６３．６９？？
２０５．７４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８５万 下降１０３？？全市地表水断面水质优 属陇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西
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１３．０７ 良比例为８５７？？其中泾河、汭河、 ｜北高埃多山，东南丘陵起伏，中部河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２３１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１９２６７万人，比
上年末增加１．６２万人。参加失业保险
人数８８３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４０５
人；年末全市领取失业保险金１０９２

达溪河全年水质综合评价达到国家Ⅲ 谷密布，平均海拔１５４０米。气候属半

类水质标准要求，水洛河、葫芦河全
年水质综合评价分别达到国家劣Ｖ和
ＩＶ类水质标准要求，县级以上在用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及

干早、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境

６４．３分贝。

｜和商周文化遗址１５０多处，重点文物

内矿藏有煤、铁等１３种１２大矿点，

其中水泥石灰岩和化工石灰岩品位较
高，储量达５亿多立方米。地表水可
人。参加工伤保险１０２５万人．比上 ｜地下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达标率均为 利用量１．１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１２
年末增加２．１５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 １００？？区域环境噪声昼间５４９分贝、 亿立方米。植物资源１３００多种，动物
｜险的农民工２０６万人；参加生育保险 ｜夜间４４９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资源５０多种。境内发掘出仰韶、齐家

８．３８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４６９８人。全
年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２８．５５亿
元，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支出２１８７
亿元。全年资助６０４９万人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医疗救助７７２２万人次。
年末共有４．２７万城镇居民和２００１万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市发！

保护单位４０余处，珍藏文物１３００多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６５０起，死亡１１３ 件。有国家５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人。亿元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 级地质公园、道源圣地腔闻山等旅游

人数０２９人，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

０．０５人。全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１６５

｜景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农村居民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起，死亡１０３人、受伤１３８人，直接 ｜地区生产总值１３７６５亿元，比上年增
８０９５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教助供养， 经济损失１００．７３万元，道路交通万车 长５．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７．９
全年临时救助１６８７万人次
死亡人数为２．６人。
亿元，下降８８？？？二产业增加值
｜全市有社会福利院９个，床位７４７
（供稿：朱克雄 ３３．６亿元，增长１０．５？？？三产业增
张，在院供养４９１人，建立城镇社区
加值９６．１亿元，增长４．８？？三次产业
服务中心６９个。
崆峒区
｜结构比为５８：２４∶６９．８，人均地区
［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平凉市ｒ
生产总值为２５８７１元，比上年增长

心城区剔除沙尘影响后，全年环填空 【区域概况】崆峒区地处甘肃东
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为 ｜ 部，六盘山东麓，东邻泾川、镇原，
３０７天，达标率为９１６细颗粒物 南依华亭、崇信，西与宁夏回族自治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３７微克立方 区泾源、原州区接壤，北与彭阳、镇

｜米，比上年增长２３．３？？可吸入颗粒 原县毗邻，全区总面积１９３６平方千

４．６７？？全年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１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７？？？共
财政预算收入完成５．４亿元，比上年
增长１４？？全年一股预算支出达到

３１．６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３？？社会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１７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８１．９亿元，增长
６．７？？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２９７
亿元，同比下降２３４１？？全年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８３４１２万人次，实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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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

综合收入４５．９３亿元。全区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为３３２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５．１１？？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１９９５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４６？？在２０１８年
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经济指标考核中
｜排名第一、城乡建设目标责任完成情

ＧＡＮＳＵ 况全市排名第一，人选甘肃县域竞争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力十强县。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手
｜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４８所，在校学生
８５４４７人；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４９７

个，实有床位３８２６张，医疗机构病床

闲区白水练永乐村有列美丽多村示范点
使用率为６８．９６？？全区共有各种艺术
表演团体４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博 教育事业发展的头等大事，聚焦弱项 肃省实现绿化第一县＂＂全国水土保
物馆１个，文化馆１个，数字影院４ ｜短板，加大投入力度，大规模推进基 ｜持先进县＂＂全国绿化模范县＂等称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６个，农家书屋 础设施建设，全方位改善办学条件， 号。境内王母宫被中央台办、国台办

２２６个。有广播电台１座，广播和电视 区实验小学教学楼等１１５个＂全面改 授予甘肃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
信号实现全覆盖。全年城镇居民人均 薄＂项目建成投用，多举措加强师资 ｜地＂，泾川＂最古老西王母＂被列入
可支配收入２７３２９８元，比上年增长 队伍建设，精准化健全各项保障机 ｜世界纪录。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
｜８．９？？？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制，均衡发展基础不断夯实，均衡发 牛角沟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１０３８９．１元，比上年增长８？？
｜展水半不断提升，全区义务教育工作 ｜位，大云寺·王母宫景区和田家沟生

【脱贫退出】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迈人均衡优质发展新阶段，２０１８年顺 态风景区为国家４Ａ级旅游
重大的民生，紧盯＂两不愁三保 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障＂，实施＂九大冲刺剌行动＂，推进 县＂评估认定。
生产总值３７．７２亿元，同比下 降
＂六大提升工程＂，洛实＂一户一策＂
（供稿：控峒区地方志办公室） １４３？？？定资产投资下降５０３１％；
帮扶措施，整合投人和落实到户资金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０５１亿元，下降

２．１亿元，接续推进基础设施改善、公 泾川
３５．９？？？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５８８亿
共服务配套和社会保障提升，多元发
元，增长７？？？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展＂牛果菜劳＂等富民增收产业，贫
【区域概况】泾川县地处甘肃东 人２１６亿元，增长１６６？？？外贸易

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脱贫致富能力 ｜ 部、陕甘交界处，总面积１４０９．３平方 出口额达到１２７５万元。
全面提升，农村贫困群众人均可支配 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７０６６万亩。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

｜收入增加到５５２６元。２０１８年预脱贫的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４个乡镇１个经济 建、改扩建农村中小学校舍２４万平
｜８个村、１０９７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退 开发区，总人口３５．６２万人
方米，中街小学教学楼建成投用，城

出，全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１４２？？

｜ 境内海拔９３０￣１４６０米，气温历 ｜区第四幼儿园建成主体。县医院整体
２０１８年，崆酮区通过了国家专项评估 ｜史极值最高４０℃（１９９７年７月），最搬迁项目完成主体施工。荣获＂全国

检查，经甘肃省政府批准，正式脱贫 低－２４℃（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１８年日照 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称
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在全市率先 总时数２１４５．７小时，平均气温 号。县城体育中心建成投用。完成城
｜实现脱贫摘帽，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全省 １０．５℃，无霜期１７６天，年降水６１４毫 ｜乡低保、特困供养补贴提标工作，城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米，平均相对湿度７０是农业部划 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３？？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定的全国优质草果最佳适生区。全县 建立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项目储备
县】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森林覆盖率分别 库，落实贷款１０３亿元。支持８户企
｜地位，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 达到８２４？４７３先后荣获＂甘 业在甘肃省股权交易中心＂推介版＂

４１８ Ｉ市（州））县（市、区）概况

１２９项，完成投资３９．８亿元；实施棚户

区改造１２６６户，建成商品房１２．３万平
｜方米。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８个、＂万

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证书

｜ｋｅ２． ａ从仰程的ｅ产ｎ合的产ｗｅ
ｈ如产认ｄ故产队自晶海上性日ｋ个保电理ｋ宴公

地理Ｍ－？？ａ： Ａ平
｜ ｅｎｓ人全ｓ．Ａｔｅ临ｗ
产ａ《产增睡：ｉ１１４２增 １ｗｔ６１ｗ
ｔａｓｓ４ｙｉａｗｋａ从Ｈｅ
是越证书雏专：ＡＧＥ４ｍ

村整洁村＂３０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四季度末实现１４６６９７５万元，同比

增长６．２？？全年实现外贸出口创汇
｜４８９万元；电商交易６４．８万单７３９９５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０２？？？织输转 甘肃

劳动力５２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１０亿 年鉴
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２０１９］
｜２２５３０．３元，比上年增加８．２农村居 ＧＡＮＳＵ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２９４．１元，比上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衣堂农村加

｜增加９１？？新增城镇就业３０４９人，城

２０１８年７月３日，＂灵台革呆＂获衣产品地理棒志公记证书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
【灵台县持续抓好＂四好农村
路＂建设］２０１８年，灵台县大力推进

高等级公路建设，灵台至华亭高速公

｜ １４８５１５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２．７８？？？ 路Ｓｓ２８线试验段、省道Ｓ３２０线邵寨至
县大口径财政收人完成２００５９万元， 五举段、Ｓ２０３线水磨至方地口段完成
【区域概况］灵台县地处院东黄 比上年增长３１．１公共财政收入完 ｜征地拆迁和部分路段施工。持续抓好
土高原南缘，介于地处东经１０７＂００－ 成１０４２１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８．７？？ ＂四好农村路＂建设，新灵蒲公路完
｜１０９°Ｓ７，北纬３４５４－３５°１４＇之间。东 公共预算支出完成１８７５亿元，同比 成路基工程，什千公路、独店至崖窑
南与陕西长武、彬县、景游、千阳、 增长１１．７？？全县年末金融机构各项 公路建成通车，实施建制村通畅、
｜陇县接壤，西北与本省崇信、泾川县 存款余额６１４９２７万元，比上年增长 ＂畅返不畅＂整治等工程９０千米，建
瞪邻。全境东西长７８千米，南北宽４０ ｜５．４各项贷款余额４５３０４２万元， 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６５千米。至年
千米，全县总流域面积２０３８平方千 比上年增长５．５？？
末，全县公路线路里程１２７２８千米，
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９镇４乡，总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有 营运汽车７８４辆。
各级各类学校１９０所，在校学生３０４６６
人口２３０６１６人。
（供稿：卫 芸）
境内有一墀（什字募）一山（南 人，有教职工３０６３人。新建校舍９３５０
部山区）两道川（达溪河、黑河川 平方米；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２２崇信县
灵台县

区），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地势西北 个，实有床位１２０张。皇甫谨养老服

高、东南低，海拔在８９０￣１５２０米之 ｜务中心门诊楼、中医综合康复楼建成 【区域概况】崇信县位于平凉市
间：年平均气温１０．１℃；年降水量 ｜主体，县医院内儿科大楼开工建设。 东部，东靠泾川、灵台两县，西与华

５９１．１毫米；年日照总时数２１０２２小
时，全年无霜期１７７天

｜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基本建成，县城殡

仪馆建成投用。皇甫谧中医院院士专

｜ 亭县接壤，北连崆解区，南与陕西省

陇县毗邻。介于北纬３５°１－３５°２５，

家工作站、人才培养培训基地挂牌成 ｜东经１０６＂５０＇－１０７９°１０＇之间。全县总
｜地区生产总值（ＣＤＰ）３０２６１８６７万 立。县体育中心完成主体工程，博物 ｜土地面８５０平方千米．东西宽３５千
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及安全防范系 米，南北长４．５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６．１？？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统、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制播能力项目 县辖４镇２乡，１个县工业集中区管委
９８５２９４万元，增长５．２？？？二产业 ｜建成投用。研发文创产品５件，新增文 会，１个城市社区管委会，全县总人
增加值５３５５３．９７万元，下降２６？？其 化企业１２家，举办各类群众性文体活 口１０．３５万人。
｜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３２６万 动２００多场次。

境内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

元，比上年减少３９．７？？？三产业增 ２０１８年，全县论证储备各类重大 ｜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１０．７℃，
加值１５０５３．３万元，增长１０．４？？人 项目１７８项，概算总投资５９１亿元。争 年降水量 ６２２８毫米，年日照时数
均生产总值达到１６４１０９元，同比增 取到位投资８３亿元，较上年增长 ２０４６６小时。泾河的主要支流汭河、
长５．６９？？全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７４？？实施５００万元以上重大项目 黑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是国家１５个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１９

人康复中心、生态养老服务中心和铜

城敬老院，鱼堡子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投人使用，新建留守儿童之家
｜３２所，完成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１４５户，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全面提

舅

标，全民参保登记率达到９２．３？？
【各项改革】完成国税地税征管
体制改革，机构合并。推进党政机构

｜甘肃
年鉴

ａ
ＧＡＮＳＵ

｜ 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司法体制
改革。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６６项，
｜清理各类证明事项５９项，疏解群众办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事堵点问题７８项。国有林场改革通过
省市验收，农村＂三变＂、农村集体

具换化富植示范因

｜产权制度、供销社、农业水价、投融
重点矿区和１００个重点产煤县之一， ３５．８３建成省市级美丽乡村７个、 资体制等改革稳步推进。完成五举农
煤炭地质储量１８８亿吨。有国家 环境整洁村２２个、美丽庭院示范户

场＂三供一业＂改革移交。落实减税
ＡＡ级旅游景区龙泉寺、省级风景 ５００户。
｜降费政策，为企业减免税费４７０８户次
｜名胜区五龙山、省级森林公园唐鞘山 完成整体搬迁城区一小，建成县 ７２９５万元。巩固扩大＂多证合一、证
等旅游景点。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中附属工程、青少年综合教育基地 照分离＂改革成果，全年新增民营企
武康王庙和被誉为华夏第一槐的关河 和５所农村小学改薄项目：建成木林 业１１０户、个体工商户６６０户，个转
古槐王、奇特罕见的三异柏等古树 中学教学楼主体，新改建校舍１．７万
企３１户，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
名木。
平方米。实施县医院门诊急救医技综 ５３？？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地区 合楼等项日。城乡居民家庭医生签约
（供稿：陈汝泽）
生产总值完成２９．７亿元，同比增长 率达到４４慢病患者家庭医生签约
０８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 服务率达到６５？？建成木林乡体育中 华亭市
７．７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１２．５亿 心、滨河路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

元？？？三产业增加值完成９５亿元； １２个乡村舞台，举办全民运动会等赛
｜【综 述】华亭市地处甘肃省东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１０．７亿元， ｜事活动，拍摄《古道崇信》等文化影 部、关山东麓，位于西安、兰州、银
同比下降０．２？？？定资产投资完成 视作品。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和省级
｜１３．１亿元，同比下降８３？？？会消费 人才培养基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川三大城市的几何中心地带，北至平
品零售总额完成９．３亿元，同比增长 ５９０７万元。城镇新增就业１９７２人，城 凉５５千米，西往兰州３９５千米，南到
｜５．８？？？共财政收入完成３．１６亿元，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１？？申报科技 威阳国际机场２００千米，距西安３０８
千米、银川４９０千米。宝中铁路、省
同比增长７．８？？？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专利８０件。建成县老年养护院、残疾

收人分别完成３２８６元和７９６２元，同
｜比增长８．７？９．３？？

【社会发展】新改建肉牛养殖小
区９个，建成优质饲草基地２．２万亩；
新植果树经济林２．３万亩，实施汭越
公司４００亩高标准矮化密植苹果示范
｜园开工建设；新建日光温室７００亩、
蔬菜大棚２６００亩，种植蔬菜７．３万
亩。２０１８年，全县减贫２１９３人，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１４２？个深度贫困村

脱贫退出。全县造林绿化６万亩，建
成绿色通道２５８千米，治理水土流失
１７５平方千米，森林覆盖率达到
４２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案信县东庄院地合作智能化现代衣业示范园

道３０４线、２０３线贯穿境内。全市总面

积１２００．７３平方千米，其中耕地４１．３０
万亩。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撤县设市，全市辖

７镇３乡１个省级工业园区１个城市社
区管委会，常住人口１９．７９万人，其
中城镇人口１１５４万人。有回族、满

族、蒙古族等１４个少数民族。
境内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１
川兼有，海拔１２２６米￣２７４８米。属温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带湿润性气候，年平均气温８９℃，降

雨量５９６．９毫米。境内有汭河、开

ＧＡＮＳＵ

河、黑河等河流，年均总径流量１．６５

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０８２亿立方

李市安口镇朱家坡蛛色庭交产业基

｜米。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盛 ４９５亿元，下降５．１？？？二产业完成
载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４．１５亿
产核桃、大黄、独活。主要矿藏有煤 ｜增加值２７２６亿元，下降４？？？三产 元，增长２９．２？？
炭、陶士、用泥、石灰石、石英砂 业完成增加值１７４８亿元，增长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有

等，其中煤炭资源地质储量２０．７亿 ｜３．７？？全市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 各类卫生机构２１６个，开设病床１４３２

电，是全国百强产煤县之一，也是甘 １８．９３亿元，同口径增长１３．２？？？方张，卫生系统共有从业人员１５０８人。
肃省煤电化运一体化综合产业开发的 公共财政收人７．３７亿元，同口径增长 有各类学校１７６所，在校学生３６５Ｓ７
核心区。境内现存古人类遗址、古墓 ４．５？？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１８６１ ｜人，共有教职工３８５人。九年义务教

并群、石窟石雕、古城遗址和古动物 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８．２？？年末全市 有巩固率９１．０４学前三年人园率
｜化石点１０６处，馆藏珍贵文物近１０００

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１２３６亿
元，增长６１？？？项贷款余额７０９５
花台、３Ａ级景区双凤山公园、莲花湖 ｜亿元，增长１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件。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莲

９２３？？全市有艺术表演团体６０个，文
｜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各

１个；有广播电视台１座，广播调频转

公园和米家沟生态园；有海龙洞、药 值完成２３．９８亿元，同比下降４６？？ ｜播发射机５部，电视发射机４部。县图

王洞、仙姑山、五台山、建沟石佛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６５１亿元，同比 ｜书馆藏书总量３０．５万册，博物馆有藏品
群、石拱寺等景点（区）。
下降２５５？？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１０４０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藏品一级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实行 售总额２４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６？？？ １６件、二级２４件。有线电视用户２４５６５
地区生产总值４９．８亿元，比上年下 化产业增加值达到２．３９亿元，同比增 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８．９电视
降１２？？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长３０？？全年游客总量突破２３４７万 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５６？？年末全市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２３７２．３０元，增
长７９？？？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８９７３．８０元，增长８．３？？
｜【华亭撤县设市］２０１８年８月，
经报请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华亭

县，设立县级华亭市。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８
日，华亭市成立大会在华亭影剧院举
｜行，约１０００人参加会议。会上宣读了

《民政部关于同意甘肃省撇销华亭县设
立县级华亭市的批复》《甘肃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华亭撒县设市

｜有关问题的决定》。华亭撤县设市，结

＂诗画美山．够螃西华＂华奉市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束了华亭１４１３年的置县历史，成为国
家重启撤县设市后全省首个获批城
市，跻身为全国３７５个县级市之一。
（供稿：华亭市地方志办公室）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 ４２１

庄浪县

【区域概况］庄浪地处甘肃东

＊，介于北纬３５°０３＇７２３＂￣３５°２８

甘肃
年鉴
ｐ０

７２６，东经１０５＂４６７１ｓ－１０６２３７４５

之间。东邻华亭县，南与张家川回族

｜自治县、秦安县毗连，西接静宁县，
｜北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泾源县

错壤。东西长５６３７千米，南北宽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４６．６千米，全县总面积１５５３．１４平方
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５个镇３个
｜乡５个城市社区管委会，全县户籍总
人口４５３７６７人，其中农村人口
３５０５８７人。
境内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冬穷
半年，夏炎短暂，秋早春迟，光能丰
富，降水偏少。南北差异较大，垂直
差异显著，随海拔升高气温递减。受
地势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随海拔高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浪县据建成总投费达２００万元的知意大娇通车
２４．５？？？定资产投资６６．７７亿元，同收入达到 ２７３８０．７元，同比增长
比增长１８．２６？？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 ８５？？？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成２．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３？？？会 ６７４４５元，同比增长８Ｏ５？？？县城
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２１．９３亿元，同 ｜镇新增就业３６９１人，招聘考录安置高
比增长６９？？？县游客接待量８５万 校毕业生５２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３亿元。 ３．２？？全年劳务输转１１０９５万人，实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申 现劳务收人２１．６亿元。
｜报专利４９件。全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

２０１８年，全县退出贫困村１７个，

降低而降水逐渐减少。属大陆性季风 ３１９所，有教职工６６２人，在校学生 ５０９１户２３３万贫困人口达到脱贫标
气候区，年平均气温８４℃；年总降水 ７３２５人。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占地面 准，贫困发生率由１４８８？？降到
｜量６２５６毫米；年总日照时数１８７２．５ 积总计为２０４．９万平方米。完成社区 ｜９．３２？？庄浪县荣获２０１８年全国脱贫
小时。

卫生服务中心的改造装修和整体搬 攻坚组织创新奖。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施 ｜迁，开建县医院异地扩建项目，建成
（供稿：庄浪县地方志办公室）
重点项目１５０个，完成投资５８．２亿 ｜疾控中心综合业务楼、云崖避暑养生
元。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４９．１８亿 园养老服务中心和县中医院住院部综
元，同比增长４２？？？年实现全部工 合楼及门急诊医技综合楼的主体工
业增加值０．５１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程，４个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全面
【区域概况】静宁县地处甘肃省

下降１３．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建成投用。
１９８２ 万元，按可比价计算，下降

年末，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东部、平凉市西部，介于东经１０５°２０＇

￣１０６＂０５＇，北纬３５°Ｏ１＇－３５＂４６＇之间。

县境南北长８１千米，东西宽６８８千
米，全县总面积２１９３９平方千米。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７个镇７个乡１个

Ａａ疏ｙｕｒｍ—

｜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户籍总户数

交

１３．５９万户，总人口４８４１万人，常住
人口４２６７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０．０３
万人
境内地势高昂，由西北向东南倾
斜，海拔１３４０米－２２４５米。属北半球

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早气候区，四季分
｜明，降雨偏少，光照充裕，气候
温和。

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０日，庄浪县２０１８＂生态梯田－大美关山＂旅游推介会在西安隆重单行
４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生产总值６０．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亿元，增长１３．４７？？？般公共预算支 ｜城》年度魅力旅游文创产品＂。全年 京、上海、深圳、天津、成都、西
出完成２５１．６９亿元，增长７．４？？年 全市接待游客１０８８万人次，实现旅游 安、兰州、银川、哈尔滨、敦煌１０个

国内重要的大都市、省会城市和商
贸、旅游城市通过空中通道还通。
医保参保率达到９８为４０．５８万名 【＂引黄入庆＂工程正式通水］
困难群众发放低保、医疗救助等各类 １１月９日，庆城县引黄入庆工程通水
救助资金８．０７亿元。公立医疗机构全 仪式在芡子沟水库坝顶举行，这标志
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 着庆城人正式用上黄河水。庆城县引
式＂结报，贫困群众合规医疗费用报 黄入庆工程，是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续

｜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综合收入人５５．２亿元。

额１０３３．６亿元，增加７８２３亿元，同
比增长７．５７？？？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６９２７０亿元，增加１６．０６亿元，同比增

甘肃 长２３２？？
年鉴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ｌ

开工建设农村公路１４５千米，实施各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全市基本

２０１ｇ｜ 类饮水工程９１７７处，治理供电瓶颈自 销比例达到８５？？
ＧＡＮＳＵ 然村１５５个。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住宅４２６套，实施贫困户危房改造

建甘肃专项工程的延伸工程，利用扬

｜［教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有各级 黄续建工程富余水量，从环县张南湾
各类学校１６３所，在校学生４３４７６３ ｜水库铺设输水管道至庆城县交子沟调

９４０９户。新建贫困村专业合作社６９５ 人，教职工３６８４人。落实各类教育 蓄水库，经净化水厂处理后，并人城
个，实现贫困村全覆盖。＂３１＋＂产 资助资金８．５８亿元，实施１１９１个＂改 区供配水管网。该工程主要由输水管
业扶贫模式带动贫困户３．６７万户，当 薄＂单体项目，建成８１所学校＂温暖 道、净化水厂、教子川农村饮水、纸
年分红６５２４万元。１７５个贫困村退 工程＂。普通高考二本以上进线率 房沟水源和芡子沟水库工程五部分组
出，８．７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上年 ３５１提高２个百分点。
成，设计引水规模为０４４立方米每

的９３？？降到５．５？？西峰区、正宁
县正式退出贫困县。
｜ 引进建办龙头企业３０户，草畜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庆阳市获 ｜秒，工程年引水总量５９７．０３万立方
２０１８年度十佳魅力城市＂称号，庆 米，工程可解决庆城县城区及周边

阳香包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度魅力旅游文 １２．７３万人的饮水问题。

供稿：庆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翠果、中药材产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创产品＂。药王洞养生小镇晋升为４Ａ
在第三方平台注册活跃电商网店１１５０ 级景区，山城堡战役纪念同和黑老锅
家，线上销售增长４０？？
景区晋升为３Ａ级景区，１７个村列入 西峰区
【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开采 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三年建设日录。
天然气１．０７亿立方米。并网风电６５万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
【区域概况］西峰区地处甘肃省

千瓦，光电８万千瓦。规模以上工业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东部、泾河上游，位于董志源腹地，
增加值下降２２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２９６４６元，增长７．９？？？村居民人均 介于北纬３５＂２５＇５５＂￣３５＂５１１＂、东经
２１９？？天津天士力、广州立达尔、 可支配收入８８６２元，增长９２？？城 １０７°２７４２＂～１０７＂５２＇４８＂之间。北靠庆
陕西盘龙、福建圣农、正大集团、大 ｜镇新增就业３９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城县，南接宁县，西与镇原县毗邻，
连万达、今日阳光、深圳五方等一批 率２７？？培训贫困劳动力３．３万人， 东与合水县相望，属陕、甘、宁三省
知名企业落户庆阳市。
输转４０９万人，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 区金三角地带、南北长约４７．７千米，
【项目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市实施 ｜５９７９个。
｜东西宽约３４８千米，全区总面积９９
５００万元以上重大项目５６２个，其中 城乡低保特因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５７．５万亩。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１３２个。银西高 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得到提 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５镇２乡３个街道办
铁、甜水高速、打庆高速、海绵城 高，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事处，总人口３９．２万人．人口自然增
市、扬黄工程、华为云计算大数据中 改革稳步推进，养老保险续保率达到 ｜长率８５３？？
｜ 心等重大项目顺利实施。全年新签约 ｜９７．３？？
项目７９个，落地开工６７个，开工率 ｜ 【庆阳机场新开通４条航线】

８４．８？？

【商贸】２０１８年，全市外贸进出
口总额预计完成１．８亿元，同比增长
７电商交易额完成３６４亿元，同比
增长３３．８％；
【搬游］２０１８年，庆阳市荣获

＂２０１８年度《魅力中国城》十佳魅力

｜城市＂。庆阳香包荣获＂《魅力中国

４２４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属黄土高原沟壑区，海拔１４２１

米，以董志、彭原两镇为中心的董志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５口、２７日，庆阳市接连 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
开通由天津航空公司执飞的天津一庆 保存最完整的黄上尊面。２０１８年气候
阳—兰州、东海航空公司执飞的深圳 主要特征是：降水偏多，气温正常，
一庆阳一兰州、瑞丽航空公司执飞的 ｜日照正常略少。年平均气温１０１℃，
成都一庆阳一哈尔滨、天津航空公司 与历年同期相比均正常。年降水量
执飞的西安一庆阳一敦煌４条航线。 ７１．４冬米，与历年同期相比偏多。年
至此，全市航线数量达到６条，连通 日照时数２２９小时，与历年同期相比
城市由５个达到１０个，使庆阳与北 正常略偏少。境内资源富集，是长庆

客３５８．７４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 的生态绿地，也是海绵城市建设的一
面积８００平方千米，地质储量４亿吨 １４．９２亿元。
｜ 个示范性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４．７
以上，天然气储量２４３．６亿立方米，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辖区拥 亿元，占地２９５５亩，东至歧黄大道．

｜油田的主产区，已探明西峰油田含油

｜煤炭三级储量８６亿吨。有国家Ａ

有卫生机构３５１个，实有医疗病床 南至董陈西路，西至庆化大道南延伸

｜级景区黑老锅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 ｜４２８２张，卫生技术人员４０１７人。实施 段，北至纬一路，于２０１６年开工建

｜护单位北石窟寺、南佐遗址等人文自 ｜ 西峰区人民医院内科综合校、区疾控 设，主要建设滨水休闲、儿童活动、

中心综合监测楼、区妇计中心综合业 农乐体验、体育健身、林下休闲、生 甘肃
务楼、陈户卫生院综合业务楼、温泉 态漫步等８个功能区域，栽植大型乔
地区生产总值２３１．４亿元，按可比价 卫生院住院楼等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项 木４６个品种、１５０００多株，灌木４３个 年鉴

然最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现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３．２？？其中：第

目５项。全区共有各类学校２５９所， ｜种类、３００余万株，铺植草坪１１００多

｜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６．２亿元，增长 中等职业学校９所，中学２６所，特殊 亩，绿化面积超过８０？？？建人工湖

６９？？？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０８亿 ｜教育学校１所，普通小学１０１所，幼 及水系３２亩，配建蓄水池、生态停车
元，同比下降２４？？？三产业实现增 儿园１２２所。各类学校共有教职工 位、植草沟等海绵元素８００多处；建
加值１０４亿元，增长７．８？？全年大 ８９５３人，在校学生１０５５４人。有体育 皮体育运动场地８７个，木栈道３０００
口径财政收人完成１８．９亿元，同比增 ｜场地５５０个，有专业剧团２个、文化 多米，自行车环道４千米，安装体育
长１６．１？？财政支出累计完成２７．７亿 （（艺术）馆２个、博物馆２个，有图书 健身器械１０００多件，完成农宅改造４６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元，同比增长０２？？全年完成农林牧 馆２个、画院１个，有文化站１０个、 户、９００多平方米。城市海绵运动绿
渔业总产值１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农村文化室１００个。２０１８年，农村居 ｜地将与雨洪集蓄保娜生态工程构建起
８８？？全区２８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 民人均可支配牧入９９７６元，，比上年增 ｜城市与工业园区间的天然隔离带，在
成总产值２３．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加８１５３元，同比增长８９人均生 水土保持、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生
１１实现增加值９６５亿元，比上年 活消费支出１４２４元，比上年增加 态防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下降１５．９？？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５０２．１元，同比增长４６？？城镇居民 ｜【北京大道北延伸段建成通车】

完成４８．２亿元，同比下降２８．５？？其 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０９７３３元，比上年 北京大道（东环路）是贯穿城区东部
中５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２１个，完成投 ｜增加２８２３．４元，同比增长１０人均 的重要过境通道，北延伸段于２０１６年
资１５．８亿元，同比下降５１？？全年完 清费支出１７６０．２元，比上年增加 ５月开工建设，南起安定东路，北至
古象东路，全长１９３２米，分两个标段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９亿元，比上 １５９１．２元，同比增长９．９％
年增长８．２？？全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
【城南海绵运动绿地建成开放】 进行。一标段为火巷沟高填方工程，

项存款余额４０７．１亿元，同比增长 位于南部石化工业园和新城南区结合 主要对阻断道路通行、长度为５１３
１２．４？？各项贷款余额３１０３亿元，同 部，与雨洪集蓄保原生态工程融为一 ｜米、宽６０米的火巷沟进行填筑，回填
比下降２．６？？全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 体，是集树林水系、休闲运动为一体 土方量３０９万方（包括道路西侧
＂Ｖ＂型沟土方回填），完成路基灰土
层、水泥稳定砂砾层及临时路面施
工。第二标段为安定路至火巷沟南沟
边，火巷沟北沟边至古象路工程，新
｜建道路按城市主干道标准设计，长

１４１９米，宽度６０米，双向八车道。道
叫Ｉｇｐ准－
荣

路全段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口实行临时通

车，高填方段地下管线及路面工程在

｜沉降期满后实施建设。道路建成后，
城区交通大循环将全面打通，主城区

交通拥堵压力得到极大缓解，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显著提高。

（供稿：郭维华）
｜西峰区城南海绵运动绿地林下体闲区

市（州）县（市、区）概况｜４２５

１６个，签约资金５７２３亿元，完成投 ２９－１０８３３＇、北纬３６＂０７－３６＂Ｓ１Ｉ之
资２６４２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间。东北与陕西省志丹县接壤，东南
【区域概况】正宁县位于庆阳市 ２３．３３亿元，下降２０１？？？年社会消 ｜与本市合水、庆城县相连，西与环县

正宁县

｜东南部，东、西、南三面分别与陕内 费品零售总额实现１９１９６５．３万元，增 毗邻，北与陕西定边、吴起县接界。
省的黄陵、长武、彬州市、旬邑相 长８６？？完成出口创汇２３５９万元， 东西宽２７－８４千米，南北长３７￣１１０

｜邻，北接甘肃省宁具，全县总面积 下降５８６６？？？年旅游收入３６亿 ｜千米，总土地面积３７９１平方千米。总

甘肃 １３０９６平方千米，其中林地面积

元，增长２９％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年鉴 ５６０８５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
８镇２乡，总人口２４４９１３人（城镇人 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４３所。全年申请专

人口１３５５万人．有汉、蒙、回、藏

等１３个少数民族。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ｐ０ 口７４１５３人，乡村人口１７０７６０人）， 利７个，新建农业科技示范点２个。 １５个乡镇、１１１个行政村，６４６个村民
小组，常住人口１３４１万人。
ＧＡＮＳＵ 人口自然增长率３６６？？
｜全县有文化产业法人单位７２家，从业 属就东黄土高原残原丘陵沟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境内地形南北略窄，东西较长 人员４７１８人，资产总额完成３１８亿 区。西北至东南部为桥山山款，子午
略呈三角形。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元；新建笼式足球场２处；完成永和 ｜岭纵贯县东，西北至西南为横岭山
自东北向西南逐渐降低。东部为子午 镇安兴村、罗沟圈村、五顷源西头 脉。地势北高南低，南北高差６７１．６
岭山丘林区，中酉部为平原沟谷宜农 ｜村、东城社区一村一场体育设施建设 ｜米。为半湿润、半干早气候过渡区，
区。境内被支党河、嘉峪河、四郎河 和罗川社区、西城社区、天润新城广 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河流
｜分割为四条源、三道川，，平均海拔 场农民健身工程；全县共有医疗卫生 以子午岭为界分为泾河、洛河两大水
１３１８米。２０１８年均气温８．７℃，降水 ｜机构１６个，床位７３１张，在职职工 ｜系，主要河流有６条。境东的子午岭
｜林区原始次森林面积达１５０多万亩，
量６１６．７毫米，年均日照时间２４４７４ ５８１人。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新增就业３５２９
木材蓄积量达到２４７万立方米。石油
小时，蒸发量１５００毫米，无霜期１５８

天左右。境内矿藏有煤炭、石油、黏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４５？？全年 资源探明地下储油面达２００多平方千
土、砂石等。其中宁正煤田地质储量 输转劳务５．３２３万人，创劳务收入 米，储量８６亿吨，是长庆油田在陇
｜１８亿吨、罗川煤田地质储量１６亿吨。 １３．７８１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东的主产区。煤炭资源初步探明煤矿
｜核桃峪８００万吨矿井是目前甘肃省在 人２８１５６．６１元，增长７．８？？？村居民 面积约２３６４平方千米，储量达８０亿
建的单井生产能力最大的矿井。境内 人均可支配收人９６６９．７１元，增长 吨，开发前景十分广阔。白瓜子、黄
花菜、黑木耳、小杂粮等土特产驰名
布设石油探井１１口，生产原油１．１８．８？？
（供稿：王立明） 陇上，被称为＂白瓜子＂之乡、＂小
万吨。
杂粮＂之乡。沙棘原浆口服液、白瓜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地区
子等走出国内，销往美国、东南亚
生产总值２８．１１亿元，按可比价格计华池县
等地。
算，增长７．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５２８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８７亿 【区域赢况】华池县位于甘肃省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９．９６亿元，分 东部，庆阳市北部，地处东经１０７° 总值完成８５，０２亿元，增长Ｓ？？？模
别增长５．２？？７２？？８１？？？年平均
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１５２５５元；全县工业增加值１７１７７万
元，增长１．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１３７８万元，下降８．７？？？县大
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２８１７万元，增长
３７．３１？？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１８３２１８万元，增长１４？？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２１４２１万元，增长１６？？？末

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７０６９亿
｜元，比年初增加３．３５亿元，增长

４９７？？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２８．３０

亿元，比年初增加０．８４亿元，增长
３０６？？？施各类招商引资合同项目

４２６｜市（州）县（市、区）概况

华池县林镇乡中药村种植示范基地

错，沟壑纵横，地势由东北向西北方 ｜个；新增文化企业机构数５个，文化
向倾斜，平均海拔１２９８．７米。２０１８年 企业达到６０户，从业人员达３５０
平均气温１００℃．总日照时数２３１３．１ 人；年末全县共有各类学校１７３所，
小时，无霜日２６３天。全年平均总径 在校学生２７６８７人，有教职工２１５１
流量３．６７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４４２ 人；全县拥有卫生机构１３５个，卫生
亿立方米。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丰 技术人员７４人，卫生床位数８０３张。
富，已探明石油储量２７亿吨，石油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甘肃

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２３２２－３万元，增

长３．５？？？定资产投资完成９．７亿
｜元，下降３６．８？？？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完成１４２３亿元，增长８．１？？？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２９９４５元，
｜增长８？？？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完成８６８３元，增长１１．１？？？政大、

小口径收人分别完成４．３２亿元和２．６８
亿元，增长１８２？１５．５？？

产能突破１２０万吨。煤炭总储量７１．３ 配收入２８８１０．７元，同比增长８８？？
亿吨、煤层气贮量２１５０亿立方米，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７１７．５ ｜年鉴

均可采煤厚度６４６米，分布稳定，构 元，同比增长９０９？？新增城镇就业 ２Ｏ
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２８个，卫生专业造简单，煤质优良，开发潜力巨大。 ２７０３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１？？全年 ｜ＧＡＮＳＵ
｜ 技术人员６９７人，编制床位６９３张； 境内已发现的仰韶、齐家文化遗址及 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４．２万人，创劳
务收入１１．１９亿元。
有各级各类学校１４９所，在校学生 ｜文物点有６５４处。
（供稿：魏巍）
２３２０６人；有专业文化表演团体２２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个，乡镇文化站１５个，广播电视机构 总值５３．５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宁县
１个，调频转播台１座，卫星地面接收 值５２４亿元，增长４２？？？二产业增
｜站１座；图书藏量４万册，文物２００９ 加值３４８７亿元，增长３．７？？？三产
件。完成２１所学校改薄任务，县中医 业增加值１３．３９亿元，下降０６？？？ 【区域概况】宁县地处甘肃省东

院整体搬迁项目基本完成，疾控中 业实现增加值３４８３亿元，同比增长 部、庆阳市南部，介于北纬３５°１５＇至
心、妇幼保健业务用房建成主体工． ３．７？？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 ３５°５２＇，东经１０７＂４１＇至１０８＂３４＇之
程。完成各类技能培训３４１５人次，城 产值３１１亿元，同比下降２８３？？？ 间，东以子午岭和陕西省黄陵县相
镇新增就业２４０８人，登记失业率控制 现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５亿元，下降 接，西隔泾河、蒲河与甘肃省平凉市
在４？？内。
２７？？？口径财政收入２４４亿元，增 泾川县相望，南壤甘肃省正宁县、陕
｜【资源开发】全年审批井场２１８

长１１４５？？？政支出１６６亿元，下降 西省长武县，北靠甘肃省合水县、西

个，新打油水井６０６口，实现产能 ３０５？？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６３．２ 峰区。县域东西长８０千米，南北宽６５
１１５．６万吨，原油产量达到２６０万电。 亿元，增长２４４？？？项贷款余额 千米，全县面积２６５３．２平方千米，
争取金控集团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 ３４８亿元，下降１．６９？？全年共接待 其中耕地９６２８万亩。２０１８年末，辖
４亿元，加大中小微企业金融扶持力 旅游游客６３．２万人（次），实现旅游１４镇４乡，总人口５６１４４６人，其中乡
度，累计为５０户企业发放贷款９４１０ 收入３．６亿元。
村人口５２５６５６人。
万元，为６０多个合作社发放贷款６０００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培
地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川原交
多万元。全年新建、改扩建各类企业 ｜育先进农技协１个，科普教育基地１ ｜错，沟壑纵横，地势东北高西南低，
２０户。推进南梁大景区体制改革，改 个，科普。站２个，农技协示范点１ 海拔８６０至１７６０米。属温带半湿润气
造、维修红色旅游景点３处。

（供稽：盖彩风 王明明）

合水县
【区域概况】合水县位于甘肃省
东部，东邻陕西富县，西连庆城县，
｜南接宁县，北靠华池县及陕西志丹

县，全县国土总面积２９４１．７９平方千
米，其中耕地面积３５．４１万亩，林地
３４６．２１万亩，森林覆盖率７０．７４？？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７乡５镇，总人口
１７８８万人，城镇化率３６．９５？？
境内属黄士高原沟壑区，川嫁交

字器克旁沃种春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 ４２７

候，气候具大陆性高原气候特点。宁县县城新区幼儿园、长庆桥小学教２６
２６９９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６０４？？
｜２０１８年，日照２３１５．７小时，比常年平 学楼、和盛园区小学教学实验楼工 境内属陇东黄土高原中部地带，
均少３６．２小时；降水总量６８４．３毫 程，宁县一中体育场改造结束。有县 呈残颗沟壑与丘陵沟壑地貌类型，海
米，比常年平均多１４３．７毫米；平均 直医疗卫生单位９个，乡镇中心卫生 拔１０１１－１６２３米。全年平均气温
气温１０．２摄氏度，比常年平均高０９ 院２３所，医护人员８７３名，病床 ｜９．９℃，年降水量６０８６毫米，无霜期

摄氏度；无霜期１７６天。境内有泾

１６３８张。

河、蒲河、马莲河、九龙河和城北河

｜为５－９月，全年日照总时数２４０９
【石油天然气开发】２０１８年，全 小时。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香包、刺绣、剪纸、石雕等民俗文化
产品享誉陇上。

天然气井场５个、探井７口。
５４？？？二产业增加值完成３９０８亿
劳动保障监察］受理投诉农５ 元，下降１２？？？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甘肃

县加快石油、天然气开发步伐，建成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石油产建井场１５个、探井２口，３口 生产总值６９０１亿元，下降０８？？第
平唐塔、湘乐宋塔等历史文化遗址， 井恢复生产，原油产量１３．２万吨；建 一产业增加值完成８０８亿元，增长

年鉴 等９条河流。土壤以黑炉土、黄绵土
为主，境内有古幽国、义渠古国、政

Ｐ０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工欠薪举报案件８６起，宁县劳务局向 ２１．８６亿元，下降１７？？？年实现工

总值５７０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０８？？ 公安机关移送恶意欠薪案件２起，为 业增加值３７９亿元，建筑业实现增加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１．７１亿元，比上 ２７０名农民工追讨工资４６０万元。宁县 值４４６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２．３？？？

年增长６６？？？二产业增加值９．５３亿 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 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８０２亿元，增长
元，比上年下降１４．９？？？三产业增加 ９２集体合同签订率８６受理劳 ２６７？？？年共接待游客２１２万人次，
值３５．７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５？？三个 动人事争议案件１０起，举报投诉案件 同比增长２５４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产业结构比为２０５３：１６．７１：６２７４． 结案率１００？？对用工单位收缴农民 ８．９１亿．同比增长３２．９９？？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３３．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工工资保证金１２９１万元。
（供稿：左瑞英）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３４８８亿元，下降
０．１？？？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９７２４
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６？？全口径财政
１２８？？？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收人３．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９？？？ 庆城县
３７．７２亿元，增长７．７？？？镇居民人
共财政预算收入１．７９亿元，比上年增
｜ 均可支配收人完成２９７３０．３７元，增长
长８７？？？共财政预算支出３０５亿
【区域概况】庆城县位于甘肃省 ｜９．９？？？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完成
元，比上年增长７．１４？？社会消费品 ｜东部，马莲河中上游，介于东经１０７＂ ８５９４８８元，增长９．４？？？年新增城
零售总额３８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６＇３２＂￣１０８＂５＇４９＂，北纬３５°４２＇２９＂－ 镇就业人员５９８１人，年末城镇登记失
７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６＂１７２２＂之间。东邻合水，西濒蒲河 业率２．４２？？
２９４５３元，比上年增长７．９？？？村居 与镇原县相望，南和西峰区眦邻，北 年末，全县通车公路总里程（含
民人均纯收人８８００元，比上年增长 与环县、华池接壤。东西长约７０千 ｜村道）达１３１０．９９８千米；全县共有文
１０．２？？
米，南北宽约５６千米，全县总土地面 化馆总馆１个，分馆１０个，群众书画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 积２６９２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交流培训服务中心一处。年末挖掘非
增加就业６０００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辖９镇６乡２个办事处，常住人口 遗项日达到４５项，传承人达到１２０
２．７５？？劳务输转１２６万人，创劳务
收入２９２７亿元。全县新注册文化旅
游企业６户。全县有乡镇综合文化站
１８个、农家书屋２５７个、＂乡村舞台＂
２５７个、村文化活动室２５７个，文体广
｜场１８４个、村文化大院８个，民间文

艺演出团体１６１个。增加市场主体
１８９０户，扶持发展小微企业２００户。
建成美丽乡村５个，农业科技扶贫基
地３个。储备科技项目１５项，申报科

｜技计划项目９个，立项２项。申报国

家专利９２件，６３件专利获得授权。实
｜施＂全面改薄＂项目６５个，开工建设

４２８｜市（州）县（市、区）概况

庆成县歧黄中医文化博物馆

人。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文化产业法人单位８？？？
位８？？？政大口径收人３．３４亿元，增长 北部，介于北结３６０１＇Ｏ６￣３７°０９

１０＂、东经１０６°２１＇４０－１０７＂４＇４０之
间。东临陕西省定边县和甘肃省华泡池
县，南接庆城县、镇原县，西连宁夏
国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原州区和
海原县、同心县，北靠宁夏回族自治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县共实 均在控制目标以内。
区盐池县。南北最大距离１２７千米， 甘肃
施招商引资项目４５个，到位资金 【社会发展】县乡公立医疗机料 东西最大距离１２４千米，全县总面积

１２５家，从业人员三万多人，资产总
１５２？？？般公共预算收入２．１３亿

额５．７２亿元；全县共有卫生计生单位元，增长１４１？？？镇居民人均可支
３３个，有卫计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２人， 配收人２８６２１元，增长８？？？村居民
共设病床８４８张。全县共有社会福利 人均可支配收人８５１９元，增长９？？
机构１个，床位１５２张。
安全生产、节能减排和环境质量指标

４１．９３亿元，占市上下 达任务的 全部实现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 ９３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０

５２．４１其中县本级实施项目１８个， ｜费＂和＂一站式＂结报，基本医保５１ 个镇１０个乡１个旅游开发办公室，总

年鉴

２０Ｅ

｜到位资金３５．９亿元，占全年任务６０亿

种重大疾病覆盖城乡居民和城镇职 人口（公安户籍人口）３６３２万人，常 ＧＡＮＳＵ

镇原县

老院、县城教灾物资储备库等项目全 大陆性气候过渡区，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
面建成。农村＂三变＂改革顺利推 ９．７℃，日照２５２８．１小时，无霜期１７６
进、清理核实集体资产３５亿元，基 天，降水量６５１．１毫米，蒸发量１３２２４

元的５９８３？？？马工业集中区实施项 ｜工。全县新增市场主体２４００户，协调 住人口３１２８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目２个，到位资金２７亿元，占全年任 发放特色产业工程贷款４６亿元。改 ５．４５城镇化率２９．５１％
务１０亿元的２７？？？川工业集中区实 造农村薄弱学校３４所，实施边远地区 全境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
施项目５个，到位资金３３３亿元，占 中小学校温暖工程４７所，公共体育场 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１１３６￣２０８９
｜全年任务１０亿元的３３．３？？
和镇原中学、平泉中学餐饮楼、孟坝 米。主要河流为环江，水质苦戚，不
（供稿：姜冰） ｜中心幼儿园等项目全面建成。屯字敬 宜饮用和灌溉。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和

【区域概况】镇原县地处甘肃省 木本完成上地确权颁证和粮食功能区域 毫米。
｜东部，庆阳市西南部，介于北纬３５° 划定工作，累计流转土地４０万亩。全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２７＇－３６°１６＇、东经１０６＂４４＇～１０７°３６＇ ｜年新增城镇就业６４１７人，城镇登记失 ｜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３．８４亿元，按可比价

业率控制在３．２？？全年培训贫困劳动 格计算，同比增长３．５？？按常住人口
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南界平凉市泾 力１．３万人，输转劳动力１０６万人． 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２万元。
之间。东临庆城县、西峰区，西接宁

川县、崆峒区，北靠环县。南北长 建办扶贫车间５个，开发乡村公益性 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２．９５亿元，同比增
９１．２４千米，东西宽７８．３千米，全县土 岗位２４９０个。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３２ 长７．３？？？二产业增加值５８．４６亿
地总面积３００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 ｜个贫困村退出、２４５９名贫困人口稳 ｜元，同比增长７．３？？其中完成工业增

加值５６８９５７万元，同比下降１．１？？
积１６９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０镇 定脱贫，贫困面下降至９．１５？？
９乡，总人口５３．１５万人，其中农业人 【生态建设】深入实施＂再造－ 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２．４８亿元，同比增
个子午岭＂、固沟保颗等重点工程， 长４０？？？三产业增加值３２４３亿
口４９．３８万人。
境内属黄土高原沟壑区，地势西 完成造林绿化１５万亩，整修梯田１８ 元，同比增长７３？？？成社会消费品
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１４５６米。属北 万亩，治理流域面积８２平方千米。方 ｜零售总额１７８８亿元，增长６７？？？
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均气温１０．３℃， 山、开边、股家城等乡镇和金龙工业 口径财政收人完成６．６１亿元，增长
年均降水量４５０－５８０毫米，全年无霜

集中区、北石窟驿景区等１１个污水处

｜９．４？？？商引资到位资金２８亿元。完

｜期１４０－１８４天，年总日照２２４９．７－ ｜理站建成投用，巴家咀库区移民搬迁 成非公经济增加值２２亿元。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２４３７２小时，农作物生长期日照 和耕地退出工作有序推进。开展城镇
１８００－２０００小时。干早少雨是镇原最 乡村、公路沿线、农村面源等＂十大 各级各类学校２８所，有在校学生
基本的气候特征，同时还伴有暴雨、 环境卫生治理行动＂，建成标准化垃 ５９２６２人，有公办教师总数４４７３人；
冰雹、大风、寒潮、霜冻等多种灾害 ｜圾填埋场３个、暂存点３１６处，配置 有医疗卫生单位２９个，有卫生技术人
垃圾分类收集设施２８０３个。
员１１５４人，医疗机构设病床９２０张。
｜性天气。
（供稿：卢字布） 全县实施Ｄ级危房改造５４８２户，新建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生产总值５９亿元，增长５６？？？模
环县
｜以上工业增加值２．８亿元，增长３％；

固定资产投资２１亿元，增长４．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３亿元，增长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５３个。新建高标

准湖羊养殖合作社３０个，调引优质湖
羊１万只，建成曲子西沟等３个湖羊
【区域概况】环县位于庆阳市西 茶殖示范村。棚户区改造签订征迁协
市（州）县（市、区）概况｜４２９

议１０户，新建安置房９５６套１０４５ 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９占地区生产 长１３？？？蛋产量９８２８吨，增长

万平方米。完成技能培训６０２３人，带 总值的比重为２３．１９？？全年完成大口 ６．３？？？奶产量８３５吨，增长９．６？？

署
｜甘肃

年鉴
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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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输转劳务５．４６万人，创收１２亿元。 径财政收人４８．６４亿元，增收２１３亿 年末全市农村贫困人口２３．９５万
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３亿元，，增 元，比上年增长４６？？完成一般公共 ｜人，比上年末减少１２．５８万人；农村
｜长２６带动就业６８００多人。２０１８ 预算收入２４０６亿元，增收１．２４亿 贫困发生率９．１２比上年下降４．７９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元，增长５．５？？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个百分点。

２９２９６３元，增长７．７农村居民人 ２５０９４亿元，比上年增支３２４６亿元， ｜【工业和建筑业】全年实现工业
｜增加值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１？？
均可支配收人 ８４６３，７１元，增长 增长１４．９？？
９．８？？当年实现脱贫４７３３户２０３４３
｜人，贫困面由２５．９？？降到１９．７？？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种植各类农作物７６５４９万亩，比上年 ２８．１１亿元，增长４４？？？模以下工

（供稿：安晶） ｜增加１１．６２万亩，增长１５？？其中粮 业实现增加值１４．４４亿元，增长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食作物５８．１８万亩，增长１．７？？？济 ０．３４？？

｜作物１７２９万亩，与上年基本持平， 全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３５．５２亿
粮经比７７：２３。粮食作物中夏粮 元，比上年增长２．８？？具有资质等级
【区域概况］定西市位于甘肃省 １６１．３４万亩，秋粮４２１．８４万亩，夏秋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０５
中部，介于北纬３４°２６＇￣３５３５＇，东经 比２８：７２。全年粮食总产量１４１万 个，比上年末增加１５个。
１０３°５２＇￣１０５°１３＇之间。东接天水市， ｜吨，比上年增加１０９万吨，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实施５００
定西市

西靠兰州市，北邻白银市，南连陇南 ８４？？其中夏粮２８２９万吨，秋粮 万元以上项目８０７个，完成投资增长

｜市，并与甘南州、临夏州接壤，全市 １１２７１万吨。马铃薯、中药材、蔬菜 １５１其中项目投资增长１７．３房

总面积１．９６万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 ｜特色优势产业种植面积分别达到２４８．３ 地产开发投资增长８４？？全年实施扶

积８１．２４万公顷。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
市常住人口２８２１７万人。有回族、藏
族、满族等３０个少数民族。
地势西高东低，海拔１４２０米￣

万亩、１１０９７万亩、３２２万亩．分别 贫类项日９８个，比上年增加１２个，
比上年增长５．６？？６？？７．８？？三大 完成投资 １６．２３亿元，增长２６．８？？

特色优势产业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
面积的比重为５１？？年末大牲畜存
３９４１米。属温带半湿润和中温带半干 栏３９．０１万头，比上年增长６６％，
旱区。年平均气温Ｓ．７℃￣７．７℃，年降 猪、牛、羊、家愈存栏分别为４５８８

【商贸流通】全年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１３１．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按经营地统计，城镇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７２亿元，增长

水量４０毫米￣６００毫米，无霜期１４２ 万头、３１．５３万头、１０１．８ 万只和 ８？？？村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天，主要河流有渭河、洮河。有＂中 ３２７５９万只，出栏分别为５２万头、 １９３３亿元，增长７８？？按消费类型
国马铃著之乡＂＂千年药乡＂之称。 ７．８２万头、６４３３万只和２６７．４万只。 统计，实现商品零售额１１４４亿元，
市内各类文物遗址２３９处，其中国家 ｜全年肉类总产量５．９６万吨，比上年增 增长８．１？？？现餐饮收入额１９６１亿

｜级文物保护单位２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４１处。境内有以马家富文化、寺

注文化、辛店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为

代表的史前文化遭址。主要旅游景点
｜ 有贵清山、逃阳山、霸陵析、通渭温
泉等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５６．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３？？第一
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６５．６亿元、
７８．５１亿元、２１２．１５亿元，比上年分别

增长５．７？？３？？７．９？？一二三产业
结构比为１８４∶２２：５９．６。三次产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８．４？？

１０．７？？７０９？？按常住人口计算，人
｜ 均生产总值１２６５元，比上年增长

５．７？？全市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８２６
４３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定西＊中药材种植产业

｜元，增长７．６？？批发、零售业实现商 已决赔款７９９８．５８万元

品销售额１５７４亿元、２０２．４９亿元，比

长９．２？？？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科技教育文化】全年科学技术 ｜３０８比上年降低１９个百分点。农

｜上年分别增长１０．３？？１２３？？？宿、 支出９６３７万元。荣获省科学技术奖６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４９２元，比上
餐饮业实现营业额６．１４亿元、２１６６亿 项；登记市级科技成果４０项；认定登 年增长９．３？？？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元，比上年分别增长１１？？１１３？？ ｜记技术服务合同１２３份，交易额５４７ 支出８３１２元，增长１１３？？？村居民
【招商引资】全年完成进出口总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０３？？专利申请 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６比上年降低

值１５１８４万元，比上年下降１８０５？？ ８１６件，比上年下降７专利授权 ０．７个百分点。
其中，完成出口７６６２万元，下降 ｜３２７件，增长２９？？？末全市共有各 年末全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甘肃
３１．５？？？成进口７５２万元，增长 ｜级各类学校２０２３所，在校（册）学生 参保人数１０９３万人，比上年增长 年鉴
２．５？？全年实施招商引资项目２５４ ４６８９万人，共有教职工３６６１２人。学 １．９？？？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 ２０１９］
项，到位资金２６０６５亿元，比上年下 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９６．５九年义 数１０．８５万人，增长２．７？？失业保险 ＧＡＮＳＵ

降２５．６？？其中：新建项目１１３项， 务教育巩固率为９７６９高中阶段毛 参保人数９．１３万人，增长１．９？？失业
到位资金１１０．７６亿元，增长５１．３％； 入学率为９．５？？？末全市共有国有 保险金领取人员６８４人；工伤保险参
续建项目１４１项，到位资金１４９８９亿 转企改制演艺企业６个，文化馆８ 保人数９９２万人，增长２．６支付工
｜元，下降４５９？？
个，公共图书馆８个，博物馆８个。 伤保险金２０２８万元；生育保险参保人
【交通邮电】全年交通运输、仓 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１９个，农家书屋 数１１．０８万人，增长１４？？城乡居民
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９３４亿元，比 ｜１８１６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 ｜养老保险实际参保１６１９万人，增长
上年增长４．７？？公路客运量２１１９．６７ 终端接收站点１７６６个。建成乡村舞台 １．９５领取养老保险待遇４１．７３万
｜人。全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万人，比上年培长３．７？？公路货运量 １８１６个。全市有广播电视台８个。
４８３６２万吨，培长１１．１？？客运线路 ｜【医疗卫生与体育】年末全市 ｜人数１６．２７万人，增长０８？？城乡居
｜５８０条，公交线路４３条，公交车辆 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８０１个，医疗卫生机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２５５７２万
｜５００辆，年末共有出租车辆２６０５辆。

｜ 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人１９３亿
元，增长２３？？其中，快递服务业务
收人０８３亿元，增长３８２？？？政寄
递服务业务收入０．１８亿元，增长
１２？？全年电信行业业务收入１３．４５亿
元，比上年下降４９？？年末全市固定
电话用户１１５４万户，比上年增长

构床位１６８１４张，卫生技术人员１２４８

｜ 人，增长２．６？？？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５１３３ 险基金支出总额１６．５９亿元，增长

人，注册护士４５３１人。全年新增公共 １８．５？？？计受益３８４．９４万人次。全

体育场地面积１２万平方米，人均公共 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居民４．６２万

｜体育场地而积达到１．７２平方米，比上 人，共发放城市低保金１．８亿元；享

年增加００６平方米。全年各类体育比 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３４９５万
赛中获得奖牌１３１枚。其中金牌５０ ｜人，共发放农村低保金６４４亿元。全

枚、银牌３６枚、铜牌４５枚。学校施

｜市城乡特困供养人数１．２８万人，发放

２２？？？动电话用户２４３．７９万户，增 ｜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达标率为 特困供养金７２２８万元；发放孤儿基

｜长９？？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９６施标率达１００？？

５９．７５万户，比上年增长５０８？？

｜本生活保障金７５５２５万元，共保障孤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全年全 儿８７９人；发放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市新增城镇就业１９９８９人，城镇登记 ２０９亿元，累计教助医疗对象１０２０５
８１５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２３．７４？？实 失业率３．２９？？全市共输转城乡劳动 万人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４９３４万
现旅游综合收人３８６亿元，增长 力６３８万人，与上年基本持平；实现 元，救助城乡困难群众４．４６万人；落
｜ 【旅游业】全年接待境内外游客

３０．１？？

劳务收人１３２９亿元，增加７８亿元， 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金融保险】年末全市金融机构 增长６２人均劳务收人２０８２４元。 护理补贴５０４９４人，共发放补贴资金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８６０．５６亿元，增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２３？？ ４３．６万元；落实经济困难老人补贴
长９．７？？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 其中，医疗保健上涨８５居住上涨 ９２１７人，共发放补贴资金１１５０５７
｜额７４１．８２亿元，增长２．６？？？年保费

４４？？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２１交 万元。

收入２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其 通和通信上涤１１其他用品及服务 【环境保护】全市有漳县贵清山
中财产险保费收入９６９亿元，增长 上涨０９食品斓酒价格上涨 和岷县双燕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年
７２？？？身险保费收人１３１１亿元， ０６衣着上涨０５教育文化和娱 内全市完成造林封育２４３４６．６７公顷
｜增长３．６？？全年支付各类赂款及给付 乐上涨０２？？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人工造林２１８８０公顷，封山育林
６．５３亿元。其中，财产险赔付５９６亿 配收人２４３０２元，比上年增长７８％； ２４６６．６７公顷）。空气可吸入颗粒物
元，人身险赔付０．５７亿元。涉农保险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７２３７元，增 （ＰＭ１０）年日均值１０ｌｕｇｌ立方米，可
市（州）县（市、区）概况｜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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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肺颗粒物（ＰＭ２５）年日均值４３ｕｇ ｜干旱半干早地区，年平均降水量３８０ 研究中心４１个，申报创建国家级知识
｜立方米，二氧化硫年日均值１７ｕｇ立方 ｜ 毫米左右，慕发量高达１５２６毫米，平 产权优势企业５家、省级创新型企业５
米，二氧化氮年日均值２７ｕｇ立方米； 均日照时数２５００小时，无霜期约１４１ 家。实施西岩新村四期等翊户区改造
区域噪声昼间平均值５５４【ＭＢ 天，年平均气温约６．３℃。连（连云 项目１３个，改造棚户区房屋１３９
（Ａ）〕、区域噪声夜间平均值４４２ 港）霍（霍尔果斯）、青（青岛）兰 套。实施４０５千米县乡道安全生命防
｜（Ｂ（Ａ）〕，交通噪声昼间平均值 （兰州）高速和斐海铁路、兰渝铁 护工程和３座危桥改造，成功创建
６５４〔ａＢ（Ａ）］；交通噪声夜间平均 路、宝兰客运专线穿境而过，是古丝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投资１．２
值６１．６〔Ｂ（Ａ）］。地表水国考省考 ｜绸之路重镇和新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 亿元，新建、改扩建校舍３．４万平方
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县级以上城 地，是＂一带一路＂上和兰（州）白 米。友谊幼儿园创建为省级示范性幼
市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银）都市经济圈、关中一天水经济 儿园，区幼儿园永定分园、南苑幼儿
｜ 【安全生产】全年共发生各类生 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园南山分园建成招生，大城小学、公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实月
｜园路小学、西关小学教学综合楼建成
产经营性安全事故４３起，死亡３６
人，受伤２３人，直接经济损失５９４２ ｜生产总值完成８２．１１亿元、同比增长 ｜使用。市二院住院综合楼投入使用，
万元。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１ 起。 ６９？？？定资产投资６０．１亿元，同比 区妇幼保健站、福台路社区卫生服务
亿元ＣＤＰ生产经营性安全事故死亡率 增长１５．２？？？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 中心业务楼全面建成。新建宁远、高
为０．１；十二类营运车辆道路交通事ｄ 成１０．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４？？？会 峰２所敬老院。新集乡田坪村易地搬
万车死亡率为２．２６。
｜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４２０１亿元，同 迁安置点９户房屋重建全部完成、１７
（供稿：赵军艳）

比增长７８？？？年大口径财政收入和 ｜户维修加固有序实施。城镇新增就业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完成１０５７亿 ４２６４人。荣获第四批＂全国法治县
元和４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３？？ ｜（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称号。易

安定区

６６？？？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扶贫搬迁１１３９９人，２６９０套安置房
【区域概况】安定区位于甘肃省 分别完成２５９９元、７７８元，分别增 完成住房主体工程，５２个集中安置点

中部，是定西市委、市政府所在地， 长８？？９２？？三次产业结构比调整 基础设施全面配套，１．６４万贫因群众

｜达到搬迁人住条件。新建村级光伏电
距省城兰州９８千米，素有＂甘肃咽 为１２６…２９．７５７．７。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区争取
站２０个１５２８兆瓦，带动６５个贫困村
喉、兰州门户＂之称。南北长８２９千
米，东西宽７３．３千米，全区总面积 棚户区改造、薄弱学校改造、医疗机 ｜和２１８３户贫困户稳定增收。建成乡镇
３６３８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２４３万 ｜构建设等政策性项目１３５个，到位资 电子商务服务站１９个、村级电子商务
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１２镇７乡３个 金１８．２５亿元。安定经济开发区园区 服务点１６０个，培育＂安定安好＂区
街道办事处，总人口４７１２万，其中 ｜经济稳定发展，生产总值完成１０５亿 域公共品牌，网上交易额达８９００万
元。招商引资当年到位资金４９３８亿 ｜元。新增生态护林员、卫生保洁员等
农业人口３６２４万。
全境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元。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３家，建成国 村级公益性岗位１９７９个，２１２６名贫困

｜海拔在１７００￣２５８０米之间。属典型的 家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市工程技术 劳动力免费接受务工、创业技能培

训，１０．３万人稳定输转就业，全年创
收人２１．８亿元。

【安定区打造全国马铃薯产业

＂高地＂】２０１８年，安定区围绕打造
全国马铃薯产业＂高地＂的目标定
位，全年生产微型薯５亿粒，外销３．７
亿粒、出口５０００万粒；建立原种扩繁
基地３万亩、一级种扩繁基地３０万
亩，种薯产业产值达１０６３亿元；采

取＂龙头企业＋联合社＋合作社＋农
户＂等模式，建立标准化订单加工原
Ｚｔ公２ｚＮｕ这Ａ

安定区香泉铁万亩高产马铃薯创建示范基地

｜４３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料喜基地３０万亩；生产马铃客优质精
淀粉６万吨、全粉１万吨、主食化产
品１．２万吨，加工转化鲜薯４１．７万

吨；以国家级定西马铃薯批发市场为 ｜西北高，东南低，海拔高度为 岭土、硫铁矿、地热温泉和煤等。
龙头，打造电商创业解化平台和京东 ｜２５２１～１４１０米。属温带半湿润向半 花岗岩仅露地储量在６亿立方米以

特色馆、淘宝特产馆、＂薯宝通＂等 干早过渡区。年平均气温７．５℃，年 上，高岭土开采贮量１８７万吨，硅铁
电商平台，与高校、机关、企业食堂 ｜总降水量４２９．１毫米，年无霜期１６４ ｜矿总储量３００万立方米，地热资源３
超市开展直供直销，外销鲜薯及主食 天，年总日照时间１８９９４小时。主 处。主要旅游景点有温泉、鹿鹿
山、尖岗山、清凉山、榜罗红军长
化产品４０万吨；突出绿色增产技术研 要河流有牛谷河、金牛河、安逸山

讨、美食体验、品牌建设、推介采购
和文化传播，举办＂２０１８中国·定西
马铃薯大会＂，扩大高端主流媒体宣

工业产品产量

工业品名利

｜传推介

【安定区创建全省首个＂草产业
知名品牌示范区＂】２０１８年，安定区
成功创建全省首个＂草产业知名品牌
｜示范区＂。围绕打造＂中国西部草
｜都＂的目标定位，与兰州大学合作成

９ｓ５３０００

模式研究与示范推广，建立种子生产

可支配收入

万亩，发展规模养殖，实施育强牧业
３０００头奶牛养殖及草畜一体化等重点
项日，新建规模养殖场１３家，培育养

殖专业村１５个、规模养殖户２０３２户；
香泉牛羊市场、李家堡禁阳牲畜交易
市场全面运营，伊兰纯５０００吨牛羊肉
暑宰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建成投产。

（供稿：王 聪）

通渭县

年鉴
２０ｓ］
ＧＡＮＳＵ

３ｓ９３００（

１８年通渭县城乡居民人均收支布

指标

额达２亿元；认证优质有机紫花值蓿４

－２０：

１６２７５０００

礼制品
饲料

立西北首个草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与省农科院等院所高校联合开展发展

基地１．６５万亩、优质牧草基地５３．５万
亩；草牧产业园顺利建设，新增牧草
加工能力１０万吨，发送首列＂陇草进
藏＂专列，外销草产品３５万吨，销售

同比％

产量

５３９８５．５
ｓ９ｏ０ｃｏ０

｜千瓦副

甘肃

经管净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生活消费支出

农有

桌镇

总量（无）

２９
２１０８９
下
［Ｌ２

夏

食品姻酒

｜增长（％）

１２

衣着

２７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１２２

交通通信

我育文化娱乐

－２０

２５９＊
２０１

１６１８
４０７

其他用品和服；
河、清溪河、苦水河。矿藏资源

２８９
１６０

（无

２珊

Ｄ顶

［及

题
品

贷

言
园
总

征纪念馆、义岗红军烈士陵园、红

要有花岗岩、硅石矿、汉白玉、高军长征文娱晚会旧址等。

【区域概况】通渭县位于甘肃省

东南部、定西市东部，介于北纬３４９
５５＇￣３５°２９，东经１０４°４７＇－１０５９３８＇
之间。东南、南分别与秦安、甘谷县
｜接壤，西南、西分别与武山、陇西县相

邻，西北、北、东北分别与安定区、会
宁和静宁县毗连。东西长约７８千米，
南北宽约６４千米，全县总面积２９０８．５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２２００公

顷。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４镇４乡，常
住人口４０．９８万人，自然增长率４．７８？？
境内为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势

通渭县全银花种慑产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３

体育竞赛活动１６场次。
遗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体育
生产总值（ＧＤＰ）４２１０８９万元，按可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６．１？？其 配收人２２９４６元，比上年增加１６６０地区生产总值６８７８亿元，同比增长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８３９６万元，增 元，增长７．９？？？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二、三产增加值分别达到

｜长６０？？？二产业增加值５２８９９万 收人６７５５元，比上年增加５５８元，增 １．０７亿元、１４．３４亿元和４３．３７亿元，
｜元，增长０９？？其中全县规模以上工 长９．０？？城镇化率２５．２７？？
分别增长６？？２．６？８５？？？会消

甘肃 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２８．３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３？？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３１７４０
年鉴 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０？？？三产业增
陇西县

Ｐ０

（供稿：王旭明）

加值２８４７９４万元，增长７．１全县

ＧＡＮＳ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２９９元；全年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费品零售总额２９２１亿元，增长
８．４？？？口径财政收入９７５亿元，增
长４．１３？？？般公共预算收人４．９９亿

元、同比增长６．１完成一般公共预

【区城顾况】陇西县位于甘肃省 算支出３７．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２％；

县大口径财政收人３５６１６万元、增长 东南部，定西市中部，总面积２４０８平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１５３．６１
６．３一般公共预算收人完成２００１８ 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６５．９５万亩， 亿元和１７４９２亿元，分别增长１１９％
万元、增长１１．１？？一股公共预算支 农业人口人均占有耕地３．８３亩。２０１８ ｜和１Ｌ６３？？？商引资到位资金３４６亿
出３９６１１８万元，增长２６．１０？？全县 年末，全县辖１２镇５乡，总人口５２５ 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７３２亿元，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不含工商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４３．３万人。

同比增长１２．８？？？现非公经济增加

银行数据）为７９．６８亿元、增长 境内属黄土高原地区，海拔 值３９．７亿元、同比增长８２？？？年实
７．９？？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７９．４２亿 １６１２￣２７６２米。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现文化产业增加值１．１亿元，旅游综
元、下降２．６？？
｜２０１８年主罢农业产品产量
产品名利

产量

｜粮食总产量

３１５７５８０００

比上年增长

｜ ７１４６３００

２０．
３６

｜１７８４４０００｜

Ｉ１２４

１６１１３６０００ ｜

１８５７２０００

５村中：党参 １４３５０００｜

４２１

蔬茉

２３９２００００ ９４

水果

｜１９
３０４６８０００｜

候，２０１８年均气温８．１℃，日照时数 合收人６．６亿元。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申请各
２２１０小时，降雨量４１５毫米，无霜期
｜１６０天。中药种植驰名，被命名为 类专利１６４件，转化应用科研成果１０
＂中国黄芪之乡＂＂国家级中医药原料 项。惠森药业被认定为２０１８年度国家
生产供应保障基地＂＂全国中药材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科技对经济增长
（黄芪、党参）产业知名品牌示范 的贡献率达到４８？？文峰九年制学校
｜区＂，＂陇西白条党参＂＂陇西黄芪＂ 启动建设，２１所贫困村幼儿园、县二
｜被农业部认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保 中综合楼等项目建成投用。第二人民

护产品＂，＂就西黄芪＂地理标志证明 ｜医院整体搬迁顺利启动，全县医疗卫
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 生用房面积增加到８．５万平方米。新
商标。境内有＂陇西堂＂＂李家龙 建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乡村敬老
宫＂李贺南园等多处李氏文化遗址 养老场所４个，老年养护院完成公寓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９９２２万元，
比上年增长７．７？？？年完成５００万元
以上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２６２９万元，同比
增长１８．９？？？路客运周转量４６５９６．５

万人，比上年增长３．６？？公路货运周
转量３７６３９６万吨，增长１０．２１？？？

年实施各类科技项目５项，列入全省
科技发展计划５项；年末全县共有各
级各类学校１４３所，在校学生３８４２２

｜人；年末全县共有文化相关产业机构

１０６个。全年旅游收人４．８５亿元，增
长３０？？？末全县共有卫生医疗机构
（含诊所）４１０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６７２
人，病床１４６５张；全年共举办县以上
｜４３４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乡村旅游示范村一既西县文年镇脊林村

楼基础建设，县殡仪服务中心建成投 ２３０９小时，平均降雨量５００毫米。境达９８
达９８？？上。
用。启动西城片区等棚改项目１４个， 内有漳河、龙川河、榜沙河三条主要 ｜ 年末，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涉及棚改户５００７户、改造而积６３万平 河流。矿产资源丰富，可供工业开采 收人２３４７９元，比上年增加１６９８．６

方米。全县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３７ 矿种２５种，其中岩盐、石灰石、红柱 ｜元，增长７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个，新发展快餐团餐企业７４７家，物 石、大理石、遂铁矿、萤石矿储量 收人７０８２元，比上年增加５９０．７元，
｜流快递业务量达４５６．４万件，电子商务 大。中药材有当归、党参、冬虫夏 ｜增长９．１？？全年完成劳动力输转４．６
销售额达到９７０万元。建成＂就业扶 草、黄（红芪、柴胡、板蓝根等４４０个 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５．７亿元。全县 甘肃
贫车间＂２５个，发展农村电商４家。 ｜品种。境内有贵清山、遮阳山、汪氏｜ 实现１８２９户８０１７人和２０个贫困村脱
年鉴
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０．２８？？
２０１８年，全县安置城镇公益性岗 ｜元墓群等旅游景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供稿：陈方正） ２０ｇ
位人员１５６人，新增城镇就业３２２７
｜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 生产总值２４２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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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全年输转城乡劳动力１３．０６万人

６６？？全县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１亿渭源县

（次），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１．５８万 ｜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

【区域概况】渭源县位于甘肃省
人、带动就业４．６８万人。全县城乡居 ４．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２３７３６元 ２４６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增长 中部，介于北纬３４＂５３＂～３５°２５＂，东
和８２８７元，分别增长７．５？９６％： １．５？？全县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 经１０３＂４＂至１０４２０之间。北靠安定

当年退出贫困村４４个、贫困人口２．０２ ｜３１３９０万元，增长７６６完成一般 区、临洮县，东接陇西县，南连薄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７年的１２４％ 公共预算支出１６１８９２万元，增长 县，西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

｜８７？？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 临潭县、康乐县毗邻，东西长６０千
各项存款余额４２５７１万元，增长－ 米，南北宽５６千米，全县总面积
博览会】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１日－１４日， ３？？？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５６５７９万 ２０６５．５１平方千米，其中耕地８００７万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元，增长２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亩，草地面积８１．２８万亩，林地面积
在陇西县文峰镇举行。此次博览会参 ２３４７５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２？？实 １２９６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４乡
｜会宾客１８００多人、上市企业２６家， 施招商引资项目１４项，到位资金 １２镇，常住人口３３．２７万人，人口自
参展企业６６６家，成功落地开工上市 ２７０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６？？全 然增长率为４．７４？？
下降到７．６？？

［２０１８中国（甘隶）中医药产业

药企项目４个、总投资６９．５亿元，被 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５亿

境内分为南部高寒阴湿区、中部

甘肃省政府评价为继＂兰洽会＂、敦 元，比上年增长８？？全年接待境内 浅山河谷川（题）区、北部黄土梁茆
煌＂文博会＂之后又一张对外宣传的 外游客１４５．８７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沟壑干早区三种类型，平均海拔２９１０
甘肃名片。
５．３？？？现旅游综合牧人４．７亿元， 米。年总降雨量５０７毫米，平均气温
（供稽：陇西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漳 县

｜ 比上年增长２４７？？
６．１℃，日照时间２３４８９小时，无霜期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１５７天。境内渭河流域面积１１７０平方

各级各类学校１８５所，在校学生３６３４１ ｜千米，河流长度４８千米，年径流量

｜人，各级各类学校共有教职Ｔ２５９ ７８１万立方米。盛产当归、党参、红
｜【区域概况］漳县地处甘肃省中 人。三年毛入网率９８９６学龄儿童 芪、黄芪等中药材及秦尤、柴胡、防
南部，东连天水市武山县，西邻甘南 人学率达到１０初中升学率达到 风等野生中药材。境内有首阳山、鸟

９３２３？？高考录取人数达到１５１７人， 鼠山、灞陵桥、战国秦长城遗址等众
县，北与定西市陇西县、渭源县接 本科上线人数３１７人。年末全县共有 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南靠定西市岷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累计
壤，全县总面积２１６４平方千米，其 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１个，博物
中耕地面积为４６．７万亩，林地面积８３ 馆１个，档案馆１个，广播电视台１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１７亿元，同比
目万亩、森林面积３９万亩，天然草场 座，电视发射机５４部，有线电视有效 增长６．０？？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
１３１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０镇３ 用户３５００户，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 成１０．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５．５？？全县
乡，总人口为２１２４８８人，人口自然增 ｜率达９８？？年末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 目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１６４０４０万元；第二
长率９．２８上升０．０７个千分点。 ｜构１９６个，卫生技术人员４６人，医 产业增加值完成３．７３亿元，同比增长

境内属西秦岭和黄土高原过渡地 疗卫生机构床位６０８张。全年各类体 ２７？？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３５３万
｜带，海拔１６４０￣３９４１米。年平均气温 育比赛中获得县级以上奖牌１８枚。全 元，同比增长２５？？实现规模以上Ｔ
７４℃，无霜期１６１天，平均日照时数 县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率 业增加值５４２０万元，增长５．７？？全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５

年实现建筑业增加值２３９２７万元，同 总装机规模达到１４．７６３兆瓦，新增扩 ７４？？各项贷款余额完成１００２６亿
比增长２８？？？三产业增加值完成 ｜容７２个，总装机１４．３２９兆瓦。积被培 元，增长１４．１？？？现固定资产投资

舅

１８．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０？？？常住 育食用菌、花卉林木、蔬菜等新兴富 ２０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８？？？成
人口计算，全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民产业，建成食用菌生产示范园区４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２９．９２亿元；实现
９９３元。全年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 个，新建花林木基地３７４亩，蔬菜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３．７６亿元，比
上年增长８．１？？？现旅游综合收入
２５３６０万元，同比增长０．８？？完成一 种植达到６．４万亩。

甘肃 般公共预算收入１４７７万元，同比增
年鉴 长６１？？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２９６５２９４
蚀机岷县
｜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３？？全县金融机

０

（供稿：王枝正） ４４８亿元。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货运周转量１０９８４９．２万吨千米，增长
１１？？客运周转量１３４１６４４万人千

构人民币存款余额６７２４８５万元，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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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硕况】眠县地处甘肃省定 米，增长４．０２？？完成城市榻户区改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增长６４？？？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
｜４９４８８万元，同比下降５２？？？年始 西市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３＂４１＇～１０４° 造１８９７套，农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
｜游接待人数１０９４万人，总收人４．７ ５９＇、北纬３４０７＇－３４＂４５＇之间。东靠 危房改造项目全面完成年度任务，茶

武山县，北依漳县，南接宕昌县，东 埠镇等１０个农村垃圾处理项目开工建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南与礼县接壤，西南与迭部县相邻， 设。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３１６０户，新

亿元。

｜有各级各类学校３５０所，在校（册） 西北、西南与卓尼、临潭县接壤。东 增注册商标１２５件。电子商务等新兴
学生４７１５８人，有教职工４３３人；有 西长约１２０千米，南北宽约６９千米， ｜业态快速发展，岷县县域网商指数位
文化馆１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６个， 全县总面积３５７８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 居全省第一，并人围全国贫困县农产

公共图书馆１个，博物馆１个，农家 末，全县辖１５个镇３个乡，常住人口 品电商１５强。

书屋２１７个，广播台１座，体育场馆１ ４６２１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１２．１２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个；年末共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３０２ 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为２６．２４？？有 配牧人２３７５４元，同比增长７４？？？

个，卫生技术人员７８１人，有床位 ｜回族、藏族等６个少数民族。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７０７１元，
１５８６张。
｜境内属陇中黄士高原、甘南草原 同比增长９．５？？全县实现当年减贫
２０１８年，全县实施招商引资项目 和陇南山地接壤地带，最高峰海拔 ２．２５万人，退出贫闲村４３个，贫困发

２７项，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３．１５亿 ３７４７米，最低点海拔２０４０米，其余大 生率下降到１１．５２？？
【特色农业开发］国家质检总局
元；累计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部海拔２４００－３０００米之间。属高原性
８．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７．６？？？县全年 ｜大陆气候，气候高寒阴湿，由北向南 启动眠县＂全国当归种植产业知名品
｜完成进出口总值３２６万元，同比增长 从温凉半温润气候向寒冷湿润气候过 牌创建示范区＂建设，国家农业农村
８６．３？？？县共有电子商务交易平台２ 渡，降水量较多，无霜期短，多灾害 部将＂眠归＂列入中国特色农产品优
个，全年实现平台交易额２７００万元。 性天气，年平均气温为７．３°Ｃ，全年 势区，中央电视台将＂岷归＂纳入
｜ 新发展农投公司１７家、农民专业合作 ｜降水最７４３．５毫米。境内有大小河流 ＂广告精准扶贫ＣＴＶ 国家品牌计
社５２３个、引进涉农企业４６家；全县 ２２条。主要旅游景点有＂眠州会议＂ ｜划＂；＂眠县蜂蜜＂地理标志通过农业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２３４３元， 纪念馆、二郎山森林公园、狼渡湿其 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评审，岷县
比上年增长７．６？？？村居民人均可支 草原景区等
荣获＂中国黄芪蜜之乡＂称号。编制
配收人７４５６元，比上年增长９４？？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完成《眠县中药材种植科学施肥技术
２０１８年全县共减少贫困人口５４５８户 ｜生产总值（ＣＧＤＰ）３７．５９亿元，同比增 ｜方案》等制度规定，启动建设道地中
２２５２５人。
长６３？？第一产业增加值８６６亿元， 药材全过程溯源平台，组织专家团队
【渭源县助推新兴产业发展】 ｜同比增长５．７？？？二产业增加值７．７４ 全方位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全
２０１８年，金川区深人推进国家电子商 亿元，同比增长２３？？全年实现工业 县中药材种植４０万亩，特色牧草种植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建设，累计 增加值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８？？ １０方亩，中蜂养殖７．６８万箱。
（供稿：包维忠）
｜建成网店６８３家，网购平台２个，网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１．０９亿元，
销企业５１家，物流配送网点１８８个， 比上年增长４２？？？三产业增加值
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６０２９万元。 ２１．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８３？？？县完 临洮县
｜着力构建以智能光伏、生态农业、乡 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４４０２１万元，同比
｜村旅游、转移就业为一体的全产业键 ｜增长８．３？？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 【区域概况】临洮县位于甘肃省

光伏产业体系，新建光伏电站４９个，

４３６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载９９２１亿元，同比增长中部、定西市西部，全县总面积

２０１８年主要裔产品产量和牲奋存栏数

＿．

系住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指标

段

｜练羊毛产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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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牲畜年末有

天
万天

牛年末存栏
羊年末存栏

第

精年末在１

医
万是

监栏

呜年末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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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产３

￥

量

器

［
题

０

亿千瓦时

万吨
吨
氦肥

ｈ文＿

１８４

１０６９０６５
４５７１６
１２５５０

｜万平方来

１１８０７

体育场地面积１６２００平方米；申报各
｜类科技项目１２项，申报专利１７５项，

受理专利申请１７５件，有效发明专利

售

２０件；年末全县共有国有艺术表演团

邑

３２３个；更新农家书屋２０２个；全县卫 ｜ＧＡＮＳＵ
生机构３４个，实有床位２８２７张，各

区

２０１８年生要工业产品产量
发电量

场地１０６９个，体育馆３个。新增公共

体１个，文化馆１个，美术馆１个，公

共图书馆１个，博物馆１个，档案馆１ 甘肃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８个，农家书屋
３２４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 年鉴
终端接收站点３２３个；建成乡村舞台 ２Ｏ
类医护人员３２９４人，

｜ 至年末，全县恢复重建乡镇基层

供销社１７个，建成村级合作社３２３
家。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４３５９元，比上年增长７．７？？？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８６８元，比上年增
│长９３？？全年减少贫因人口１．７万

５３６均

人，有６１个村实现整体脱贫，贫困发

器

生率下降到５．８？？

盖

（供稿：康小荣）
陇南市

【区域概况］】戴南市地处甘肃省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０８万亩。 业增加值１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６％，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８个乡镇，总人口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东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４°Ｏ０１＇１９＂至１０６°
５５２９万，其中农业人口４９．３４万。有 ７．１６亿元，增长７９？？？县完成大口３５＇２０，北纬３２９３５＇４５＂至３４°３２００之
回族、东乡族等２０个少数民族，
径财政收入７．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间。北与天水市秦州区、麦积区、武
｜ 全县海拔１７３０－３６７０米，２０１８年 ７９？？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６５亿 山县、甘谷县接壤；南抵四川盆地，
平均气温７℃，年降水量３１７－７６０毫 元，增长７？？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 与广元市、青川县、绵阳市平武县和
｜米，无霜期８０－１９０天。洮河流经县内 出３５６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８？？全 ｜阿坝州九暴沟县毗连；西依甘南高原

９个乡镇１１５千米，年过境水量４６亿 县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１２７．７６亿元， 与达部县、舟曲县和定西市的眠县；
立方米，水能资源可开发蕴藏量达３２ 比上年末减少２０５亿元，下降 东接秦巴山地，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
｜万千瓦。已建成和在建水电站２４座， １５８？？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１５７４４ 县、略阳县、勉县和宝鸡市风县为
｜总装机容量达２３万千瓦。境内分布高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１５．３亿元，增长 邻。全市东西长约２３７千米，南北宽

１０．７６？？？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６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８？？？商引资到
位资金１１５１亿元，比上年减少３６２
亿元，下降２３．９３？？？现社会消费品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零售总额２３５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岭土、方解石、萤石等矿产资源。有
ＡＡ级景区５处。马家窑滩砚小镇被列
为全省创建的１８个重点特色小镇
之－

约２３０．５千米，全市土地面积２．７９万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８３０万亩。

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１区８县，全市总
人口２８８．１６万人，常住人口２６３

．４３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６

地区生产总值６８２２亿元，比上年增 ｜８２？？？年旅游收人６５亿元，增长 ２城镇化率为３４．００？？有
长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９．７８ ３０．４？？
回族、藏族、蒙古族等２９个少数
亿元，增长５．５？？？二产业增加值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民族。
２１．４８亿元，增长３．３？？？三产业增 各级各类学校４８７所，在校学生８３５２１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秦
加值３６．９６亿元，增长７．８？？？现工人，有教职工６０８６人：全县共有体育岭和岷山两大山系分别从东西两方伸
市（州）县（市、区）概况｜４３７

人全境，境内形成了高山峻岭与峡

量１３．９４万吨，同比增长４．３４？？？产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１４．８亿元，同

｜谷、盆地相间的复杂地形。全境按 品产量０．１万吨，同比增长０．７８？？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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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比增长７，４？？分销售地看，城镇实现
零售额８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５？？？

照地貌的大体差别和区域切割的程 ｜ 截至年底，全市以核桃、花椒
｜度不同可划分为浅中切割浅山丘陵 油嫩榄为主的特色经济林面积达到 ｜村实现零售额３２３亿元，同比增长
盆地地貌区、中深切割中高山地貌 ｜７４３．５万亩、挂果面积３６０．０４万亩。 ７２？？分行业看，批发业实现零售额

区、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境内有 ｜药材种植新增２２２万亩，同比增长 １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７．７？？？售业实
｜嘉陵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 ０．７其中党参、红芪、当归、大 ｜现零售额８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６．５％；
四大水系，大小河流３７６０条，年径 黄、半夏等道地药材总面积达到 ｜住宿业实现零售额４３亿元，同比增

｜流量２７９亿立方米，水利理论蕴藏 ５６４５万亩。建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 长１３．４？？？饮业实现零售额１４．５亿
｜量 ４２５万千瓦，可开发量２２３万千 地４５．２４万亩。发展无性系良种荼园 元，同比增长１１．１？？
ＧＡＮＳＵ 瓦，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气候在 ０２方亩，茶园总面积达到１７．４万
｜ 据兰州海关统计，２０１８年陇南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横向分布上分北亚热带、暖温带、 亩，茶叶总产量１３８８４吨，产值２．４ 市全年进出口总额为１９２０３万元，同

死

中温带三大类型，是甘肃省唯一属 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７改造低产茶 比增长２１？？其中直接出口总额
于长江水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 园２８万亩，完成茶园综合管理１５ １９２０３万元，同比增长２１无进
口额。
区。境内已探明金属和非金属矿３４ 万亩
［非公经济发展】截至２０１８年
种，矿产地４４５处。有水杉、红豆
２０１８年，全市减贫１３．２７万人
杉等国家保护植物和大熊猫、金丝 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７年底的１３．４？？降 末，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１９７８１户，

猴等２０多种珍稀动物。拥有２个国 到７．８？１３个贫困衬退出，成县、 比去年增长１５．５２新增注册资本
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江国家级自 徽县达到整县脱贫退出标准。
（金）３７．６亿元，增长２３．２３其中
【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然保护区、甘肃裕河国家级自然保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１１０７户，增长
｜护区）、１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文县 工业增加值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１４注册资本（金）３１９９亿
尖山大熊猫自然保护区）、３个国家 ６．３？？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 元，增长３４．３４？？截至年底，全市实

｜森林公园（文县天池、宕昌官熟 ３５４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１？？按轻 ｜有各类市场主体１３８５４２户，比去年同
｜沟、成县鸡峰山）和２个国家湿地 重工业分，轻工业完成增加值９．２１亿 期增长８．６８注册资本（金）

公园（文县黄林沟国家湿地公园、 元，同比增长６．０？？？工业完成增加 １７５９．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０４其
康县梅园河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 值２６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７１？？规模 中，个体工商户１０２３００户，比去年同
主要中药材和油敞榄产地之一。
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９６４？？全市规 期增长４．２８注册资本（金）１１８６
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
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３２？？
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财政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市
３７９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８？？分产业 ｜润总额２１亿元，与上年持平。规模以
｜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７１０３亿 上工业企业亏损额３．１亿元，比上年 实现大口径财政收入５９２亿元，同
｜元，同比增长３．７？？？二产业实现增 增长２３．６％
比增长０．７９？？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房地产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市完 ２６．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９６？？税收收
｜加值７４．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４．７？？？
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３．５９亿元，同比 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１２２亿元、房地产 人４７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２？？般公
增长６８？？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开发项目面积２１２万平方米，竣工面 ｜共预算支出２６２．７９亿元，同比增长
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８．７３： 积１９．４５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 １９．０８？？年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９．６７６１．６０。
｜约４８．７２万平方米。去房地产库存 各项存款余额８９２１４亿元，同比增长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 ９９．５２万平方米，商品房去库存周期由 ８．７？？？户存款余额５９２１０亿元，比
粮食种植面积为３４６．７１万亩，比上年 ２０１７年底的１３．８个月调至９．４个月， 上年增长１０．３？？？市金融机构人民
增长２２８？？？料种植面积４１１万 处在合理区间。
币各项贷款余额６５８．７０亿元，比上年
｜亩，比上年下降１３０２？？？菜种植面
【招商引资】２０１８年，全市共签增长７．２５？？全市保险费收人１３９亿
｜积４９０３万亩，比上年增长１．７４？？全 约招商引资合同项目６５个，签约资金 ｜元，同比增长４９２？？其中财产保险
年粮食总产量８３．３０万吨，比上年增 ９８亿元，实际到位资金７３．６亿元，同 收入５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３４％，
长３４８其中：夏粮３１１万吨，比 比下降５９其中完成省外境外到位 人寿保险收入８．３５亿元，同比增长
上年增长３．８５？？？粮５２１９万吨，比 资金６８．５亿元，同比下降６１合同 １０４？？全年赔款３．３４亿元，其中财
上年增长３６１？？全年肉类总产量 履约率１００？？
产保险２０９亿元，人寿保险１．２５
｜５２１万吨，同比增长３．４１？？？材产

４３８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农村危房与棚户区改造】２０１８
［文化与旅游业】２０１８年末，全 保险，累计支付工伤保险待遇１１６０万
年，全市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１９９８６ 市共有文物局１个、文化馆１０个、书 元，全年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支付稳岗
户，争取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２．９１亿 画院１０个，公共图书馆１０个，有艺 补贴９９万元。全市共建成城乡社区

元；７４１个贫困村住房安全和村庄人 术表演团体５６个，博物馆１８个，３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１０个，农村社

居环境基本达到退出标准；成县、徽 物古迹８１处（县级以上３１９处），其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６４个。全市
县整县实现全域无危房目标。实施棚 ｜ 中国家级６处、省级４３处。广播和电 共保隆城市低保对象１．９５万户４．１万
户区改造项目２４个４２３１套，基本建 ｜视综合覆盖率分别为９４．２３？ 人，月保障标准４８５元，发放资金

成３５１套，完成投资２．９７亿元；发放 ９６．２６数字有线电视用户１５９２３９ ２．２８亿元；保障农村低保对象１０９８万
｜租赁补贴１５２９户２８８万元。

【美丽乡村建设］２０１８年，全市

甘肃

户３６．３５万人。保降城乡特困人员１．７２ 年鉴
２０１８年，全市旅游总人数边 万人，全年发放资金９１０５２万元。共 ２０１９］

户，同比增加４０．９４？？

计划启动建设生态文明新农村２００ １７６０８万人，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为６８９名孤儿（其中：集中供养３１ ＧＡＮＳＵ
个，其中省市县三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９２４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２４．７？ 人，分散供养６５８人）发放孤儿基本
４０个，环境整洁村１６０个。实际建设 ３０６？？其中国内过夜游游客消费 生活费４９０３２万元。共有２３１４０人次

完成生态文明新农村３８１个，其中省 ４８９亿元，一日游游客消费４３．５亿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１个，县级美丽 元，全市过夜游收人和一日游收人分
乡村示范村５６个，环境整洁村３０４ 别比上年增加１３２亿元和８４亿元。
个。新编制村庄规划３５９个。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末，全市４
【交通邮电】截至２０１８年末，
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１８２个，其中县级
市境内有公路１９７５条，通车总里程 以上综合医院３５个、中医院２４个、

１７１３６．６６千米。全市新增通客车建制
村２５６个，已通客车建制村３１２８个、
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９８．５？？全市完
成公路运输客运量３２９８．１４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２０９５１６．６５万人次，完成
货运量２４００．４９万吨，完成货运周转
｜量４７４７４１．８７万吨千米。分别比去年

增长０．２７？？０．３７？１．２？？２．６？？
完成水路运输客运输量２８万人次，
客运周转量３３．６万人千米，同比增长

６？？

｜ 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完成２．０１

享受贫因残疾人生活补贴（人均每年
１２００元），累计发放资金２７７６８万
元。全市各险种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

２９６９９万元、支出２９８４７０万元，累计
结余２２４０１２万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４７３９７人．同比增长３．８３城乡居民

｜疾病防控中心１０个、妇幼保健院 医疗保险２４４７２５２人。
（站）９个、卫生监督机构１０个、采供 【就南市电商发展】截至２０１８年
血机构１个、乡镇卫生院２１６个、计 底，全市开办各类网店１４０２３家，
划生育技术服务站２０４个、社区卫生 市、县、乡三级网货供应平台９４家，
服务机构１０个、村卫生窒３２０１个。 自２０１３年底电子商务发展以来，累计
拥有病床位１０８８２张，共有卫生技术 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 １３０亿元，其中

人员１３６０２人，其中执业医生和执业 ２０１８年线上线下销售额４０３１亿元
助理医师３７４９人、注册护士３５７１ ｜（线上销售额１４３亿元，线下销售额
人、药师（士）４２７人、技师（士） ２５８亿元），电子商务全产业链直接
３９８人，其他５４５７人。
或间接带动就业２２万人次．其中２０１８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年带动贫闲人口４．５万人次。全市已
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建成县级电子商务服务中心９个、乡
２３７８２元，比上年增长７２？？？村居 镇电子商务股务站２０２个和村级电子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０１２元，比上年增 商务服务点１３１８个，全市累计建设物

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２１业务总量完
成１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２２？？其中
快递业务量完成３８１．７３万件，同比增 长９．８？？全市城镇新增就业２０９２５ 流快递企业２９６家，快递网点累计达
长３１．８２？？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９３？？ ｜到１０４５个，全市行政村有线宽带覆盖
｜【教育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市 ｜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为１０１．３，与 率达到９９．７？？２０１８年，双十一线上
学校总数有２４３７所，在校学生数 上年持平。全市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销量２４６１．７２万元，双十二线上销量

４９９６２９人，有教职工３０８９５人。学龄
儿童人学率１００初中入学率
９９？？全市普通高中招生１８２万
人，同比减少０２８？？各类普通高校
在陇南招生１７４３８人。全市共建成体

１００５，比上年下降０．３个百分点；农

１７８６．８３万元。
（供稿：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１０３．０．比上年

下降０６个百分点。全市城镇新增就
业２０９２５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武都区
｜３．９３？？全年共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

｜育场、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等１７个 ６８１３万人，其中有组织输转３５．３９万

【区域概况］武都区地处长江流
场馆。组团参加了甘肃省第十四届运 人，创劳务收人１５０６３亿元，同比增 ｜域嘉陵汇水系白龙江上游，秦巴山系

动会，共获得金牌１７枚、银牌２２ 长６４２？？
｜枚、铜牌１６枚。

｜结合部，素有＂巴蜀咽喉、秦陇锁

年末，全市共７４万人参加工伤 钥＂之称，全区总面积４６８３平方千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３９

米．其中耕地７０．１８万亩，林地和流 百分点。落实＂先诊疗后付费＂、

６２８２３万元，同比增长３．１？？？二产

林地１９０多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区辖 站式＂结算制度，农村贫困患者住院 业实现增加值１９２９９４万元，同比增长
３６个乡镇总人口６０万。
＂看病难＂问题得到解决。全年签约 ｜４．３？？？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０７６８４万
｜ 境内山大沟深、沟壑纵横，海拔 招商引资项目９个，签约资金３８４亿 元，同比增长２．５？？？年完成固定资

甘肃
年鉴

６６７￣３６００米，年降水量４６０毫米左 元。全区有效运营网店１８８７家，实现 产投资２１１５１万元，同比下降
｜右，年均气温１４．６℃，属北亚热带半 线上线下电商销售总额１５２亿元。建 ４７４５？？？成大口径财政收入１２１７４８
湿润气候，素有＂陇上江南＂之称。 ｜成美丽乡村４４个。获全省绿化模范县 ｜万元，同比下降８？？？末全县金融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暴雨、冰雹、泥区称号。
｜石流等自然灾害较多。水力资源潜力

｜年末，全区建成＂扶贫车间＂

死 巨大，境内有白龙江、广坪河、西汉 家，就业贫困人口６６０人，就业人员
ＧＡＮＳＵ 水三大水系，年径流量５３．７亿立方 月增收１５００元以上。全年输转劳务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米，水力理论蕴藏量７０万千瓦，可开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１０８６４０８万元，比
上年增长３０７？？各项贷款余额
６８９１９７万元，比上年增长７．６？？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陇南成县
１３．６万人次，劳务收人２７２亿元。全 机场建成通航，已开通航线６条，运
发量为２０万千瓦。自然资源丰富，油 年退出贫困村１７２个，减少贫困人口 输起降２１２１架次，运送旅客１４．７万人

｜橄榄和花椒种植面积、产量、产值、

品质均居全国首位，栗香毛尖、仁和
｜绿茶和金陇红茶品质高。有水杉、红

２０７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６８？？

次。成县职业教育实训园、南坝小

｜（供稿：武都区地方志办公室） 学、陇南电商产业孵化园二期、妇幼

豆杉和大熊猫、金丝猴等国家级保护成县
动植物。境内有４Ａ级景区万象洞、

保健院搬迁、棚户区改造等项目顺利

推进。新签约锦华玫现生态园等招商
项目５个１２４亿元，到位资金６８亿

水帘洞、朝阳洞、千坝草原、裕河金 【区域概况】成县位于甘肃省南 元。全年整合资金５．５亿元，改造危
丝猴保护区等旅游景点。矿产资源富 ｜部的陇南市，东北与徽县接壤，西与 房１４７９户，易地扶贫搬迁５户。完
集，已探明的金属和非金属矿藏有 ｜西和相邻，南以西汉水为界与康县相 成全县安全饮水工程。全县实现城乡

铁、铜、磷、金、煤炭、石膏等３０ 望，东南与陕西略阳毗邻，全县总面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３４３４．３元、
余种。
积１６７６５４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８４７７．８元，同比分别增长５５？？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区完成 县辖１４镇３乡，总人口２６９８万人， １０．９？０１８年，全县新退出贫困村
生产总值１１７４亿元，同比增长
６．５？？？成固定资产投资４０亿元，同
比下降３８．５？？？成大口径财政收入
１４４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４１８９万
元；全年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２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完成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４５８５亿元，同比增长

常住人口２４６８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８６个，脱贫１３１９１人，贫困发生率下

降到０．３９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稳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北为 定超过国家标准。

１２０２万人，城镇化率为４８．７？？

山地，中部为丘陵，海拔在７５０￣

【成县实施电商示范突破工程】

２３７米之间。属南北过渡性暖温带半 ２０１８年，成县推进商贸服务业发展，
湿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１１９℃，降 实施电商示范突破工程。全年开展电
水量６２０毫米，无霜期２１０天，年日 商培训５４期，新建网货供应中心及线
｜８．２？？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２８８６万 照时数１６２５小时。境内有犀牛江、东 上平台、网货加工生产线１２个。全县
人次，创综合收人１６４亿元，同比增 河、南河、洛河等丰厚的水资源。 年电商销售额６４亿（线上１．８亿
长２０．１？？３０８％，
内已知植物种类１９５８种，动物种类５ ｜元），电商扶贫工作被甘肃卫视《扶
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种：有林地１２９６万亩，可利用草地 贫第一线》报道，其机制创新案例被
２５２２０元，同比增长８？？？现农村居 １３．９６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４８５？？ 国务院扶贫办评为２０１８全国电商精准
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７３１６元，同比增长 特色产业主要有核桃、畜牧、油用牡 扶贫论坛典型案例。在第五属世界互
９．５？？安置高校毕业生３５９人，城镇 丹、蜂蜜、烤烟、中药材等。境内已 联网大会上，成县代表陇南市就电商
新增就业３０２７人，设立农村公益性岗 发现矿产２３种，金属矿藏主要有铅、 扶贫经验模式作了推介交流。
位６３３个，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锌、金、银、铜、铁等，非金属矿藏 【陇南成县机场正式通航】２０１８
３．８？？内。
｜主要有大理石、花岗岩、石英石、冰 年３月２５日上午１１点２０分，从重庆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区建 ｜洲石等。其中，铅锌地质储量约１００ 目飞来的华夏航空ＣＳ２７８３次庞巴迪
成７所学校附属工程、２９所村级幼儿 万金属吨，是国内第二大铅锌矿。
ＣＲ９００客机穿越云层，缓缓降落在陇
园、２所学校教师周转房＂全面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南机场，这标志着承载着２５７万裁南
薄＂项目。高考二本以上上线１４７２ 生产总值Ｓ６３５０１万元，按可比价计 儿女＂飞天梦＂的晚南机场正式通
人，上线率３７６比上年提高２．７个 算，增长３．２？？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航。结束聚南没有航空业的历史。院
４４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南机场位于成县东北方向石家沟村， 的发生地，是甘肃省第一支红军队伍 根据《数据审核与生态环境保护与管
隶属于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 的诞生地。
理评分细则》审核系统７大类２７项指

司，是国家民航＂十二五＂发展规划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标，对２０１８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建设项目和甘肃省省列重点建设项目 ｜生产总值８．３１亿元，增长５６６？？？ ｜态环境质量进行考核，两当县因各项
之一，也是甘肃省建成的第９个机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２．７亿元，增 监测数据均达标，在２０１７年考核奖励
场，项目总投资１３．０８亿元。机场占 ｜长１１．４？？？口径财政收人达到１．０６ ５００万元的基础上，２０１８年再次奖励

地面积约２８１１亩，消防教援等级为６ 亿元，增长１９．９？？？定资产投资完 ３００万元。
级，飞行区等级为４Ｃ，跑道长２８００ 成６１亿元；全县旅游综合收人５５亿
｜米、宽４５米，拥有２条垂直联络滑行 元，同比增长２８？？？镇居民人均可
道，站坪机位６个（５ＣＩＢ），可满足 支配收人达到 ２５８００元，增长 徽县

（供稿：曹建国） 甘肃

波音７３７、空客Ａ３２０及以下机型起 １１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降：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６６３２平方
米，按满足２０２５年旅客春吐量４０万

人次设计。该机场开通重庆一陇南一

到６７００元，增长１２．７？？

【区域概况］徽县地处甘肃省东

年鉴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社会发展】新增绿色食品认证２ 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５°３４＇－１０６°１０＇、
个，＂三品一标＂认证累计达到１４ 北纬３３３２＇￣３４０１【＇之间。东邻两当

兰州、青岛一西安一陇南、海口一陇 个。新发展农村专合组织７８个，１个 县，西连成县，西北与西和县接壤，
南一兰州、北京南苑一戴南４条航线。
（供稿：张弛）

两当县

【区域概况］两当县位于甘肃省

合作社被评为国家级示范社。扶持发 北接天水市麦积区和秦州区，南接陕
｜展市场主体４８７户、新增小微企业４０ 西省略阳县，全县总面积２６９９平方千
户，新增就业人员７３９人，实现非公 米，其中耕地总面积４５０７３．２７公顷，

经济增加值３．５２亿元，同比增长

｜森林１２．６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４６？？

｜级改造和７个村的服务点建设，争取

｜２２５０９８人，自然增长率２２５？？
境内南北为山地，巾部为浅山丘

８？？实施３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升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５个乡镇，总人口

｜东南部，东邻陕西，西连徽县，北靠 ｜到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
｜天水，南通巴蜀，素有＂秦陇之捍 日，电子商务销售额突破１亿元关 陵，海拔７００￣２０００米之间。属暖温

蔽，巴蜀之襟喉＂之称。地理坐标为 口。县级综合福利院及兴化李家山、 带向亚热带过渡性季风气候，平均气

｜东经１０６°１２＇－１０６＂ ３４＇，北纬３３°
３０３￣３４ＰＩ５＇之间，全县总而积１４０８平

站儿巷马庄２处五保家园开工建设。
实施２０个全面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温１２１℃，无霜期１９２天，年降雨量
｜５８６．７ｍｍ，年均日照时数１７７２小时。
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１７６５万亩。 ｜基本办学条件项目，改扩建５个行政 境内大小河流６００多条，属长江流域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５镇９乡，总５．０４ 村幼儿园。８９个村卫生室接通社保金 嘉陵江水系，年径流量１９．８６亿立方
万人。
保网络，县内医院全部纳入定点医疗 米，水能蕴藏量１４．７６万千瓦，可开

境内地势南北高，中部低，呈只

鞍形，平均海拔约１４００米。属长江上
游嘉陵江水系，南北为深山林区，中

｜机构管理。创建扶贫车间１０个，吸纳 发量８．４６万千瓦。有各类野生树种
４３２人就业。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 ２５０多种，百年以上银杏树遍布全县
１．０２万人次，创劳务收入２．１６亿元。９ 境内。有杜仲、染胡、天麻等野生药
月２９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功退 材４００多种；有羚牛、白唇鹿、红腹
出贫困县序列、成为甘肃首批、院南 锦鸡、梅花鹿、大蜿等１０多种国家重

｜部为浅山丘陵区。有金、银、煤炭、
｜陶土、大理石等１０多种矿产资源。森
｜林覆盖率和林木绿化率分别达到７４％ 第一个摘帽退出的贫困县。全县剩余 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已探明矿产有

和８３？？光热资源丰富，适宜发展设 ｜贫困人口１１户４４人，贫因发生率下 铅、锌、铁、金、铜、汞、石灰石、
大理石等４大类２２种。有金徽酒股份
施农业、观光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基 降至０．１２？？

【两当县再获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有限公司、金徽矿业两处ＡＡＡＡ级旅
豆为主，特色产业以核桃、食用菌、 数据达标奖】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森林 ｜游景区。
础较好。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黄

中药材、烤烟、养殖、珍稀苗木繁育 覆盖率由１９２年的４７２增加到
｜为主。境内有两当兵变红色文化园区

７４林木绿化率达到８３居全省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生产总值５１５５亿元，增长５６？？其

和云屏三峡景区２个国家４入级旅游景 第一、全国前列。自２０１４年以来，连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７７亿元，

续五年跻身＂云屏三峡碧玉两当＂百 ｜增长３４？？？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白皮松和张家黑河两个省级白然保护 佳深呼吸小城。２０１８年两当县被生态 １８８６亿元，增长１２６？？？三产业实
区，云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灵官峡

区。两当县是甘肃省工农武装斗争第 ｜环境部命名为第二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现增加值２３９２亿元，，增长２．５？？全
一枪＂两当兵变＂、红军人甘第一站 设示范县，国家生态环境部、财政部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３５．９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１

｜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完成９１２亿元， ｜ 都，西部和北部与礼县接壤，东北部 业１１３户、个体工能户７６３户，完成
｜增长９．７６？？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与天水市秦州区连接，全县面积１８６１ 个体商户转为企业３９户，非公经济增
售总额７．７６亿元，增长７．８？？全年共 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６镇４ 加值占比达到５６８？？建成１８个乡镇

接待旅游旅客１６３．５万人次，实现旅 乡，总人口４４２万人。有回族、蒙古 电商扶贫服务站、１６７个村级电商服
游综合收入８．５３亿元

族、藏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约占总 务点、１９９０多家网上店铺，全年线上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人口的０．０２？？
境内山区面积广，丘陵面积较
甘肃 ｜有各类卫生机构３２家，卫生技术人员
少，山河相间，盆地及河谷平地很
年鉴 ｜６０８人，标准床位１０６２张；有各级各
少，海拔在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米之间。境内
２ ｜类学校２０４所，有在校学生３０９２７
人；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９个，图书 河流为西汉水干流及其支流漾水河、
ＧＡＮＳＵ 馆１所，文化馆１所，农家书屋２１３ 大柳河、洛峪河、朱刘河等，马元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线下实现销售３．１４亿元。完成劳务技

｜能培训１２７万人，输转劳务人员１３２
｜亿人次，增加收牧入１．５６亿元；２０１８

年，全县所有自然村动力电实现全覆

｜盖，退出贫困村７５个，减少贫困人口

５２１６户２２７６人，贫困率下 降到

个。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重点为 ｜河、晒经河为青泥河上游支流，直接 １１．７？？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注人嘉陵江。属温暖带半混润季风气 人６５０元，增长１１２？？？镇居民人

｜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闲残疾 候，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９９℃左右．日照 ｜ 均可支配收人２９１９元，增长８．４？？
人家庭等四类重点对象，以及优抚对 １７６２．１小时，无霜期１７６天，年均降 【西和县评为＂四好公路全国示

象和原国民党抗战老兵家庭及居住在 水量６４４５毫米。矿产资源有铅锌、 范暴＂】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建制村
危房中的其他农户，以拆除重建、加 锑、黄金等。中药材资源丰富，药用 ｜＂畅返不畅＂公路整治３２千米，全县
固维修、政府统建、房屋置换四种方 植物５科１３０种，为＂中国半夏之 ３８４个行政村全面通硬化路，６０？？

｜式对农村危房进行改造。对２１０户的 乡＂。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５处，市级 自然村通硬化路。西和县被交通部、

不安全住房进行加固或维修重建。 文物保护单位２处，县级文物保护单 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授予＂四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 位２１处。有国家ＡＡＡ级景点晚霞 好公路全国示范县＂荣誉称号

｜（供稿：袁智慧）
收入达８５５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湖、仇池山、云华山、八峰崖石窟、
法镜寺石窟等旅游景点。
收人２３４１４元。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礼 县
【赣县实施人居环境风貌改造工
程］２０１８年，徽县筹集资金８００多万 地区生产总值３２６亿元，增长５？？
｜元，对８８个贫困村每村１００万元进行 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２２亿元，
【区域概况】礼县地处甘肃省东
｜人居环境风貌改造。建成虞关乡许坝 增长０．２？？固定资产投资２９．２亿元； 南部、陇南市西北部、长江流域嘉陵
村、大河店镇三泉村等省（市）级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１６亿元，增长 ｜江水系西汉水上游，东邻天水、西
丽乡村７个，江洛镇徐杨村等县级美 ９？？？口径财致收入４．２亿元，一般 ｜和，西接宕昌、岷县，南连武都，北
丽乡村１１个，环境整洁村８４个。依 公共财政预算收人１９６亿元，财政支 与武山、甘谷接壤，全县总面积
托美丽乡村建设和环境整洁村项目建 出３．３亿元；全年完成财政支出３．３ ４２６３．５８平方千米，其巾耕地面积
设、国开行贷款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 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１？？银行存款余 １０２９５万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５镇
理项目、徽县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建设 Ｍ１０２８亿元，贷存款５５．６亿元。
１４乡１１个社区５６８个村，总人口
项目等项目的实施，确保了剩余１７个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新建农村 ５３．９６万人。民族构成以汉族人口为
贫困村＂村容村貌整洁＂指标全部考 ｜幼儿园７３所，实施义务教育＂全面改 主，有回族、藏族、满族、蒙古族、
核验收达标。截至年底，徽县９０个贫 薄＂校舍工程６０个、农村中小学温暖 苗族、葬族６个少数民族。
困村全部达到＂村容村貌整洁＂验收 工程２６个。全面推行分级诊疗制度， ｜ 境内海拔最高３３１２米，最低１０８０
标准。
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完 米，平均海拔１８２５米。全年日照
（供搞：吴 晶） ｜成县博物馆二期成列布展，累计建成 １６７６．７小时，无霜期１７７天，年均气
农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３８３个、农 ｜温１１．０℃。年降水量５８９．３毫米，水资
西和县
｜村文化广场２６５个。西和县被中共甘 源总量６．８７７亿立方米。
肃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省级文明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区域概况］西和县位于甘肃省 县＂；全县新建农业合作社２３６家，筛 生产总值３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５．１％；
｜东南部、陇南市北端，介于东经１０５° ｜选带贫合作社共计４３７家，带贫群众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９８５４万元，同
０３＇－１０５＂３９＇和北纬３３８＇－３４＂１４＇之 １．５２万户。新建扶贫车间４６家
比增长５．３？？？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间。东邻徽县、成县，南连康县、武
４４２｜市（州）县（市、区）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县新登记注册私营企 ３０７７３万元，同比增长５．７？年完成

工业增加值１５０３１万元，同比增长 辖１８镇３乡３５０个行政村，总人口 全县美丽乡村覆盖率达到９０６花
８．２？？？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２０．３４万人，常住人口１７９２万人，人 桥村入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康
县荣登＂２０１８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１３４４〕万元，同比增长９．４？？？三产 口自然增长率４．７２？？

业实现增加值２０３２４１万元，同比增长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峰峦叠嶂

并进入全省县域最具生活环境竞争力

４．９？？固定资产投资１８．９亿元，同比 河流纵横，山势陡峻。牛头山、万家 十强县名录。
｜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建农民专业合作
下降５２０４？？？年大口径财政收入 大梁早东西走向，横通中部，将康县
｜４．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６８？？？般公 ｜划分为三个景观不同的自然地理区。 ｜社４７９个，实现每个贫困村２个以上
｜共预算收人２４８亿元；社会消费品零 最高海拔２４３．８米，最低海拔５００ 合作社全覆盖。新发展扶贫车间１５

售总额１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７．０？？？

甘肃
米。北部为黄土沟和土石山地沟地 家。输转农村劳动力５８５万人（次）， ｜年鉴

年接待游客１６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貌，土壤多为黄士；中部为中切中低 创收１２．６亿元。建成电商应用企业３８
合收入 ８６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山地和土石沟地貌。土壤多为褐土， 家、物流快递企业３４家、乡镇物流配

２５？？２９？？

｜南部为高山深谷地貌的丘陵地形，土 送服务点２２４个、村级电商扶贫服务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推进 壤多为黑沙土。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 ｜点１３８个，全县网店达到１４６３家，实
｜１０所＂全面改薄＂学校、４５所村级幼 过渡区，年平均气温１０．９℃，年平均 现电商销售额３４２亿元。全县实现城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儿园项目及县职专实训楼项目建设，降水量７５７．３毫米，平均日照１６５８小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２２７６４６．７２亿
西城小学建成投用。２０１８年高考二本 时，无霸期２９４天。主要河流有西汉 元，同比增长６２？？？村居民人均可

上线率提高到３０６８比去年提高 水、平洛河、大紧河、窬坪河、燕子 ｜支配收人达到６５８８元，同比增长
１１．１？？当年退出贫困村８５个，减少
４．１６个百分点。县中医院住院综合楼 河、清河、秧田河、阳规河。
项目投入使用．县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贫困人口９３６４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综合大楼项目开工建设，新农合参合 ｜生产总值１６９７亿元，同比增长６．５？？

率达９８．１？？建成贫困地区村级示范 ｜１．８？？？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１．１２
点２９个，２９乡镇文化站基本达标。 亿元，同比增长０９完成固定资产
新建村级电商服务站１４个、互联 ｜投资１２０５亿元，同比下降２９３２％； ｜文县
｜网超市８１个，新发展网店３８６家、微 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２４３亿元，一股

（供稿：陈玉飞）

商５００多人，实现电商销告２．６亿元 公共预算收入１．１８亿元，分别同比下
【区域概况】文县地处甘肃省东
（其中线上交易１１３２６万元）。新设立 降３？１５８？？？般公共预算支出 南麓，介于北纬３２＂３５＇４ｙ￣３３＂２０
私营企业 ４４户，个体工商户１８３１ １６６３亿元，同比下降１２？？？会消 ３６＂、东经１０４＂１６＇１６＂～１０５°２７＇２９＂之
户，分别同比增长１４？？１９？？全年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６７２亿元，同比增 间。东接四川省广元市，西连甘肃省
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２２９亿元，同比 长７．１？？？年实现旅游综合收人 陇南市武都区，南达四川省九寨沟风
增长７．８？？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１１．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
｜景区，北邻陕西省与宁强县隔江相
收人６５２９３元，同比增长９．５？？？镇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望。东西长２１７千米，南北宽１５６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１９２５元，同 教育＂改薄＂项目１３项，新建和改扩 米，全县总面积４９９４平方千米。
｜比增长６．３？？全年完成劳务技能培训 建行政村幼儿园２１所；建成标准化村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２０个乡镇，总人
１．３万人，输转劳务１２１万人，实现劳 级卫生室４０所、医养结合中心示范点 ｜口２４８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务收入２８６亿元。当年减贫２．６万人。 ２个；建成农民健身工程１２个、村级 ５．５６？？有９个少数民族，为白马人
（供稿：吕慧芹） 综合文化广场８０个、乡村戏台４１ 主要居住区。

个、村史馆（家史馆）１８个及５个历史

康县

境内自东向西由亚热带丘陵区向

再现工程，创建文化产业示范点５ 高山峻岭、深山峡谷区展布，形成西

个、注册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公司１６ 高东低的地形。最低海拔５０米，最
｜【区域概况］康县地处甘肃省东 个，各类民营文化产业创收４５３６４３ 高海拔４１８７米。境内白龙江、白水江

南部，介于北纬３２＂５３＂￣３３５９，东

万元；申报科技专利６件、改建城乡

由西至东穿流而过，汇人嘉陵江。属

经１０５°１８＇－１０５＂５８＇之间。东临陕西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１２所、维修 ｜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垂直气候差
省略阳县南接陕西省宁强县西与 改造农村五保家园１５所。创建特色农 异明显，形成亚热带、温带、寒带依
武都区毗连，南隔西汉水同成县相 ｜业产业提质增效示范点１３个。新建乡 次叠加锻嵌的不同气候类型区，为亚
望，全县总面积２９５８４６平方千米， ｜村旅游示范村３个。全县城镇化率达 热带北缘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４．６°
其中耕地面积６５．９３万亩。２０１８年末 ｜到２９３？？新建成美丽乡村９２个， Ｃ，年均降水量４０－１０００毫米，年平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４４３

均日照数１２００￣１８００小时，无霜期 ０１＇至１０４°４８＇，北纬３３＂４６＇至３４°２３ 施教育建设项目２２个，为１１６所中小
｜２５０￣３１０天。已查明的野生植物多达 ｜之间。东与礼县接壤，西与甘南州舟 ｜ 学落实教学设备购置资金２１７６６万
数万种，野生动物达１６６１种，列入国 ｜曲县、迭部县相邻，南与武都区毗 ｜元，高考二本以上上线５４３人，创历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６２种，是大熊 邻，北与定西市岷县相连。南北长９０ 史新高。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猫、金丝猴、羚牛等世界珍稀野生动 千米，东西宽７４千米，全县总面积 站所，开展助力精准脱贫文化惠民演

物的主要分布地区。境内已探明的金
属矿和非金属矿有２０多种１００余处。
甘肃 其中储量大、品位高的有金、铜、硅
年鉴 石、锰、重品石、大理石等。

２０

３３１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 出１５０场次。全面落实群众＂无押
｜１４个乡１１个镇，户籍人口３０９１万 金、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及
人，常住人口２８０６万人，其中城镇 ｜时结报制度。
人口７．２３万人。
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增各类非公经济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 市场主体２２１０户。全年电子商务实现
ＧＡＮＳＵ 生产总值２８．３亿元，增长６．７？？？成 地貌异常复杂，山岳特征显著。地势 线上销售额２６亿元。新建省级美丽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周定资产投资３２亿元，下降２６？？？ 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形由山地、丘 乡村３个、县级美丽乡村２个，建成

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４７４亿元、一般公 ｜陵、河谷三大单元构成，南部多深山 哈达铺玉岗、新城子岳藏甫等乡村旅

｜共预算收人２１８亿元，分别增长 峡谷，北部多黄土梁茆。海拔１１３８米 游示范村１１个，成功创建省级文明
１１６？？３？？？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至４１５４米之间，平均海拔２３００米。 县。全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达到

属大陆温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 ２２８１１．１元，增述８６？？？村居民可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建 光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支配收人 达到６３９６．７元，增速

额８．１亿元．增长９．１？？

改扩建村级幼儿园３２所，建成县一中 ２０１８年年平均气温１００℃，年平均天 １１６？？全年退出贫困村４３个，减少
学生宿命楼、运动场附属和四中改善 霜期１８０天，年平均降水量６３５．５毫 贫困人口４６７３户２０１万人，贫困发生

办学条件项目，对全具５２所义务教育 米，年蒸发量１１８０９毫米。境内中药 率下降至１３．８？？
（供稿：马奋云）
阶段学校进行标准化打造。全县高考 材种类丰富，有当归、大黄、党参、

二本以上上线３０３人，上线率 红芪、丹参、柴胡等６３６种，尤以当
２５６提高１．７个百分点。改建标准 归、党参、红芪、大黄四大药材质优 临夏回族自治州

｜ 化村卫生室３８个，建成县级全民健康 量大。有金钱豹、香獐、鹿、熊、狐
信息平台和县医院重点专科项目重症 等珍稀野生动物。矿产资源种类繁

医学科。新建和提升改造文化广场７３
个，升级改造乡镇文化站１２个。申报
国家发明专利１２件、实用新型专利１１
件、外观包装专利７４件，文县农业科
技园获批为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成
省级美丽乡村２个，生态文明新农村
３１个。

年末，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人达到２２６００元，增长６２？？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６０元，增
长１４？？全县城镇新增就业２３５９人。
输转劳务５９２万人，实现劳务收人１３
亿元。全县退出贫困村８０个，减贫

【区域概况】临夏回族自治州地

多，已探明的矿产有锑、铜、铅、 ｜处甘肃中部西南，北邻兰州市，南靠
锌、金、铁等金属，石灰石、石膏、 甘南藏族自治州，东连定西市，西接

重品石、煤、泥、炭、玛瑙等非金 ｜青海省，全州土地面积８１６９平方千

属。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红色圣地 米，其中耕地２１５．５３万亩，农民人均
哈达铺、国家ＡＡＡ级自然风景区官 耕地１．２２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州辖１市
鹅沟、宕昌古国遗址等人文自然 （县级）７县，常住人口２０５８８万人，
景观。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硅

｜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７４６城镇化率
｜为３６０２比上年提高１５５个百分

地区生产总值２４．７９亿元，增速 点。州内聚居回族、东乡族、保安
３．１？？？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０．１９ 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其中东乡

亿元，增速－５７．８？？？成大口径财政 族、保安族是临夏独有的民族。
收入３．４７亿元，增速－２２６２？？？政 境内分为川蹦、山阴、干早三类

支出达到３５７６亿元，增长５８．８８％； ｜地区，大体各占三分之一。平均海拔
４１５４户１４５６７人，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１７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５３亿元， ｜２０００米，最高处４６３６米，最低处
年１１．４８下降到４．３８？？
增速７２？？？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１．５４ １５６３米。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
（供稿：文县地方志办公室） 亿元，增建－３８．７１？？？约招商引资 ｜气温５６－９７℃，无省期１４５天，年平
宕昌县

｜项目４项，签约资金４２４亿元；全县 均降雨量４８８８毫米。境内有黄河、

共接待游客２６０．３万人次，全年实现 洮河、湟水及其支流大夏河、牛津
旅游综合收人１４．３亿元，同比增长 河、广通河、三岔河、冶木河等３０多

【区域概况】宕昌县地处甘肃省 ２２．４？２４．５６？？
南部， 陇南市西北部，介于东经１０４°

４４４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条。年过境径流量３２４亿立方米，自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实 产水量１２１５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

３３６．１５亿立方米。已经发现的各类矿 年下降０．９？？油料种植面积１９．７万 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５３９？？房

产资源４３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数的 亩，同比增长０．４蔬菜种植面积 地产开发比上年增长６９７？？商品房
｜销售面积２４９１万平方米，下降
２５？？主要金属矿产１７种；能源矿产 １８．５万亩，比上年增长０．４？？
２种；非金属矿产２４种。境内有马家 ｜ 全年完成造林面积２４２６万亩 ｜３０．１７？？？品房销售额１０．７９亿元，
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文化、黄河 比上年下降２４？？新栽植花椒１６５ 下降３１．２９？？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实现社会
三峡、炳灵寺石窟等人文自然景观。 万亩，啤特果４．２８万亩，核桃０８３万

２０１８ 年，全州实现生产总值 亩，育苗２３２万亩。大牲畜年末存栏 消费品零售总额９３８８亿元，比上年 甘肃
２５．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７？？其中 ２８１万头，比上年增长２３．６？？？存 ｜增长８１？？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
第一产业增加值３２．７６亿元，比上年 ｜栏１３２９万只，比上年增长６４？？肉 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７８０１亿 年鉴
｜增长４．７？？？二产业增加值４９．２４亿 类总产量５４万吨，比上年增长０６％ 元，比上年增长８２？？？村实现社会 ２０Ｅ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３？？？三产业增
消费品零售额１５．８７亿元，比上年增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主耍农产品产量
加值１７３．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９？？
长７５？？按行业分，批发业实现零售
额８．５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２零售
｜全州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
平住｜
入 比上年增长 业实现零售额６６４５亿元，比上年增
总值的比重由２０１７年的１６．３？？ 指标
长７．７住宿业实现零售额１．２８亿
｜１８．１？？６５．６？？整为２０１８年的 根食 万成「
１２８？？１９３？？６７９与上年相

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提高２．３个百

分点。全年完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３２．３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６？？其中一般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１５．５２亿元，比上年
下降８．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５２４９

８７
夏单 ｜万成
］ ８

０６
８
方纯 ０６

秋模 园

万为地

４６７

万成｜ ０２

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８？？

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３？？餐饮业实现

零售额１７．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９？？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６５２１万
元，比上年增长８７４？？
【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末，全州金
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５８０．４３亿
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４２？？？融机构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４３００５亿元，比上
年下降１．３？？

２０１８年临夏州居民消费价格
｜比上年涨跌幅度

择标

涨跌（士％）

居民消费价格指教

食品用酒类
粮食

水产品
衣看类
生活用品及服务美

０９
的

５

教育文化和议乐类

居住类
其他用品及服务

年末农田有效灌溉面积８０．６万
全年保费收人１１４４亿元，比上
亩，比上年下降１．５？？？末保证灌溉 年增长８．３８？？其中，财产险保费收
面积６９４万亩，比上年下降１．３？？？ 人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３４？？？
肥施用量（折纯）２．２万吨，比上年下 险保费收人４．９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降４．８？？

２４８？？全年赔付额３．６亿元，比上年

【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州全部 ｜增长６１３？？其中，财产险赔付３．３９

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２６５亿元，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２？？？险赔付

上年增长１５．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０．２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２．０５？？

企业实现增加值１６．５４亿元，同比增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州完成
长２５．７？？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实 客运量３７５０万人次，旅客周转量

｜现增加值２９１亿元，比上年下降 ２５４６００万人千米，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４１？？？工业实现增加值１３．６３亿 ３？７？？？成货运量１９４９．６万吨，

元。比上年增长４１？？全年规模以上 货物周转量２９６８１７．５万吨千米，分别
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５．６亿 比上年增长５？８？？全年完成电信

｜元，比上年增长４４？？？业产销率为 业务总量６０８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初７比上年下降１．３个百分点。
｜１３８．７５？？年末移动固定电话用户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州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州 ２１３．８４万户，其中城市固定电话用户
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５９．７亿元，比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１１０９？？其 ｜９０万户，农村固定电话用户６．２５万

上年增长４．４？？全年粮食播种而积 中第一产业比上年下降９８１？？？二 户。年末移动电话用户１９８．５１万户。
１７６４万亩，比上年下降１．１其中 产业比上年下降４３．５？？？三产业比 各类报刊累计发行量２３３１．５３万份。
夏粮播种面积３４．９万亩，比上年下降

上年下降５０３？？全年在建亿元以上

【文化与旅游］２０１８年末，全州

２秋粮播种面积１４１．６万亩，比上 重大项目７５个，本年完成投资９４３９ 拥有州级文化单位民族歌舞团、博物
市（州）县（市、区）概况ｌ ４５

在甘肃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中，获金牌

２０１８年主要裔产品产量和牲奋存栏数

肉类总产要
填羊毛产量
牛奶产量

年鉴

大牲畜年末存相
牛年末存栏

２０１

羊年末存

３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猪年末存衫
３年末在１

永产品严ｊ

发电量

永泥

讯制３
｜案职

比上年增长（３％）

位

［０６

了
页
３５
现
运

需赏广堂

甘青

绝对数

运

虽

万吨

；泽再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５２９７８元，比

章

设

西

０１８年主要工
要工业产品产
单位
２量

｜化千瓦制

需

｜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４７？？全年累计

劳务输转５０９２万人，比上年增长
１．８２劳务收入８２．亿元，比上年
年末，全州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

人数３４６０８人，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

比上年增长（？？

１０６９０．６５

－７

１４５７１６
１２５０
１１８Ｏ

上年增长４４？？？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６１５７．１元，比上年增长８５？？全年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２．５其中

增长８？？

１３８４

７９８

６７枚、银牌５４枚、铜牌４２枚。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０８３４元，增长７．５？？？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６８１７．１元，增长９９？？城

５６９

９６

３５
［５６

｜２１９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
３５９２３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
｜１９６７４１６人，其中城镇职工１１４９０６人，

城乡居民１８５２５１０人；：全社会低保户数

１１６７６９户，其中农村７５８２户，城镇
３９１８７户；低保人数４１３６９７人，其中农

村２９６６９人，城镇１１４０２８人。
【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２０１８年
｜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影剧 １４所，电大分校１所，中专及职校１１ 末，全州共有环境监测站９个，环境
院各１个；县（市）文化馆８个，公 所，特殊教育学校１所，高职院校１监测人员８１人，境内自然保护区４
共图书馆８个，博物馆（纪念馆）３５ 所。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１０３１９２人， 处，而积达到１１７３．９１平方千米。建
个，文物管理所６个，乡镇综合文化 ｜ 比上年增加７６６５人，其中高中３５５７５ 成姻尘控制区１个，控制面积８８平方
站１２３个，农家书屋１１４９个；建成文 人，减少９９１人，初中６７８１７人，增 千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分中心８ 加８６５６人。小学在校学生数２１３０８４ ９８０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个。全州广播电视转播台ｌ１座，广播 人，比上年增加１４１１９人。中专及职 ８４９４？？全年完成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人口覆盖率９８．８４电视人口覆盖率 校在校学生数４５６９人，比上年减少 ６个，工业污染治理总投资２２４２万元。
９８．９７？？
｜９７５人。全州中专及职校专任教师Ｓ５ ２０１８年，农作物受灾面积４．５万
２０１８年，全州旅游接待总人数 人，中学专任教师８４９３人，小学专任 亩，其中成灾面积３４５万亩。受灾人
２０９８．６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２．３％， 教师１２６２３人。学 龄儿童人学率 口７５８万人次，农村发放救灾款９８３７
旅游总收人９６．３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９６上升０．２８个百分点。
万元。
３７．０３？？
【医疗卫生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州其发
万平方来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全州组

全州共有医疗单位２６２个，其中县级 ｜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２３起，死亡２１

织实施各类科技计划项目６７项，其中 及以上院１５个，乡（镇）卫生院１２９ 人，受伤２３人，直接经济损失３．７３万
国家级、省级３２项，州级３５项。全 个；病床９８４０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元。其中，共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年共取得科技成果３０项，全年申请专 ６１０２人。
２０起，死亡１８人．受伤２２人，直接

共举办各类群体活动６５０余场 经济损失３７１万元：商贸制造业事故
年末，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共有 （次），参加人数达９５万余人（次）。 ３起，死亡３人，受伤１人，直接经济
２０１９所、其中幼儿园７７５所，小学 完成１１个乡镇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 损失００２万元；火灾、农机和水上交
１１２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１９所，初级 目，４个笼式足球场建设项目，２８８个 通领域未发生事故。
｜（供稿：郭春梅 刘世菊）
巾学６３所，完全中学５所，高级中学｜行政村农民体育工程配备器材项目。
利１６４４项。

４４６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临夏市

＂三残＂少年儿童人学率８５２？？全市 ｜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数拉族自治县接

有市属公立医疗机构８家，有民营医
［区域概况】临夏市地处黄河上 院２１家、村卫生所（室］５５所、个体诊
游，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全市总面积 所１７５所。全市每千人拥有医务人员
８８．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市辖４ 数２．２３人，每千人拥有护士数１．４

壤，北隔刘家峡水库与永靖县相望，
县境东西宽５３．１千米，南北长５９８５

千米，全县总面积１２１２４平方千米，

其中耕地面积确权数据５Ｓ７２８４１２
｜镇７街道，总人口４１．４万人（含常 人，每千名农村人口拥有乡村医生０８ 亩。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６个乡９个
住、流动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市属公立医疗机构病床７０张， ｜镇，总人口４０．４万人，人口自然增 甘肃
６．１６？？境内有回族、东乡族、保安 每千人拥有病床数２４张。人口自然 长率６．３２城镇化率２２３？？
境内属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 年鉴
族、撒拉族等１７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增长率６．１６？？
全年投人２９３０万元，实施３６个 地带，多山沟，兼有源、川，地势东 ２０ｇ
族占总人口的５２９？？
｜ 境内平均海拔１９１７米。属内陆中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成扶贫 ｜北低、西南高，海拔１７３５￣４６３６米之 ＧＡＮＳＵ

温带气候，年日照时数２０８５．１小时， 车间２１个，９０４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 间。属温带半湿润区和高寒湿润区的
全年无霜期１６６天以上，年总降水量 就业。年末全市电商实现销售额 ｜过渡带、温带半湿润气候，具有大陆
７８０．９毫米，蒸发量９２６．６毫米。是西 ９０００万元，微商总数达到３０００家。 性、季风性山地气候特点，气候因素

部地区的重要商埠，素有＂茶马互 年末，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随地势高度变化十分明显。年日照时
市＂、西部＂早码头＂和＂河湟雄 ２１２４７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为２０８５．１小时，日照率为４７年
镇＂之称。享有彩陶之乡、牡丹之 １３５５元。新增城镇就业３８６７。全市 平均气温８０℃，无霜期１６６天左右，
乡、花儿之乡等诸多美誉。有东公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２２累计减贫 年降水量７８０９毫米。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馆、八坊十三巷、虫草市场、彩陶 ｜ ２４万人。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临夏市
国民生产总值４０４１０７万元，比上年增
｜馆、榆巴巴拱北、万寿观等文化旅游 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贫因县整体
脱贫。
景点。
｜长６２？？其中第一产业６９６１万元

（供稿：冯丽霞 增长４．４？？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０４７２７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完成
市内生产总值７５．２１亿元；农业增加
｜万元，其中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
｜４８２６９万元，规模以下企业工业总产
值完成１７４８５万元，增长４２？？完成临夏县
畜牧业增加值１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值５６４５８万元；第二产业５４８８４万
【区域概况】临夏县地处甘肃省 元，下降３．５？？？三产业２７９２６２万
｜５．７？？？市完成工业增加值５．５５亿
｜元，同比增长１３．３？？规模以上工业 中部，介于北纬３５１５＇￣３５＂４８＇，东 元，增长９．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７０亿元，同比 经１０２＂４＇￣１０３＂１８＇之间。东与临夏 ９０６ｎ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４３？？全
增长１７．７？？？口径财政收人１２．４５亿 市、和政县和东乡族自治县为邻，南 县大口径财政收人２６４５９万元，比上
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５０１亿元；招 靠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西北与积 年下降７．４３？？财政总支出３６８０３９万

商引资到位资金１４．７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４６３亿元；全年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６３亿元，同比
增长８２？？全年游客人数突破７６５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人３４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６０？？６４？？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市有

各类学校１４３所，义务教育阶段在校

生７０４３３人，职业中学在校生４５７１人

（州属３６８０人、市属８９１人），普通高
｜中在校生１０６５人（州属１０５２４人、
市属１４１人），学前在园幼儿１７０８９

｜人。有教职工２４０６人（其中专任教师

２３９３人）。全市学前三年毛人园率
｜９２７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９９２２高中阶段毛人学率９３．２％，

临夏果路食乡风跟山苟药种桂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７

元，比上年增长２６．１５？？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２７４１４万元，比上年下降

署
甘肃
年鉴

死０

０５５？？全年接待游客６３万人次、同
比增长１５．６４？？？游综合收入３．０２亿
元，同比增长２０．８６％，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各级各类学校３７３所，在校学生６１３６７
人，有教职工３４９人。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９５６九年义务巩固率

９６高中毛入学率７５？？全县共有
ＧＡＮＳＵ 医疗机构３７个，床位１４４２张，卫生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技术人员７０６人、其中乡镇卫生院２９
所，床位６０９张，卫生技术人员３４１

人。新建红台卜家台、析寺大梁、刁
祁杨庄、安家坡中寨、黄泥湾郭吴等

乐县沿太子山旅游队贫文通道

５４＇－３５＂２７之间。东临临洮县、南接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机构３４６个，
５个文化广场。全年开展＂送戏下 渭源县和卓尼县、西连和政县、北靠
有干部职工８９３人，病床７８５张；：有
乡＂演出活动１５０场次。
各级各类学校２４７所，有中小学生
广河县，全县国土总面积１０８３平方千
｜年末，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米，其中耕地３２３１万亩，草场３６．７６ ｜９５６人（含幼儿园学生）；全年共销
收人７１８０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３０％； ｜万前，林地５５３万亩。２０１８年末，
售以云杉为主的各类苗木９９０万株，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６６．８ 全县辖５镇１０乡，总人口２７６６万 综合收入达１亿元；全县种植中药材
元，比上年增长９９８？？共计输转农 人，其中农村人口占９１．８５？？有回 ７．１万亩，实现产值２亿元；全县投入
民工１０．５３万人，其中有组织输转６．４２ 族、东乡族等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
扶贫资金７．５亿元，整合涉农资金
万人，创劳务收入１８．１３亿元，人均 族占总人口的６１．１２？？
３．０５亿元，有１．１６万人脱贫，实现贫
劳务收入１７３００元。全县减贫２１９万 ｜ 境内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 困村退出２８个，贫困发生率降至
人、贫困人口减少到２９２万人、贫困 农牧交汇地带，海拔１８９８米￣３９０８
９０８？０１８ 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
发生率下降到８．４有３９个贫困村
｜米。年均气温７．５℃，年降雨量６２５毫
｜可支配收人２０５６２．９元，同比增长
｜脱贫退出。
７．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保障】全县年末共有优抚 ｜米，无霜期１５４天。林业资源较为丰 ６９６４．６元，同比增长９．５？？
富，有松、柏、杨、柳、桦等２００多
｜对象１３１４人，其中参战参核人员２９２

人。得到致府最低生活保障城镇居民
１３９０４人，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农
村居民５０３５４人。全县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１６７３人，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１５０７人，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人数２３９０人，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３７９０６５人，其中城镇职
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１３７８８人，
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个树种，木材贮量达４３．９万立方米， 【康乐县评为＂省级现代畜牧业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２３６？？有国家 示范县＂】２０１８年，康乐县以建设中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莲花山、胭脂湖等 国西部现代畜牧业示范县为目标，全

景点。

县新发展规模养殖户１２０户，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扩）建规模化肉牛养殖场４个，创
生产总值２３３１９５万元，同比增长 建标准化养殖场７个。全县肉牛饲养
５．２？？？成工业增加值９６８４万元，同 量达１９．５万头，出栏８７万头，羊饲

比下降２．２？？？三产业增加值１６０９７ ｜养量４９３万只，农民人均牧业及其相
万元，同比增长６２？？？定资产投资 关产业纯收入达到１０００元以上。成
１６１０１５万元，同比下降２３９６？？？会 功注册＂康乐牛＂地理商标，成为甘
３６５２７７人。
（供稿：卜明成 刘雪梅） 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２１４９万元，同比增 肃中南部清真牛羊肉生产供应基地，
长７．２？？？口径财政收入１８５６３万 被省农牧厅评为＂省级现代畜牧业示
元，同比下降８．３？？？方财政收入 范县＂。
康乐县
９２６万元，同比下降１８．９？？？县旅
（供稿：马晓春）
游综合收人达６．２４亿元；全年实现电

【区域概况】康乐县位于甘肃省
商销售额８５９万元。
中南部，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介于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有
东经１０３°２４＇～１０３４９＇，北纬３４°
４４８｜市（州）县（市、区）概况

广河县

【区域概况］广河县位于甘肃省
中部西南方，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南
部，介于东经１０９°２３＇－１０３＂５１＇，北
纬３５°２５＇－３５３８，东邻临洮县，西
｜接和政县，南连康乐县，北靠东乡

【粮改饲工作成效显著】２０１８ 户落实１．５万元扶持资金，对已脱贫
｜年，全县大力实施粮改饲工作，完成 户按照享受精准扶贫贷款的情况，分

粮改饲２０万亩。对种植饲草玉米的贫 别落实１万元、６００元扶持资金。全

闲户每亩奖补３５０元，落实粮改饲种 年落实以奖代补资金１．７２亿元，贫困
植补贴５１０万元；对加工青贮饲料的 户利用产业扶持资金已购买牛１３１４９

｜群众在享受农机补贴的基础上，县上 头，其中基础母牛５３２０头、育肥牛

｜对贫困户再补贴５０？？非贫困户补贴 ７８２９头；购买羊６１４２只，其中基础

甘肃

县。东西长４５千米，南北宽１３千 ｜４０共落实农机具补贴３５０万元； 母羊１８２１０只、育肥羊４２９３２只。筹
投资２５０万元，购买青贮袋１５０吨， ｜措资金４６７万元，给贫困户的基础母 年鉴
米，全县总面积５３８平方千米。
境内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均海拔１９５３米。属温带半干旱气候，
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７５℃．最高极端气温
３０．７℃，最低极端气温－２０２℃，年降
雨量７０２．３毫米，平均日照２１３８．５小
时。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６镇３乡，总

免费发放给群众，普及袋装青贮，带 牛购买保险

｜（供稿：罗明生
动７１６户贫困户参与粮改饲。经对比
｜算账，贫困户种植饲草玉米后，平均
每亩地收人约２１００元、比单纯种植籽 永靖县

马彦俊）

２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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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玉米增收６００多元，加上政府奖补

资金，每亩地增收９５０多元。广河县

【区域概况】水靖县位于甘肃省
｜在粮改饲工作方面的成功做法和经验 中部西南，临夏回族自治州北部，介

人口２５９４万人，常住人口２４５６万
人。是一个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 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央视在黄
金时段的新闻联播中用两分钟左右的
高度聚居的县份。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国内 时间进行了专题报道。人民网、新华
生产总值达２５６１１万元，增长 ｜网、光明网、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
５．９？？？中，第一产业完成国内生产 等省内外各大媒体在重要时段和版面
总值３２２０万元，增长４．７第二产 从不同角度多次报道粮改饲工作。
业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３６１４１万元；第 【基础母套示范工程】 按照贫困

于东经１０２０°５３＇至１０３０°３９＇，北纬
３５０°４７＇至３６０°１２＇之间，全县总面积
１８６３．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
１７个乡（镇）１５２个村（居），常住人
口为１８６６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６．８４全县城镇化率５１．２１比上
年增长１．７５个百分点。

户６０００元、非贫困户５０元的标 境内有国家４Ａ级风景名胜区黄
元，增长８．７？？？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准，实施基础母畜产业扶贫项日。全 河三峡、国家地质公国刘家峡恐龙足
三产业完成国内生产总值１５７２６３万

完成１６６１６７万元；大口径财政收入

年全县共投入资金１３８亿元，在４０个 印化石群和炳灵石林景区，炳灵寺石

１７３４７万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贫困村奖补基础母牛１０３４头，其中 ｜窟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９０８６３．４万元，增长９５？？？村居民 贫闲户５９４５头，非贫闲户４３９９头， 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选＂世界
可支配收人６２１２．５元，增长９？？？ 已产犊 ４５０头，代养牛犊４０５０头。 文化遗产名录＂。平均气温为９．９℃，
末存款余额３８．６亿元，贷款余额３８．３ 对２０１８年预脱贫户每户落实２万元产 年极端最高气温为３５．１℃，年级端最

业扶持项目资金，对剩余未脱贫户每 ｜低气温为－１４８℃，出现在７月１７日和
亿元，存贷比９９２２？？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有各类卫生机构１５个，其中县级医院

３所，乡镇卫生院８个，其他医疗机构

１９１个，病床１０５３张，从业人员８８
人，其中女性５４５人。全县共有各级
各类学校２２６所，在校学生５３９８６
人，教职工３１９３人。全县中考７００分

以上考生８人，高考本科上线５６０

人，上线率４４５５二本录取率位居
全州第二。有博物馆１家，民俗馆１
家，奇石馆１家。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７４５６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９９％；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达１９８５０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７．５？？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水庸县太极大矫正式通车（体万言摄）
｜市（州）县（市、区）概况 ｌ４９

１月３１日。年总降水量为４８６．８毫米。

１５家、省级示范农家乐２家。

｜ 年末，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同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和政县
｜收人达到２１６８４元，增长７？？农村居
生产总值３９．７８亿元，同比增长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７１００元，增长
８．５？？？定资产投资１４５８亿元，同 ｜【区域概况】和政县地处甘肃省
比下降２７？？？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临夏回族自治州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３＂ １０？？全年脱贫２１５２户１０８３２人，贫

８．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６？？？共财政 ５＇￣１０９＂３０３、北纬３５０７１￣３５＂３２＇之 闲人口减少到２１０１户９３６０人，贫闲

甘肃 ｜预算收入３３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２％；
年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５３元，
｜同比增长７．６？？？村居民人均可支面

ｐ０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收人６７４９元，同比增长９．７？？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建设
幼儿园１０所，实施温暖工程１４所，
改造薄弱学校１３所，为１０所学校配
套建设教师周转房。加快卫生事业发
展，王台、刘家峡卫生院已建成，县

中医院一期已完工，县医院儿科楼完

间。东与广河、康乐县接壤，南同甘 ｜发生率由１０５４？？降到５．２３下降
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合作市隔太子 ５．３１个百分点，１７个贫困村整村
山相邻，西与临夏县毗连，北与临夏 脱贫。
市、东乡族自治县交界。东西宽３７．５ 【应对暴雨灾害】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
千米，南北长４６千米，全县总面积 日、８月２日，和政县两次遭遇暴雨灾
９６０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９ ｜害。灾害发生后，全具及时调拨救火
帐篷、折叠床、棉被等各类教灾物
镇４乡，常住总人口１９．４９万人。
境内地处黄上高原与青藏高原交 资，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
｜汇地带，地势南高北低，呈山丘起 置。扎实开展灾后恢复重建，统筹整
伏、沟壑纵横、山多川少的地貌特 合各类资金６０万元，维修道路３６
｜征，平均海拔２００米。属北温带大陆 千米，抢修析梁３座、板涵４５处，原

成主体工程：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在县医院挂牌成立分院，成功创建 ｜ 性气候，具有＂春迟秋早、冬长夏 址建房５３７户，搬迁安置２８４户
（供稿：耿 强）
全国健康促进县。县社会福利中心建 ｜短＂的高原气候特点。正常年份年均

｜成投入使用，入任特困人员３７人。全 ｜降雨量４７７．２毫米，主要集中在７、
｜年输转劳务４．９万人（次），组织培训 ８、９月份、年均蒸发量１３４８毫米，人 东乡族自治县
电商双创人才２００人，００多人在厦门 均占有水资源１８５７立方米，无霜期
实现稳定就业。挂牌认定扶贫车间１２ １３３天，年均气温６０℃。２０１８年，年 【区域概况】东乡族自治县位于
个，输转劳务４９万人（次），开发乡 降水量８７０．７毫米。矿产资源主要有 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临夏回族自治州

｜村公益性岗位和扶贫专岗８３人。 金、铜、石灰岩、硅灰石等二十余 ｜东面，介于东经１０３１０＇－４４，北纬
２０１８年，全县脱贫１８９６户、７２７４ 种。有国家级森林公园ＡＡＡ级旅游 ３５９３０２－５６之间。东隔洮河，与定西

｜人，贫闲村退出２２个，贫闲发生率下
降到９．１４下降３９２个百分点
【旅游首位产业提质增效】全力
打造滨河美丽小城，鸿瑞名都广场、
太极大桥、藉源酒店等重点项目投入

景区松鸣岩等旅游景点１０处。

市临洮县毗邻，南与广河、和政两县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生产 相连．西倚大夏河与临夏市、临夏县
总值达到１８８亿元，增长６？？畜牧 为界，北颜黄河与永靖县相望，东西

业增加值达１５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长５１千米，南北宽４７千米，全县总
｜达到１６亿元，增长６？？社会消费 面积１５１０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使用。加快全域旅游发展，太极岛景 品零售总额达到４．５亿元，增长８？？ 辖８个镇１６个乡，总人口３１１３０８人，
｜区配套基础设旒、刘家映国际滑翔营 一般公共预算收人达到０９亿元，增 人口自然增长率８．７９境内居住有
地、炳灵丹覆地质公园保护利用设 长７？？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１０．２７亿 东乡族、回族、撒拉族等９个少数
施、王台镇蒋家铺至炳灵寺旅游公路 元，同比增长９４？？全年接待游客民族。

改建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举办全国 ｜３９０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８ 县境呈方圈形，四面环水，中间
滑翔伞定点联赛、全省青少年科技侧 亿元。
高突，约呈＂凸＂字状，平均海拔
｜新大赛等节会活动，黄河三峡成功入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理 ｜ ２６１０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叠嶂，
围＂丝绸之路十佳旅游景区＂，入选 成１７所全面改薄项目和龙泉小学等９３ 六大山梁夹着六条山沟，以县城锁南

｜＂神奇西北１００景＂＂２０１８中国最美县 所学校标准化创建项目。实施县广播 坝为中心在境内伞状分布，属典型的

城＂榜单。２０１８年２月，永靖具获得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县级）＂。
全年其接待游客５７３０２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人２６８６亿元，同比增长

｜电视制播能力提升、贫因村综合文化 黄土高原干旱山区。气候干燥，冬长
服务中心改造等文体惠民工程。全县 夏短，春秋相迕，无明显夏季，无霜
首家公立中医医院投人运行。建成１３ 期年均１３８天，年日照数２５００小时以
个乡镇电商服务站和１２２个村级电商 上，年降雨量２００￣５００毫米，年蒸发
１９．７？２２．５？？
服务点，发展个体网店２６０多家、实 量１３８７毫米，山区年均温度为
｜（供稿：聂明利 沈文学）现
现电商交易额６７１８万元。新增农家乐 ４．９℃，川区年均温度为８℃。主要动

４５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植物资源有羊、洋李、杏、椒树等。

亿元，实现了有史以来年劳务输转 １１３至１７天之间。冬春季干燥，夏秋

量、就业人数、收人比重最高的突 季湿润。黄河贯穿县域达４０多千米。
主要旅游景点有东大坡森林公园、境 破。全县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９７６１．８ ｜境内矿产资源中石英石、花岗岩储量
内有丰富的马家窑、齐家、辛店新石 元、增长７？？？村人均可支配牧入 大、品位高。有崔家峡、大峡、吊水
器时代彩陶文化遗存，王家古文化遗 ｜５３６９４元、增长９．４？？
缺、黄草坪、香水坪等旅游景点。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址，林家遗址，出土有炭化了的粟、 【东乡县１１月１１日当日网上销售
麻等种子，印证了早在０００年前这里 ｜额９１万元］ ２０１８年，东乡县大力实 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３８６１万元，比上年增 甘肃
土特产品有地耳、大接杏、花椒等。

的人们已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出土

施电商扶贫工程，争取实施总投资 长７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７８１０万

的铜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 ２０００万元的国家电子育务进农村综合 ｜元，比上年增长４８？？？二产业增加 年鉴
｜铸铜器物，堪称中华第一刀；县内古 ｜示范县项目，县级电商产业园和电商 值１０２６６万元，比上年增长０．１？？全 ２０Ｉｓ
生物化石存量丰富，出露过剑齿虎、 公共物流服务中心已投人运营，乡镇 ｜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９７３６万元，比上年 ＧＡＮＳＵ
铲齿象、三趾马等古生物化石，整体 电商服务站点实现全覆盖，建成衬级 ｜增长０２？？？三产业增加值１２５７８５
｜形状保存完整，其中出土的猴头骨化 电商服务站点１１９家，初步形成覆盖 万元，比上年增长９３？？全县人均生
｜石是国内唯一现存的甘肃副长吻猴头 县乡村的电商服务网点，累计销售额 产总值６６７０５元；全年累计完成大口
骨化石。现珍藏于韩则岭拱北历经千 达５４００多万元。１１月１１日，＂双十 径财政收人１４７１４万元，比上年下降
年的牛皮封面《古兰经》手抄本，被 一＂当日网上销售额达９８１万元，位 ３２６９？？公共预算收人７２１０万元，比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一级 居全州第二，电裔产业实现从无到 上年下降５２８５全年完成财政支出

文物。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有、从小到大的突破。

２８３６４５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１２？？年

（供稿：杨先林） 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３２９１０３

生产总值２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７％；
全县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０１７亿元，比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上年增长４３７？？？现工业总产值
｜１０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８１？？？ 【区域概况】积石山保安族东乡

万元，比上年增长９．８７？？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余额３０１００５万元，比上年
增长１．４５？？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９９７５２万元，同比下降２５．３６？？？年

成固定资产投资８．１亿元、增长 族撒拉族自治县地处甘肃省西南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２５６万
５．７３？？？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７３６万 部，介于东经１２０１４１＇至１０３＂０５、北 元，比上年增长８？？？年接待游客

｜元、增长８，４？？？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纬３５９４至３５４５２＇之间。东南与临夏 １２１．０１万人次，增长４５．２８实现旅
２．８２亿元、增长８．５？？？年旅游综合 县接壤，西与青海省循化撤拉族自 游收入５．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５？？
｜收入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４？？
治县毗邻，北与青海省民和县隔河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拥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４ 相望，东北部与永靖县以黄河为 有县级级文化单位县艺术团、博物
各级各类学校３１９所，现有教职工 ｜界。南北宽约３３千米，东西长约３７ 馆、文化馆、图书馆、县野外文物保
３７７６名，有学生５９０７８名。实施新建 千米，全县总面积９０９７平方千 护管理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改扩建幼儿园、薄弱学校改造、中小 ｜ 米，其中耕地面积３７．９万亩。２０１８ ｜各１个，乡镇综合文化站１７个，农家
学温暖工程、教师周转房等项目１８１ 年末，全县辖１３个乡４个镇，常住 书屋１４５个，建成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所。城乡医保整合工作全面完成，参 人口２４６７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５．３２ 工程县级支中心１个；２０１８年底，全
保率达到９６．７８报销医疗费用２．１９ 万人，城镇化率２１．５８？？人口自然 县适龄儿童人学率达到９７．７５全县
亿元。省人民医院东乡分院、州中医 增长率为８．３６？？
共有学校２１０所，中小学学生总数

院沿岭分院挂牌成立，县医院５个薄
弱学科、４个区域中心全面建成投人
使用。易地搬迁项目入住１１２４户，基
本建成２３８１户。实施贫困村风貌改造
６１个。全县新建项目８７项、投资
｜３５．５３亿元。实施招商引资续建、新建

境内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 ５５７６７人，教职工总数４０４１人。全县
南高、东北低，海拔１７８７￣４３０８米。 高考本科以上上线３４９人，各类高校

西南部为高寒阴湿地区，中部为二阴 录取１３６１人；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疗
山区，东北部为高寒干旱山区。县境 卫生机构２５６个，共有在编在岗医疗

属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既含山 卫生人 员３２７名，拥有病床数

｜地、高山综合气候特征，受地势影
｜项目１５项，总投资１１５亿元。新扶持 响，全县气候差异很大，又具有小区

１６９８张。
｜年末，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自

｜发展农家乐３０家，全县累计发展农家 ｜ 域性气候特征。年均降水量为６５１１ 收人为２０２５０４３元，同比增长７．０％，

乐１６０家左右。完成劳务技能培训 毫米，平均年蒸发量约１１３．４毫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５７６３．１９
２２５３人，输转劳务７．２万人、创收１３ 全年日照时数１７５４２小时，无霜期 元，同比增长１００？？全县城镇新增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５１

就业 ２５１２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其中冬虫夏草、野党参、眠贝等品质 人口计算，全州人均生产总值２１６８３
２８９？？全年劳务输转６．９２万人 优良。矿产资源矿种多、矿床类型比 ｜元，比上年增长４．？？三次产业结构

舅

比由上年的２３４７：１３．７７：６２７６调整
为２３６８：１４８：６１．８４，第一产业比

（次），同比增长０．１４实现劳务收 较齐全，境内共发现金、银、铜等４２
人１２．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１７％
｜种矿产，已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有２３
供稿：杨永礼 安玉蓉）

种，其中铀、砷、泥炭居全省第一 重上调０．２１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

｜位。境内有国家ＡＡＡ级景区７处、 上调０．７１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降

｜ＡＡＡ级１２处、ＡＡ级１２处。
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帅
２０１８年，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年鉴 【区域概况】甘南藏族自治州地 １．７３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

低０．９２个百分点。
【农牧业农牧村经济】２０１８年，

全州完成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

团０ ｜处长江、黄河上游，青藏高原东北边 年增长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业增加值３９０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ＧＡＮＳＵ ｜缘，介于东经１００°４５＇４５＂－１０４°４５＇ ｜３６．８８亿元，增长５？？？二产业增加 ４．７？？全州农作物种植面积６．９万公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３０＂、北纬３３＊０６＇３０＂－３５°３４００＂： ｜值２２．５４亿元，增长６．５？？？三产业 顷，比上年增加５５２０公顷，增长
间。东与定西、陇南地区毗邻，南与 ｜增加值９６３亿元，增长４．７？？按常住 ８．７？？全州粮食总产量９４１万吨、比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接壤，西与
２０１８年全州主要农产品产量情况
青海省果洛、黄南州相连，北靠临夏
比上年增长（（％
单住
２０１８年
产品名称
｜回族自治州。东西长３６０．７千米，南
北宽２７０９千米，全州土地总面积４．５ 模食其中：青银
目万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州辖７县

２３９７

１市，总人口７４．８６万人，比上年末增
加０．６３万人。其中藏族人口４２１３万
人，增加０６２万人。城镇人口２５．９３

１０２５９

万人，增加１．５７万人。城镇化率
３６比上年提高１９９个百分点。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
北向东南呈倾斜状，最高海拔４，９２０
米，最低海拔１，１７２米。南部为重峦

９４１３５

１９５８０
２３０９

英

—

年全州各类牲裔发展和主要裔产品产量情方

２０１８年

者标

人

｜各类杜畜年衣存栏
其中：大牲素
叠嶂的迭眠山地，东部为连绵起伏的 烯山羊

著。２０１８年全州各地气温略偏高，降
水量偏多，日照时数偏少。全年各地
降水量为５２１．７～７９９７ｍｍ。境内河流

｜众多，溪流密布，主要河流有黄河、

洮河、大夏河和白龙江，分属黄河水
系和长江水系。上壤垂直分布比较明

显．共分为１３个土类，２７个亚类，４０

５头、只

万头、只

各类牲高总增

人＿

｜各类牲高出Ａ

术、

各类社高商品４

肉类总产量
其中：牛肉

－３４

３７４３

５

ｍ

２６、Ｂ
２０６．３４
９５３８９

２１７

Ｗ
题

牛的产文
战王Ｅ产爱

个土属。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有

－１６
－１７

２００ｏｓ
１８．９３
１５９０

５３９６

枝

羊肉

｜猪肉

比上年增减（ｔ］

４５７

５只

丘陵山区，西部为广袤无垠的平坦草
原。具有大陆性季节气候的特点，光 各类杜富仔畜成活
照充裕，利用率低；热量不足，垂直 各类牲言成言保活

差异大；降水较多，地理分布差异显

品

９

野生动物３１４种，其中属国家重点保

１８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产昌产量

｜护的有大熊猫、梅花鹿、藏羚、当

别ｓ剂

豹、黑嚣、金雕、天鹅等１４３种，其
中黑颈鹤数量达５００多只，占到全球

总量的６．３？？？野生植物１，８２０
｜种，其中重点保护的有大果青杆、刘

｜香树等２０余种，药用植物有６４３种，
４５２ ｜市（州））县（市、区）概况

乳制品

万戏

不克

［３
９０３７

６１３１

上年增长（女％

．５
４９

上年减少０．１５万吨，下降１．６？？其中 ｜次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６９３５亿元，比上年

１３．８？？？二产业投资下降１５．７其 增长６５？？各项贷款余额２３５．２７亿
４２０公顷，增长１．１？？？济作物种植 中工业投资下降１．４？？？三产业投资 ｜元，增长０．５？？全年保险费收入５．６４
面积２４５万公顷，减少５３．３３公顷， 下降６２？？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７其中农险
【商贸流通】２０１８年，全州社么 收人２０６亿元，增长６．５？？全年赔付
下降０２？？？饲料种植面积５８７３．３３
公顷，增加５１６３公顷，增长６．３倍。 ｜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２７亿元，比上年 ｜额２．４６亿元，增长０．６其中农险黯
粮、经、饲比重由上年的６０．２：３８．７： 增长７５？？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 付１．０１亿元，下降１８．９％
１．１调整为５５．９：３５．６：８．５。
镇实现零售额４８９２亿元，增长 ｜［科技与教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州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３．８６万公顷，增加｜

甘肃

８３？？？村实现零售额８３６亿元，增 准荐国家和省列科技计划项目３４项， 年鉴
１５０１３万头（只），比上年减少７．０９万 长３．７？？按行业分，批发零售贸易业 ｜立项１７项，落实省级科技经费５５３万 ２０１９］
头（只），总增率３９５下降１４个 ４２．９９亿元，增长７９？？？宿餐饮业 ｜元，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８５００万元。 ＧＡＮＳＵ
百分点；出栏各类牲畜２２６．５８万头 ９２８亿元，增长５８？？按消费形态 ｜全年专利申请２０８件，其中发明专利
年末，全州各类牲畜总增数

（只），增加９６５万头（只），出栏率 ｜分，商品零售４３０９亿元，增长 １８件。甘肃合作早子沟金矿有限责任
５９．６提高３．２个百分点；商品畜 ７８？？？饮收入９．１９亿元，增长 公司被省知识产权局认定为知识产权

２０６．３４万头（只），增加１１２２万头 ６．１％
优势企业，旗原乳业有限公司被科技
（只），商品率５４３提高３６个百分 ｜年内，全州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部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点。全年肉类总产量９．５４万吨，比上 ２３８万人民币，同比下降７７？？其 年末，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和
年增加０２７万吨，增长２．９？？
中出口总额２２９万人民币，下降 幼儿园７７８所，在校（园）学生１３９２
｜ 年末全州农业机械总动力３９２１ ｜ ７５４？？？口总额１５７万人民币，增长 万人，有招聘特岗教师３４０名，中小
万千瓦（不包含农用车动力）。拖拉 １６４倍。
学教师１２１名，幼儿教师２１９名。其
［交通邮电】２０１８年，全州机动 ｜有双语中小学１３７所，双语中小学生
机９３２８台，增加４３４台。机耕面积
４．０１万公顷，机播面积１６５万公顷， 车保有量１Ｓ．１２万辆，比上年末增加 ４．７０万人。
机收面积６９８０公顷。农用化肥施用实 ０．１８万辆。全年完成货运量８５４万 【文化与体育］２０１８年末，全州
物最８７１１吨。全州灌溉而积１．２４万公 吨，比上年增长７３货运周转量 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８个，文化馆９

顷，其中：耕地灌源面积６１８０公顷， １４５６万吨千米，增长１０８？？？运量 ｜个，博物馆（纪念馆）１４个，公共图
园地灌源面积１０公顷，牧草地灌溉面 ９１３万人，增长２５客运周转量 书馆９个。有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用户

６３６８万人千米，增长３．２？？
年内，全州完成邮电业务总量
余贫困人口２．１６万人，贫困发生率下 １８．１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８０８？？年末
降至３．８９？？年内全州退出贫困村１６５ 固话用户５．５５万户，减少０．５３万户。
积６１６０公顷。

２０１８年，全州脱贫２．７１万人，剩

１５．９２万户，有线电视在网用户５．３１万

户。全州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
１００其中农村电视综合覆盖率

１００无线电视覆盖率８８．３农村
个，累计退出贫困村２００个，占全州 ｜移动电话用户６９９万户，增加１．８４万 无线电视覆盖率８６．８少数民族语

贫困村总数的６５？？碌曲、玛曲、夏 户。互联网用户１０．７５万户，增加２５７ 言电视覆盖率３５．３？？年末，全州共
河、卓尼、迭部５个县中请摘相验收。 万户。快递６５．９９万件，增加６９２ 有全民健身站点１６９个。在全省第十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１８年，全州 万件。
四届运动会上荣获金牌２枚、银牌１
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１８４９亿元，比 【旅游业］２０１８年，全州共接待 枚、铜牌７枚。在甘肃省第九届少数
上年增长７．２？？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 国内外游客１２１７．２万人次，比上年增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荣获金牌１
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７６亿元，增长 长１０５全年实现旅游综合收人 ｜枚、银牌１１枚、铜牌６枚，民族健身
１０８规模以下工业完成增加值 ｜５７．０４亿元，增长１３．６？？迭部县扎尕 ｜操和表演项目荣获二等奖。
【医疗卫生】２０１８年，全州共有
７．７３亿元，增长０４？？轻工业完成增 那景区被原国土资源部授予第八批国
家地质公园。
加值０８１亿元，下降１３．２？？？工业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９４４所，实有
完成增加值９．９５亿元，增长１２３％，
【财政金融保险】２０１８年，全州 床位３０９３张，有卫生技术人员４２９８
轻重工业比为８１：９１９。年内，全州 完成大口径财政牧人１９．１８亿元，比人。年内，全州孕产妇住院分娩率为
建筑行业完成增加值４０５亿元，比上 上年增长１８２？？完成地方公共财政 ９８．１产前、产后访视率９８？？
年增长３？？
收人９９亿元，增长１６８？？全年完 上、婴儿死亡率降至５．３５？岁以
【固定资产投资］２０１８年，全州 成一般公共财政支出２０２７４亿元，增 下儿童死亡率降至５．６２人群包虫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下降６８？？按三 长１８．５？？年末，全州金融机构人民 病患病率降至００５脊髓灰质炎儿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５３

童接种率９６．０３发病率控制在１／１０ ６起；死亡３７人，比上年增加５人； 香浪节、民族运动会、香巴拉旅游艺

万以内。全年无法定甲类传染病报告

受伤２２人，减少３人；直接经济损失 术节等构成合作市独特靓丽的民俗风
１５７万元，增加１３万元。亿元ＣＤＰ生
情线。
｜病例，乙、丙类传染病共报告２４种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市实现
３２７３例，法定传染病报告率１００？？ 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０．２４人。

大骨节病、麻风病、碘缺乏病等地方
病达到国家消除标准。

甘肃

（供稿：甘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 办公室）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１８

合作市
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鉴 ２４７８３元，比上年增加１７１元，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４２亿元，增长７超

额完成年初计划４？？目标任务，净
｜增２９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９．２

亿元，增长１３？？？成工业增加值
５８亿元，增长１０？？？成一般公共财

团 ７．７？？全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区域砾况】合作市位于甘南藏 政预算牧人１．６５亿元，增长４？？？

ＧＡＮＳＵ｜７６７７元，比上年增加６７９元，增长 族自治州北部，地处东经１０２＂４７＇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２０．２亿元，增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９．７？？
５１＂￣１０３°２２＇００，北纬３４＂３５＇２７＂－ 长７５？？？约招商引资项目８个，签

年内，全州城镇五项社会保险参

保人数２５．２５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６０９万人，养老保险
应参保３８７１万人，已参保３８４０万

人，参保率９９２续保率１００？？向

３５°１Ｉ８＇５０之间。东连卓尼县，南靠碌 约总投资１５．１亿元，完成投资４３亿
｜曲县，西接夏河县，北倚临夏回族自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治州和政、临夏两县，全市总面积 ２５１１６元，增长８．５？？？牧民人均可
２６７０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辖３镇３ 支配收入达到７８５１元，增长９？？？
乡４个街道办事处，总人口９５４万 民消费价格指数１０２．６？？实现大口径

｜８０万名６０周岁以上老人发放城乡居 ｜人。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 财政收入５．６亿元，增长７．７超额
民养老金１．０３亿元．享受待遇人员养 居区和多宗教并存区。合作市有藏、 完成年初计划５．２？？目标任务，增收
｜老金发放率１００？？全州劳动合同签 ｜汉、回、撒拉、东乡、保安、满、 ４０００万元。
｜订率１０？？？体合同签订率０？？ 土、蒙古、格固、朝鲜等民族。
｜【社会发展】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上；劳动保障监察受理案件结案率 境内地势由北部向南部倾斜，大 村综合示范项目投入运行，获得＂年
１００？？收缴投资５００万以上项目建设 部分地区海拔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米之间。 度中国电商示范百佳县＂称号，位列
单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２０９笔，收缴 东北部为夷平面区，南部为低山峡谷 全国第３１名。市中学初中高中完成分
保证金１．１６亿元；５００万元以下建设 区。属高寒湿润类型，冷季长，暖季 ｜离办学，那吾镇卡四合等４所＂双
｜ 项目４１８笔，收缴保证金０３１亿元。
短，年均气温零下０．Ｓ℃到３．５℃，极 ｜语＂幼儿园建成投用。新建、改扩建
年内，为２５５万城市低保对象发 端最高气温２８℃，极端最低气温－ 校舍１６万平方米。在市乡两级医疗

敢低保金１０５１５万元；为１９万农村 ［２３℃。年均降水量５４５毫米，集中于 卫生机构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１６５４０万元：为 ７、８、９月。平均无霜期４８天，主要 和＂一—站式＂结报模式，推进＂五险
３４０９名农牧村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供养 自然灾害为霜冻、冰雹和阴雨。全年 合一＂信息化建设，实现基本医疗保

金１４２０万元；为１６３６名抚恤优待对 日照充足，太阳能利用率高。洮河和
象发放抚恤金１０５０万元；为１０３１６名 大夏河诸多支流流经本市，境内水资
｜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１１８万元； 源丰富，且水质好。有辽阔的草原、
为２６９１名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 丰富的水源、茂密的灌木林和春森林，
９２万元；为２７１２名困难老人发放护 ｜农作物主要以青稞、马铃薯、油籽为
理补贴３５０万元；为４３６名狐儿发放 ｜主。耕地主要分布于河谷地和中南部
基本生活费３７９万元，

【环境】２０１８年，州政府所在地
合作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
为１００？？？气质量优良天数３２４天，
占总天数的９３．６？？？州能源消耗总

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支出各类社保
｜基金８０４８万元。发放各类保障金８３００

万元，建成市社会综合福利服务中

心。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１６个
１９６０户。建成农牧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升及水毁修复工程２９个，新建农牧村
山岳阳坡，地块零碎，坡度较大，每 公路７６千米，实施＂一事一议＂财政

年播种面积约６０？？右。境内东北部 ｜奖补项目４６个。城镇新增就业６２０

已发现各种矿藏２１处，已开发利用的 人，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１００名、开
优势矿种有金、铜、锑、花岗岩、粘 展技能培训８２４人次。输转劳动力
｜土等。探明具有开发价值的黄金矿山 ５６００人次，劳务收人１２亿元。

｜量比上年增长３０？？规模以上工业单 主要有：早子沟金矿、大槐沟金矿、

｜【合作市实现原贫摘帽】２０１８

位增加值能耗下降５．４？？万元ＧＤＰ能 ｜松香滩金矿、录斗金矿、砍木仓金矿 年，全市整合各类涉农资金１０５亿
｜耗下降１９？？
等。主要旅游景点有米拉目巴九层佛 元，其中投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７１０７
【安全生产】２０１８年，全州发生 阁、省级森林公园和当周生态文化旅 万元，实施乡村道路、饮水安全提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３３起，比上年增加 游开发区。传统的晒佛节、插箭节、｜升、以工代贩、环境整治、光伏电
４５４ ｜市（州）县（市、区）概况

站、产业培育、技能培训等精准扶贫 收入１４１亿元，完成财政支出２６．１４ 蜜等加工生产线加快建设，打造农产
项目，建档立卡户人户类项目实现全 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７１？？？融机构存 品生产线１４条，１２０余种农产品实现

覆盖。投人３０４５万元扶持发展村集体 贷款余额达７０．１２亿元、３７．２５亿元， 我品化。落实产业贴息贷款和特色产
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启动产业扶 同比增长７５？？９．１？？城乡居民人均 业工程贷款１．２１亿元、到户产业扶持

贫专项贷款工程，注入保证金２０００万 可支配收人达２４３０３元、７２８１元，同 ｜资金１．１８亿元，为４０余万只从岭藏鸡
和９８００余头土猪、９６０箱中华蜂购买
元。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 比增长７？？８？？
工作，天津滨海新区、中海油、平凉
【社会发展】实施改薄项目３７ 商业保险。与天津６家企业签订农产
市落实帮扶资金３３００万元。全市剩余 个、＂双语＂幼儿园５所、教师周转房 品展示展销协议，入列全国２０１８年电
贫困人口３Ｍ４户１４５人，贫困发生率下 ８所。建档立卡户贫困人口住院３６９１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新认证

甘肃

年鉴
０Ｅ

人次，报销金额１６７３２８万元，实际 ｜＂三品一标＂产品１５个，＂中华蜜蜂之
收，在全省率先退出贫困县序列，在 补偿比均在８５？？上。提高农村低保 乡＂申报工作通过初审，从岭藏鸡在 ＧＡＮＳＵ
全州率先实现脱贫旅帽。
｜标准，实现与扶贫脱贫线＂两线合 事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直播推介。
｜降到０．４顺利通过国家专项评估验

（供稿：杨瑞芳）

｜舟曲县

【概况】舟曲县位于甘肃省南

一＂，农村低保一类对象提高至３１０

｜（供稿：冯爱芳）

元，年达到３７２０元，二类对象提高至 卓尼县
２９０元年达到３４８０元。城市低保对
象实行差额救助，提标后全额对象月 【［区域概况】卓尼县地处青藏高

补助标准由４５５元提高至４９０元。实 原东部边缘与陇南山区的过渡地带，

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介于东 随易地搬迁３３户１２２人，立节镇桃 位于甘肃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
｜经１０３＂５１＇～１０４°４５，北纬３３＂１３＇￣ ｜树坝、大川镇上坪坝、曲告纳镇丁字 ｜部，介于东经１０２＂４６＇～１０４０２，北纬
３４＂Ｉ＇之间。东邻陇南市武都区，北接 河口３个集中安置小区住房主体完 ３４０１０￣３５°１０＇之间。东与定西地区

宕昌县，西、南与迭部县、文县和四 ｜工。建成＂扶贫车间＂２０个，吸纳就 所属岷县、滩县为邻，南与达部县相
川省九寨沟县接桌。东西长９９４干 业３００余人。组织输转劳动力４万余 接，西南与四川省若尔盖县睦邻，西
米，南北宽８８８千米，全县总面积 人、创收６３９亿元。开发公益性岗位 与碌曲县、合作市毗连，北与临夏回
００９８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４０余个。发展电子商务公司７家， 族自治州所属和政、康乐及定西地区
辖１５镇４乡，总人口１３９６３８人，人口 农特产品生产企业４家，在线注册网 所属渭源县接壤，中部与临潭县环
出生率１４．０７？？

店２３家，实现网上交易额３７５余万 接，全县总面积５４１９．６８平方千米，

｜境内地处西秦岭山地，境内山峦 元，带动贫因户２７０户增收。

其中耕地面积１０９６８．２公顷，林地面

［富民产业开发】２０１８年，全县 ｜积２４万公顷，草场面积２３万公顷。
重叠，沟壑纵横，氓山山系显东南一
经济林果达２５．３６万亩，种植中藏药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１０镇４乡、１个民
西北走向贯穿全境。海拔在１１７３米。

４５０４米之间。２０１８年平均气温为 材１０８万亩、羊肚菌８５０亩，养殖从 族乡，人口１０５０１３人，有藏族、回
１３．９℃，年极染最高气温３４６℃．年极 岭藏鸡６０８７万只、中华蜂４．５万箱、 族、土族、满、苗等９个少数民族。

端最低气温为－７．８℃，年总降水最为 土猪４９２万头，形成金丝皇菊、玫 ｜ 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山川
５２１．９毫米，一日最大降水量为２６８ ｜瑰、针丹、养麦等特色产业种植。建 交错。属高原性大陆气候，寒冷湿

成十万只以上从岭藏鸡养殖基地６

润，四季不明，海拔２０００￣４９２０米。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个、黑土猪规模养殖基地７个、中藏 洮河是主河流，流经县境８乡镇，长
｜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４５亿元，同比增长 药材种植基地１５个、核桃基地８个、 达１７４千米，另有车巴河、卡车河、
｜毫米。

３．９？？其中，实现农牧业增加值达 花椒基地５个、大果樱桃种植示范园４ 大峪河、冶木河等大小２６条支流。野
３６９５．９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３？？实 个、巾华蜂养殖示范村３１个，建设农 生牧草资源丰富，共有６７科５７８种；
｜现全部工业增加值１８７亿元，完成年 业特色产业示范基地８２万亩，良种 药用植物有１４０多种，尤其以黄瑞香
计划的１００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 推广种植１９万亩。培育引进龙头企业 最为著名，还有贝母、冬虫夏草、当

业实现工业增加值０．７７亿元，完成年 ６家，新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５５个， 归、红黄芪、党参等贵重草药；食用

计划的９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９３ ｜总数达１４８８个，人股资金达６４亿 ｜植物有毛樱桃、李子、木梨、沙棘
亿元，同比增长４？？？现社会消费 目元。投资－５９４８万元的５个农贸市场前 等；野生动物有黑鹳、金钱豹、雪
｜品零售总额达到４．１亿元，同比增长 ｜期工作加快推进，建成果蔬保鲜库１ 豹、苏门羚、毛冠鹿、蓝马鸡、林
５．１？？完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２２亿 座，肉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 麝、香璋和雪鸡等；矿产资源已探明
元，同比增长５３．７９完成本级财政 和述冻山野菜、腊肉、从岭藏鸡、蜂 的有铁、铜、铅、锌、锑、金、银、
｜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５５

大理石、洮砚石等。主要景区国家４Ａ 家乐４３户，打造花弃观赏带及绿色长亿元，增长１１．５？？

景区大论沟及车巴沟、卡车沟、康多

廊４５千米、油菜花观赏区１．４万亩，
实现旅游人数１１５．８万人次，创旅游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完成 综合收人５．６９亿元。

峡、阿子塘景区等

地区生产总值１６．１１亿元，增长

甘肃
年鉴

｜（供稿：闹尕东主）

｜４．１？？？戚固定资产投资２７４亿元，

增长０．２？？？成工业增加值２０５亿临潭县
元，增长２７５？？？般公共财政预算
收人９１８１万元，增长３６８？？？会消

死 费品零售总额４．６２亿元，增长１．０％；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建

行政村幼儿园８所；县第一人民医院
挂牌成立为＂甘肃省人民医院临潭分
院＂。完成城镇榻户区改造３１１户、

农牧村危房改造１１４９户。城镇化率达

到２４９４？？开发公益性岗位７５０个。
建成并认定扶贫车间５家，吸纳建档

【区域概况】临潭县地处甘肃省 立卡贫困劳动力１１４人。全县９４个农
南部，介于东经１０３９°１０＇－１０３°５２＇， 村电商服务站点帮助贫闲户销售土蜂

ＧＡＮＳＵ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控制在１０３以内。 北纬 ３４３０＇－３５°０５＇之间。东邻岷 ｜蜜、山野菜、青稞杂粮等９８０多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３３．１６ 县，北接康乐、渭源两县，与卓尼县 销售额达２００万元。全县城镇居民人
亿元，贷款余额２８６亿元。完成固定 插花接壤。东西最大距离６０千米，南 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５０７元，增长１０％，
资产投资２７４亿元，招商引资达４ 北最大距离８３千米，全县总面积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入７２８３元，增
亿元
１５５７６８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县 长１０？？全年输转劳动力４．５７万人，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辖１１个镇５个乡，总人口１６１２万 创劳务收人７．４７亿元。全县脱贫人口

有各类卫生机构１５１家，卫生技术人 人，常住人口１４．１８万人。

员６４２人，标准床位３４４张，平均每

１５５户６４０５人，贫困村退出２１个，

境内地势地形西高东低，大多地 ｜贫困面下降至７．７８？？

千常住人口有床位数３４张；有各级 区属高山丘陵地带，平均海拔２８２５ 【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２０１８
｜ 各类学校１５所，有在校学生１９７１４ 米。气候属高寒干早区，干早、冰 年，临潭县加快生态文明小康村建
人，新增和改建校合６７３８平方米；有 雹、霜冻、洪涝等火害频繁，主要河 ｜设。６３个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总投资
文化艺术团体２个，图书馆４所（其 流有洮河、冶木河、羊沙河，洮河流 ｜５．１亿元，包括国家投资３．１８亿元，群
中私营３所），文化馆１所，农家书屋 经县境全长１０５千米，流城面积２８６８ 众自筹１．９２亿元。开展农牧民实用技
９７个，乡村广播电视站１５个；农牧民 平方千米。现已查明的矿种有铜、 能培训４３３０人次。累计下达投资１．６７
｜人均可支配收人７４６元，增长９％， 铁、金、铅、锑、汞、水泥灰岩、 亿元。其中藏区专项资金１４２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４４７１元， 煤、石膏、矿泉水等１０种３５处矿 ２０１８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
增长７？？开发公益性岗位ｓ９７５个， 产。主要林木有云杉、冷杉等１６种， １９９５４２万元，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
培训劳动力３２４３人，完成劳务输转 主要药材有麝香、虫草等１６种。主要 金１５１９．１３万元，整合项目资金７８１５
１６５万人，创劳务收人２６７亿元。建 野生动物有鹿、翁俐、黑麟、娃娃鱼 万元。所有项目全部进场开工建设，
设生态文明小康村４３个。顺利通过贫 ｜等１４种。境内有自然、人文景点２７０ ｜开工率１００整体形象进度４５？？
困退出州级考核验收，脱贫１７９０户 余处，磨沟仰韶文化进址是目前甘南 按照集中连片，整体推进的原则，以
７５２３人，贫困发生率下降１．１４？？
贫困村为重点，以旅游景区和公路沿
州发现的最早有人类活动的遗址。
【农牧特色产业】２０１８年，按！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助 线为坐标，立足村社实际和发展，按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地区生产总值１８８３７９万元，按可比价 照＂一村一品＂的思路规划设计，提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 ｜计算同比增长１．４？？其中：第一产业 ｜高规划的操作性、针对性和前套性，
｜县农牧业增加值达４４８亿元，增长 ｜增加值为３４９３２万元、增长６．６？？？ 使每个生态文明小康村既有统一标
１．０３？？全县各类牲畜存栏达５３．７８刀 二产业增加值１７９４万元、下降 准，又彰显个性特点。立足村社实
头（匹、只），总增率、出栏率、商 ｜４．１？？全县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 际，深入挖掘村庄特色，开展多模
品率分别达 到３１０２？？４５．７４？？ １３２９４万元，下降６？？其中规模以上 式、多形式建设。拓宽创建思路、丰
｜４４６５肉产量达１．２万吨，奶产量 企业完成增加值５５０万元，下降 富创建内涵，按照区域特色、民族特
达７６１４吨。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到 ｜２７．５？？；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３５Ｓ０３万 色、文化特色，打造红色旅游型、生

１６．８万亩，粮食产量达０７万吨、油 元，增长１４？？完成大口径财政收入 ｜态体验型、特色产业型、休闲度假

｜料产量达０２３万吨，中藏药材种植面 １０３５６万元，下降１６３？？全县社会实 型、民俗文化型，风格迥异、各具特

｜积达８２万亩，产量达１９３万吨。中 现消费品零售总额４８１６５万元，同比 色的生态文明小康村。
蜂养殖１．７万箱，年产值达１０００万 ｜增长７．６？？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
（供稿；：魏梅）
｜元。建成旅游专业村１２个、新发展农 ２９８３万元。全年旅游综合收人１３．２７

４６ ｜市（州）县（市、区）概况

迭部县

生产总值１３．３８亿元，按可比价计 达到脱贫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甘南藏族自治州南部、青查高原东部
边缘，地处白龙江上游的甘川两省结
合部、秦岭延伸部分银迭山系之间的
高山深谷地带，介于东经１０２°５４＇
５４＂－１０４Ｐ（０４３３＂和北纬３３＂３９＇２３＂－
３４＂３００２＂之间。东邻舟曲，北接卓
尼，东北与岷县、宕昌县毗邻，西南

４．２？？？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０１４６万 设】２０１８年，迭部县严格按照
元，同比下降１．１？？？成工业增加值 ＂９６５３５６＂建设标准，全力推进生态
１７９４６万元，同比增长－４０？？其中规 文明小康村建设。总投资２７２亿元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９６９４万 ｜２８个２０１６年生态文明小康村，已通过 甘肃
元，同比增长－４１？？？三产业实现 ｜县级初验并完成第三方审计结算；总
｜增加值６８６４２万元，同比增长１１？？ ｜教资２４４亿元的２８个２０１７年生态文 年鉴

算，比上年增长１．４？？其中：第一产 １．３１？？
【区域概况】迭部县位于甘肃省 业实现增加值３５０１６万元，同比增长 【迭部县推进生态文明小康村建

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２０３亿元，增 明小康村２８个，已累计完成投资２３２ ｌ２０１９］
｜同四川若尔盖、九寨沟两县接壤。全 ｜长０３？？完成大口径财政收人１．７４亿 亿元，年底已完工８个，剩余项目已 ｜ＧＡＮＳＵ
县东西长１１０千米，南北宽７５千米， 元，增长１４２１？？？级公共财政预算 完成９５？？工程量；２０１８年，建设生
全县总面积５１０８．３平方千米，其中耕 收人９３８４万元，增长２０６３？？全县 ｜态文明小康村３５个，涉及全县各乡镇
｜地面积０９１万公顷，林地面积３００７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５９５４万元， ２３个行政村２２自然村，建档立卡户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５４４？？２０１８ 同比增长４．８？？招商引资签约总投资 ５５７户２５７２人，总投资４８亿元，已
｜年末，全县辖５个镇６个乡，总人口 １３．８２亿元；全县旅游综合收人５．９１亿 全部开工建设。
（供稿：刘文海）
５．３万人，其中藏族人口占７５．７％ 元，增长１２．１？？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投９
以上。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 ２５２４万元覆盖２６所中小学和１所行政 夏河县

分地区海拔在１５００米至２０００米之 村＂双语＂幼儿园的＂全面改薄＂项
间。白龙江东西横穿全境，江河急 目投人使用。投资１５００万元的＂三区

【区域概况】夏河县地处青藏高
｜流，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属高 三州＂教育扶贫项目藏族中学学生宿 原东北部边缘，位于甘肃省西南部，
山内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８．５℃， 含及标准化大灶项目完成基础工程。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介于东经

年总降水量为６０５．０毫米，全年日照 ｜全县２１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乡镇中 气１０１＂５４＇－１０３°２５、北纬３４３２＇￣
时数为１８７１６小时，全年无霜期为 心以上幼儿园均达到办学（办园）标 ３５３４之间。与青海省海东市、黄南
１４９天。森林资源丰富，活立木蓄积 准。投资３５８万元实施村级卫生室 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及甘

量４６７０９万立方米。木本植物种类有 标准化建设项目４３个。挂牌成立省肿
６０科１２３属３１４种。水能源主要以长 瘤医院迭部分院。投资１６００万元的乡
江支流的白龙江为主，可利用水量约 ｜镇（村）文化体育健身场所项目进展
４９００万立方米。境内已初步探明的有 ｜顺利。广播电视高清数字化改造提升
１７种矿藏，铁、白云岩、铜、黄金等 工程投入使用。中央广播电视数字化
｜储意量较大。野生经济植物和菌类资 覆盖工程通过验收。新建乡村舞台１０

源非常丰富，已载人《甘南中药材资 处，新增文化活动场所面积８００平方
源名录》的有７０２种，中药材总量达 ｜米。投资４８亿元的２０１８年３５个生
｜３００吨以上，全国重点普查的３６３种 ｜态文明小康村建设项目完成７５？？建
主要中药材中，全县境内有１２７种； 设任务。投资１．３３亿元的选部县林海
野生动物和菌类药材有３０种。被列为 小区棚户区改造一期项目顺利完成。
国家保护的一、二、三类野生动物主 ｜全县２６４０户城镇哪户区改造工程开工

肃省合作市、碌曲县相接，全县总上

地面而积６２７４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县辖８镇５乡１个办事处，总人口９０３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８．０３？？有藏
族、回族、撒拉族等１７个少数民族。

夏河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在
３０００ｍ－３８００ｍ之间。２０１８年，年平均
温４．６度，年均降水量Ｓ５０．２毫米，较
历年平均值偏多２３属偏多年份，
｜平均无霜期５６天，全年日照２１３．０小

时。县境内河流属黄河水系，主要有

要有大熊猫、羚羊、雪豹、金猫、梅 建设。
｜大夏河、洮河等。其中，大夏河流域
花鹿、苏门羚、红腹锦鸡、雪鸡、水 ｜２０１８年，全县安置大学生及下岗 面积４５４５平方千米，境内流程１０４千
辈等２７种。有措美峰、＂俄界会议＂ 失业人员３１８人。劳务输转５００１人， 米。畜牧特产主要有牦牛、编牛、蒙
遗址、茨日那毛泽东旧居、天险腊子 创收９６７万元。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 古类型黄牛、甘加型羊、藏系绵羊、
口战役等革命遗址以及然闹马家窑文 支配收人２４４０２８９元，同比增长 山羊、蕨麻猪、河曲马等。野生药材
化遗址和２３座历史悠久的藏传佛教寺 ｜７．９３？？农牧民人均纯收人７３０７９５ 主要有羌活、党参、丹参、大黄、麝
元，同比增长１００５？？全县有１９个 香、干松、虫草、秦尤、红芪、赤芍
院等自然、人文景观
｜ 贫困村达到退出标准，４２５户１９９人 等。著名藏药有洁白丸、九味牛黄散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市（州）县（市、区）概况｜ ４５７

和八味沉香散等。境内有中国藏传佛 目４４个，涉及１３个乡镇２８个行政村 １２６千米，南北宽约９３千米，全县总

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寺、桑 ４８个自然村１５４４户８６０人，其中建 面积５２９８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８年末，全
科古城、唐宋八角城、白石崖溶洞、 档立卡贫困村２２个１２２户５４２人。项 县有５镇２乡，总户数９９７５户，户籍
达尔宗圣湖、大夏河森林自然风光等 目概算总投资２．５８亿元，其中国家投 总人口３７６７７人，自然增长率为
资１８８亿元，群众自筹０．７亿元。到 ７．１４？？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位资金２２８亿元，合同价为１．６亿 境内主要有高原山地地貌和高山

｜人文自然景点

甘肃
年鉴

｜地方生产总值１６６亿元，同比增长 元，累计拨付资金０６１亿元，拨付率 峡谷地貌，海拔２８６０－４８３米。地势
４．５？？？业增加值完成５０６亿元，同 ｜为３８？？在至年底，累计完成投资１．５ 西高东低。境内分布有白龙江、洮

死

湖、李恰如天池等湖泊。最大河流滨
开工］２０１８年７月３１日，Ｓ３８线王格 河流经县内长１４６千米，流域面积
尔糖至夏河（桑科）高速公路项目全 ４１０３平方千米，多年平均流量６２立方
｜线开工建设。王夏高速公路项目是 ｜米秒。气候高寒湿润，光照充足，雨
《甘肃省省道网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３０ 量充沛，长冬无夏，雨热同季，春秋
年）》规划的联络线之一，是实现甘 短暂，有霜，温差大，灾害多。２０１８
肃省县县通高速的重要目标路段，是 年气候特点是：气温偏高，降水偏

比增长０９８？？？业增加值完成１２５ 亿元，工程整体形象进度达５８？？

｜亿元，同比增长４８？？全年新签约招
ＧＡＮＳＵ 商引资项目７个，签约金额７．４亿元，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到位资金６１０６万元，并已全部开工建
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６８６亿元，

同比增长８？？全年接待游客２６３．１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２．３亿元，
分别增长１０．２？１２．４？？

｜【王格尔塘至夏河高速公路全自

河、黑河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和杂海

【社会发展】实施＂文教兴县＂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２０１８年重点建设项 多，目照正常。年平均气温３．１援氏
战略，投人３９７２２万元实施教育项目 目。项目起点位于夏河县王格尔塘镇 度，与常年平均值相比偏高０２摄氏

１５个。２５所学校达到义务教育均衡发 汪塘村，设枢纽互通立交与Ｇ１８１６临 度，年级端最高气温为２５．５摄氏度，
展标准。投资１８７５万元实施县医院重 合高速相接，终点位于夏河县桑科镇 出现在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极端最低气

点专科和薄弱学科建设、县妇计中心 桑科村。路线全长４１．５９５千米，项目 温为－２２．５摄氏度，出现在２０１８年１

业务楼和消毒供应中心项目；投资 概算总投资约６１０亿元，全线采用 ｜月３１日。年降水量为７３０３毫米，与
１０３６万元完成阿木去乎等４乡镇卫生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常年相比偏多２３没有出现对畜牧
院提升改造项目和３０１站鼠疫防治研 速度８０千米小时。主线共设桥梁３７ 业和农业影响大的气象灾害。

究所建设项目。投资５７００万元改造棚 座，隧道９座；设置互通式立交３ ｜境内有广袤的天然草场，被美督
户区２０００户，投资７８３万元改造农牧 ｜处，主线收费站１处。项日建设工期 为＂亚洲最好草场之一＂；河曲马、

村危房４８７户。投资１７９．２万元实施农 ３６个月，２０２１年建成。该项目的建成 藏绵羊、牦牛、藏麻猪等优良牲畜品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投资４６８４ 将使国内外游客更方便快捷地进人夏 ｜种。矿藏资源有金、铁、锑、泥炭、
万元实施２０１８年新出现饮水安全不稳 河拉卜楞寺、桑科草原等名胜景区 煤等。药用植物有红景天、独活、冬
定维修项目，解决９４２户４７００人饮水 并通过临合高速公路联通周边旅游资 ｜虫夏草等。主婴有郎木寺镇、尕海
安全问题。拉卜楞综合福利中心完成 源，打造全域旅游网络，对加快甘南 湖、则岔石林、杂秀、夏泽滩等５处
建设，县殡仪馆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州旅游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旅游景点。有香浪节、晒佛节、插箭
改造工作全面完成。博拉等３乡镇敬 和促进藏区扶贫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 节、＂南木特＂藏戏等藏传佛教文化
｜ 老院正在建设，教灾物资储备库、拉意义。

卜楞寺特困僧尼供养点建成使用。
２０１８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１０９７９４万元，增长
３．２０？？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
４２２５０万元，增长５２０？？？二产业完
［区域系况】碌曲县地处西北腹 成增加值１４７１７万元，下降１０．７０％；
地，位于甘肃省西南部，肯藏高原东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５２８２７万元，增
部边缘，甘、青、川三省交界处。地 ｜长６９０？？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５３９６
｜理坐标为东经１０１＂３５３６＂￣１０２＂５８＇ ｜方元，同比增长２５．６１？？地方财政收
１５，北纬３５８＇２１＂￣３４＂４８４８＂。东 人２５６４万元，同比增长２１７？？全
｜邻卓尼县，北接夏河县，西南与玛曲 县财政总支出１７２３２６万元，同比增长
县接壤，西连青海省河南县，南与四 １７．３４？？全县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１６２６万
川省若尔盖县毗邻。县域东西长约 元，同比下降３１．１０？？社会消费品零

达到２４５７４元，同比增长７农牧民 碌曲县
人均可支配收人达到７９８元，同比增
长８？？全年新增就业扶贫专岗９３

人、扶贫公益性岗位人员５５人。全年
劳务输转８４２７人，实现劳务收人１４

亿元。全年脱贫８６６户３９２３人，贫困
发生率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４８１？？降至
１．３５通过州级初验。
｜【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２０１８

年，全县实施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项

４５８ ｌ市（州）县（市、区）概况

（供稿：道吉草）

和人文景观、民俗风情。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实现

｜售总额 ３６５４７万元，同比增长 县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各

４１３种植物，植物药材资源更为丰

８．３０？？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上年的 项指标达到退出标准，全县１１个建档 富，有１５１种野生药用植物，其中经

３９．９：Ｉ１．９：４８．２调整为３８．５：１３．４ 立卡贫困村脱贫，年内减少贫困人口 济价值高的有冬虫夏草、水母雪莲、
４８．１。年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 ５０２户２２５４人，贫困发生率由８２９％ 川贝、大黄等２０余种。
余额１７１０６２万元，同比下降７．９３％； 下降到０．６６？？
【国民经济】２０１８年，全县全年
《供稿：王青玉）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１７２９亿元，按可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８５４９２万元，同比
｜增长３．２８。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比价计算，比上年实际增长２３？？其 甘肃
实现玛曲县
１４９．３（万人次），同比增长７？？？现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７．７９亿元，

增长６？？其中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 ｜年鉴
９？？年内签约招商引资项目４个，合
【区域概况】玛曲县位于青藏高 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５亿元，下降０６％； ２０１９］
同引资３．８亿元，累计到位资金２．８ ｜原东端，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地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６６亿元，下降 ＧＡＮＳＵ
亿元。
｜处甘青川三省结合部，介于北纬３３＂ ５．３？？？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７．８４亿
【社会发展］２０１８年末，全县共 ０６＇３０＂－３４＂３０１５、东经１００＂４５ 元，增长１．８？？按年平均常住人口计
旅游综合收入７．４亿元，同比增长

｜有各类卫生机构１２所，卫生技术人员 ４５￣１０２°２９００＂，是一个以藏族为主 算，人均ＧＤＰ达到２９７２８元，比上年

３４３人，标准床位２５３张；有各级各类 体的纯牧业县。东与甘肃省碌曲县、 增加１３２元。全年完成大口径财政收
学校４６所，有中小学生６４７６人：有 四川省若尔盖县、阿坝县相邻，西与 入１９９亿元，比上年超收０２７亿元，
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１个，图书馆１ 青海省久治县、甘德县、玛沁县相 同比增长１６４财政支出２１５亿

所，文化馆１所，农家书屋２６个，乡 连，北与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相 元，比上年超支３８亿元。全县金融
｜村广播电视站３个；碌曲县电视台１ 接，全县总面积１０１９０８０平方千米。 ｜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２０９亿元，较上
月１日正式开播；２４个行政村实现乡 ２０１８年末，全县辖２乡６镇３６个行政 年增加３．１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
村舞台、文化广场全覆盖；２０１８年， 村和５个牧业生产队，总人口５．８２ 余额为１１亿元，增加０６２亿元，增长
６？？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５３５６元， 万人。
增长７４４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０３５ 境内草原、高原、河谷相间分 【衣牧业农牧村经济】２０１８年，
｜元，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 ｜布，地形复杂多样，平均海拔３００ 结合＂一户一策＂脱贫计划，制定
内；全县农牧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米，年平均气温１．２℃，平均日照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主导产业发展规划》，

９０７６元，增长９．７１人均生活消费 ｜２５３１．９小时，全年降水日为１５１天， ｜探索形成了＂三变＂推动、＂三产＂

年降水量６１１．９毫米，气候寒冷阴 联动、＂三型＂带动的＂３３＂产业扶
（１９６－２０１０）》完成终审，《碌曲年 湿，属明显的高原大陆性高寒湿润气 贫模式。支持备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发
｜支出５８９６元。第二轮《碌曲县志

鉴２０１８》正式出版；新建移动基站７ 候区，无绝对无霜期。黄河在境内流 展，采取定向投入、保价收购、人股
个、电信基站９３个，实现电信和移动 程达４３千米，水能资源丰富，理论 分红等形式，带动９８家专业合作社、
４Ｇ网络全覆盖；１２月２９日，碌曲县 ｜蕴藏量达１５１．７万千瓦。境内有金、 ４５５户协同发展，消除了村集体经济
｜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铁、铜、双、锡、钼、钨等金属矿和 ｜＂空壳村＂。新建暖棚及基础设施７７１０
示范县。
｜方解石、大理石、泥炭等非金属矿， 平方米，发放饲料粮２６００吨，检疫牲

【脱贫攻坚】开展＂上山下乡敢 ｜尤以金、铁、磁铁矿丰富。有４７科 畜１２．７８万头（只、匹）；坚持草原生
死拼命脱贫攻坚百日冲刺行动＂，整
合涉农资金１亿元以上，落实专项扶
ｗ一ＡＹ：
｜贫资金２７８１９万元，全面改善水、

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基
础设施项目５０个，农村发展项目２７
个。投资１８亿元，建成郎木寺波海
村、阿拉乡田多村、双岔镇青科村等
１８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展各类
培训４１期，培训农牧民群众３１１
人。加强产业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落实专业合作社分红机制，累计
发放各类收益分红资金７２２万元。全

马曲县阿万仓镇贡茶尔喀木道涩地
市（州）县（市、区）概况 ｜ ４５９

态奖补资金与超载牲畜核减挂钩，开

｜展＂五级核定＂８１００户，兑现奖补资

金９１６９６７万元，落实牛羊保险７５４２．９
万元。聘用草管员、生态护林员、村

甘肃

阳面家动科技值背上的科首宣位队剪面了动仪宝］

｜级防疫员１７１５人，落实各类生态管护
资金１２１０万元。
｜ 全年总增各类牲畜３６６７万头、

只，总增率３４．２４较上年下降１．０４
年鉴 个百分点；出栏各类牲畜４９．６２万
团０ 头、只，出栏率４６．３３提高３．２３个
ＧＡＮＳＵ 百分点：商品出栏各类牲畜４８３３万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头、只，商品率４５．１３提高３２１个

１８年５月３０日中国流动科技馆整马背上的科普宣传队玛由启动仅式
｜百分点。完成成畜保活率９７Ｏ８下
降０．７８个百分点；年末存栏各类牲畜 亿元；全县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员３４８人；２０１８年，全县农村居民
４．１８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２．５增速 家庭人均纯收人９２１．０４元，较上年
｜９４．１４万头、只，下降１２９６？？
全年肉类总产量２４７万吨，较上 高于目标任务４５个百分点；２０１８ 同期增收８１０９２元，增长９．６？？城镇
年增长８．３？？其中，牛肉产量１９５万 年，实施６９个自然村通村公路４６３．８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１７４６３．８３
吨，羊肉产量０．５３万吨。羊毛产量 千米，修缮水毁公路３１条６３８６千 ｜元、增长１１３５？？？年劳务输转人数

４２７吨、下降１３．７？？？奶产量４２万 米，实施人饮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 １９００人，劳务收入５９８０万元；城镇新
吨，下降４．５？？年末牛存栏４９．１７万 成９５眼小机井、铺设管道１万米，解 增就业人数４４０人，开发公益性岗位
３８４个，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７８？？？
头，下降１０８４？？？存栏４２６９万 决２．３８万人的安全饮水难题。
头，下降１３．７６？？２０１８年共减贫３２９ 年末，全县有文化产业单位４ 末，全县城镇化率达３０９３？？
户１４０９人，剩余贫困人口１３１户４９０
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１．１３？？

家，从业人员４２０人，资产总计达１５ 【草场生态保护】２０１８年，全县
亿元。全年游客接待人数达６６．３万人 实施沙化治理、退牧还草、天然林保
｜次，实现旅游收人３．５亿元，同比分 ｜护工程，综合治理沙化和退化草地

【杜会发展】２０１８年，全县新开
工项目７９个，续建项目４０个。全年 ｜别增长Ｉ１５？？１７９？？？建改建学校 １０．５万亩，建设草原划区轮牧围栏１０
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１４２４亿 ｜９所、幼儿园１所，新增校舍面积 万亩，改良退化草原２万亩，治理黑
元，较上年下降１２４？？？成招商引 ３４７３平方米。年末全县有各级各类学 土滩草地１万亩。
（供稿：李晓瞒）
资续建项日７个、总投资１６２３亿元。 ｜ 校２７所，在校学生１０６３７名，有教职
新签约项日目标任务５个，实际签约３ ｜工７９６名：全县有医院、卫生院１３
个，完成任务的６０签约金额２０１ 所，床位２０５张，医疗机构卫生技术

４６０ ｜市（州）县（市、区）概况

书省国签浇加社发统计让公 甘肃
０１ｓ么 设

ｓ

年鉴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指标

比童（％）

年末鼓（万人）

全省常住人口

２６５７２６

｜其中：城镇

１２５７．７１

Ｙ０ｏ

４７１９

５２３１

｜乡村

１３７９．５ｓ

其中：男性

１３４５．２７
１２９１．９９

５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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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指
居民消费价格

其中：食品烟酒

表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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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甘肃省分行业项日投资情况

行业

望
甘员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ＯＯＫ

｜比上年增长（％）

占项目投费比素（％）

贩
丽

荣

型

位

（

项目授资
农林软液里

二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给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掌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租务业

全融业

票

巫

二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ａ２
［３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言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梯利致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言

｜公共管理和杜会组织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捏热

绝对教（亿无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企剿

１８６７８．５

＿境内存

１８６６５．９

｜住户存数

非金触企业存者

９９５１Ｌ．２
４９２００

广义政府存款

３２９５．３

部住户贷故

１９３７１．７
１９２４２．
５０６２．７

非全融企业及机关美团体贷软

１４１７９．８

｜全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１

时境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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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先进单位
国家人社部表彰
全国宗教工作系统先进集体
甘肃省陇南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全国环境系统先进集体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兰州市环境保护局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９号）
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

甘肃省庆阳市林业局

庆阳市总工会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２７号）

甘肃省陇南市徽县林业局
甘肃省定西市巉口林业试验场

２０１８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７号）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供锦合作社系统先进集体

张掖市供销合作社
环县供销合作社

靖远县供销合作社
玛曲县供销合作社
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供销合作社
玉门市花海供销合作社

永昌县水源供销合作社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８号）

４６６ Ｉ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省委省政府表彰
第十四扯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４号）

全国林业系统先进条依

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出人境管理科

甘肃省监狱管理

（总工发〔２０１８］１２号）

文明城市（４个）
酒泉市
武威市

平凉市
｜ 陇南市

｜文明县区（１３个）

榆中县
皋兰县

｜金塔县
｜瓜州县

阿克塞县
甘肃省５家单位获三八红旗手集体荣 山丹县
古浪县
｜誉称号：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武威市第二中学政史地教研组

白银市白银区第三小学教学研究室
陇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酒泉市肃州区东关苑社区

｜靖远县

武山县
陇南市武都区
宕昌县

西和县
舟曲县
文明单位（１９７个）
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法委
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委党校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省保育院
省统计局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
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
省煤炭地质勘察院
省农村能源办
甘肃省图书馆
兰州市委办公厅

兰州市委宣传部

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甘肃省高速公路交通调度指挥总中心
甘肃省兰州监狱
中国邹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嘉峪关市财政局

｜嘉峪关市气象局

肃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肃南县供电公ｉ
炼铁厂
永昌县委办公室
｜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分行
金昌市残疾人联合会

酒泉市纪委监委机关
酒泉市政府办公室
酒泉市委组织部
酒泉市委宣传部

酒泉市委政法委

金塔县委办公室
金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金塔县财政局
｜玉门市人民检察院

玉门市民政局

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办事处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员

阿克基县财政局
｜阿克塞县人民法院
张掖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张掖市人民检察我
张掖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张掖宾馆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销 甘肃省第三强制隔离成毒所

兰州市安宁区孔家崖街道办事处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登县人民检察院

永登县教育局

榆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榆中县广播电视ｆ
皋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纪委监委机关

嘉峪关市委组织部

ＧＡＮＳＵ

武威市凉州医院
武威市凉州区交通运输局
民勤县纪委监委
民勤县人民检察院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
古浪县人民医院
天祝县人民法院

肃北县气象局
肃北县人民检察院

售分公司
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街道办事处

｜金昌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

金昌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２Ｏｅ

酒泉市肃州区教育局
酒泉市第二人民医院

兰州市城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兰州市金城公园

甘肃
年鉴

武威市人民检察院

市分行
兰州市种子管理局

兰州市西固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金昌市社会福利院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金昌市分公司
金吕市金川区税务局

酒泉市行政服务中心
｜酒泉市肃州区委宣传部

瓜州县人民检察院
瓜州县卫计局
瓜州县广播电视台
敦煌市委宣传部
敦煌市妇女联合会

矿产勘查院
兰州市七里河区烟草专卖局

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民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威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天祝县支行
会宁县博物馆
｜景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景泰县人民医院
｜靖远县气象局

靖远县消防大队
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白银
｜区分公司

白银市平川区教育局
定西市中医院
｜定西市烟草专卖局

定西公路管理局高等级公路养护管理
｜中心

武威高速公路管理处山临高速公路收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费管理所
公司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张液市甘州区交通运输局

临泽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泽公路管理段

国网漳县供电公司

岷县人民法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平凉
市分公司

平凉市妇幼保健院
华亭煤业公司砚北煤矿
｜高台县税务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高台 平谅高速公路管理处皖闹高速公路收
费管理所
县分公司
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
山丹县财政局
山丹县气象局
平凉市崆峒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高台县财政局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４６７

泾川县公安消防大队
崇信县公安消防大队
｜华亭市文体广电局
｜庄浪县人民检察院

庄浪县气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静宁分公司

甘肃 庆阳市西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年鉴

刚０

慎原县政府办公室
镇原县图书馆

ＧＡＮＳＵ ｜环县公安消防大队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庆阳公路管理局华池公路管理段
合水县文化广播影视用
正宁县人民法院
正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水军分区机关
｜天水市人大办公室

天水市政协办公室
｜天水市博物馆

甘肃省天水监黏

天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水市秦州区石马坪街道办事处

天水市麦积区气象局
｜天水市麦积区新华书店
秦安县文化广播影视局

康县人民法院
成县气象局
｜陇南公路管理局徽县公路管理段
西和县财政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西
县分公司

礼县图书馆
｜两当县人民法院
｜ 陇南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处
临夏州中级人民法院

临夏县人民检察院
和政县政府办公室
康乐县气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河县分公司

｜通渭县榜罗镇

通渭县鸡川镇
陇西县巩昌镇

平凉市崆阐区花所镇
｜庆城县蔡口集乡

环县八珠乡
天水市秦州区皂郊镇

秦安县西川镇

甘谷县礼辛镇
武山县龙台镇
陇南市武都区角弓镇
陇南市武都区汉林筑

宕昌县临江辅镇
文县中庙镇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东乡县分公司

康县望关镇

公司

西和县西峪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积石山县分 成县索池镇

临夏市财政局
｜临夏州道路运输管理局永靖县分局
舟曲县政府办公！
夏河县司法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合作
｜市分公

迭部县委组织部
国网卓尼县供电公司

｜礼县滩坪乡

两当县张家乡

康乐县五户乡
临夏县北期镇

永靖县陈井镇

舟曲县江盘乡

卓尼县纳浪乡
合作市卡加曼乡

秦安县司法局

｜合作市公安局
临潭县财政局

临潭县古战镇

秦安县人民医院

碌曲县人民检察院

｜玛曲县欧拉秀玛乡

甘谷县中医医院

甘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武山县公安局

武山县医药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山分公司
｜清水县政府办公室
清水县人民法院

清水县第三幼儿园
张家川县委办公室
｜张家川县气象局

张家川县财政局

陇南市武都区道路运输管理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玛ｔ

文明村（８７个）
｜县分公司
水登县柳树镇复兴村
甘南藏族自治州邮政管理局
永登县连城镇滴沟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甘南监管 榆中县城关镇大常村
榆中县新营镇罗景村
｜分局
文明乡镇（４０个
榆中县小康营乡王保营村
榆中县韦营乡
皋兰县石洞镇文山村
酒泉市肃州区丰乐镇
嘉峪关市长城区新城镇野麻湾村
｜金塔县中东镇
酒泉市肃州区银达镇银达村
金塔县古城乡
酒泉市肃州区馋尖镇小沙渠村
玉门市赤金镇
酒泉市肃州区总寨镇西店村
玉门市榜湖镇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陇南 瓜州县河东镇
｜市武都区分公司

岩昌县人民检察院
宕昌县教育局
文县人民检察院

康县县委办公室

４８Ｉ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碌曲县西仓镇

肃北县党城湾镇
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
民乐县丰乐镇
永昌县焦家庄镇

武威市凉州区双城镇

酒泉市肃州区果园镇果园沟村
金塔县羊井子湾乡金新村

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

｜玉门市花海镇中渠村

瓜州县南岔镇八工村
敦煌市莫高镇泾桥村
肃北县石包城乡石板墩村

｜张掖市甘州区梁家教镇四闸村
临泽县倪家营镇汪家墩村
临泽县鸭暖镇古寨村
高台县新坝镇新沟村

山丹县东乐镇西屯村

文县玉垒乡冉家村

文县铁楼藏族乡草河坝村
康县城关镇风凰谷村
康县望关镇楞上村
康县王坝镇廖家院村

｜民乐县民联镇太和村

康县平洛镇团庄村

民乐县顺化镇张宋庄村

成县抛沙镇广化村
徽县伏家镇伏镇村
徽县柳林镇谢坪村
西和县姜席镇谢庄村

肃南县皇城镇河西村
武威市凉州区武南镇青石村

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上庄村
｜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洪祥村
｜武威市凉州区羊下坝镇上双村

民勤县双茨科镇中路村
民勤县夹河镇国栋村

｜古浪县永丰滩镇新河村

天祝县天堂镇天堂村
天祝县石门镇维龙滩村
景泰县五佛乡西源村

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水兴村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陈家面村
｜漳县四族镇牙里村
平凉市崆铜区索罗乡庙后村

平凉市崆铜区柳湖镇土坝村
｜灵台县什字镇草抹村

庆城县熊家庙办事处钱家畔村
宁县和盛镇庙花村
宁县中村镇孙安村

华池县柔远镇李庄村
华池县紫坊畔乡刘坪村

正宁县宫河镇东里村

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闫河村

天水市秦州区太京镇窝驼村

｜天水市麦积区元龙镇井儿村
｜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什字坪村
秦安县陇城镇西关村

廿谷县大石镇马川村
甘谷县八里湾镇谢家沟村
武山县城关镇清池村
清水县郭川镇赵那村
｜清水县王河镇王河村

张家川县大阳镇小杨村
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赵钱坝村

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大坪村
陇南市武都区柏林镇指甲山村
宕昌县南河镇脚力铺村
宕昌县新城子藏族乡岳藏甫村

｜西和县马元镇沙水村

｜礼县永坪镇九图村
｜两当县杨店镇灵官村

酒泉市肃州区西南衔道富康路社区
酒泉市肃州区东南街道汉唐衡南社区

金塔县东北街社区
玉门市新市区街道南街社区

瓜州县渊泉镇县府街社区
山丹县清泉镇县府街社区
｜肃南县红湾寺镇隆畅社区
｜金昌市金川区滨河路衡道龙泉里社》

｜永县河西堡镇吕河路社区

武威市凉州区东大街文庙路社区
民勤县城区街道办事处新关社区
古浪县城关街道办事处上城社区

｜白银市平川区兴平路街道新建社区

｜积石山县石嫉乡肖红坪村
舟曲县城关镇月圆村

陇西县巩昌镇西郊社区
｜平凉市崆捐区西郊街道办事处广场

社区
｜平凉市崆峒区中街街道办事处新民路

社区
庆阳市西峰区南街办事处南苑路社区
｜庆城县庆城镇风北社区

｜临潭县羊永镇李岗村

环县环城镇北关社区
合水县永宁路社区

文明社区（４７个）

｜天水市秦州区七里墩街道罗玉一社区

碌曲县尕海镇杂秀村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张家园社
兰州市城关区盐场路街道盐场堡社区
｜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中街子社区
兰州市城关区草场街街道亚太社区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曹家厅社区

ＧＡＮＳＵ

白银市平川区电力路街道早平川社区

合作市那吾镇加拉村

临源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

年鉴
２Ｏｒｇ］

白银市白银区工农路街道火车站社区

临夏市折桥镇慈王社区村
舟曲县曲告纳镇瓜欧村
卓尼县柳林镇上城门村
卓尼县完冒乡俄化村
合作市卡加道乡其乃合村

甘肃

天水市麦积区北道埠街道工业园社区
秦安县兴国镇映南社区

甘谷县大像山镇东关社区

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北山社区

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建设巷社区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站街道西站东路 康县城关镇西街社区
社区
临夏市城北街道办事处生产社区
兰州市七里河区敦煌路街道郑家庄 合作市念钦街社区
社区

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路街道健康路
社区
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街道铁路Ｉ
社区

（甘委［２０１８］１６号）

２０１７年度全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跨越
发展先进集体名单
１．甘肃华羚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兰州市西固区四季青街道西固巷社区
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街道兰化２５街区 ３．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社区
４． 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市西固区陈坪街道福利东路社５ ５． 金昌宇恒镍网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市安宁区培黎街道培黎社区

兰州市安宁区西路衡道交大社区

兰州市红古区华龙街道华龙社区
嘉峪关市雄关区友谊社区

｜６．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７．甘肃兰药药业有限公司
８．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 ４６９

９．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

舅
甘肃
年鉴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
１０．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 甘肃丝路敦煌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１１．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 庆阳天富亿农耕文化科技股份有 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限公司
１２．淘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平凉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天水黄河雕漆工艺有限责任公司 六、担保公司
｜１Ｂ．３．庆阳市澳恺食品有限公司
族填
４３．甘肃吴翰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 兰州创意文化产业园

４．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责任 ４８．岷县清河源古城文化产业开发有 ｜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市州政府
公司
限公司

５．甘肃斯波特体育设备设施有限 ４９．甘肃丝绸之路文商旅游开发有限 张掖市政府
公司
｜天水市政府
公司
ＧＡＮＳＵ １６． 静宁县恒达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武威天乙生态园
兰州市政府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１７．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 ５１．甘肃云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甘政发［２０１８〕４９号）

２０１９

公司
１８． 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目
公司

１９． 平凉市天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甘肃雪峰源农产品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１．甘肃中盛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２２．陇南康神苦荞生物科技开发有队
公司

５２．张掖金源电力国际旅行社有限
甘肃省五一劳动奖
５３．陇南荣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州 兰州国器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大酒店
兰州宏建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

（甘政发［２０１８］４０号）

２０１７年度省长金融奖茨奖单位名单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３． 白银金安汇农农业专业合作社

甘肃银行

合社

兰州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４．甘肃清河源清真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 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永生集团

白银中科宁能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平
川区分公司

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嘉峪关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
二、证券机构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胃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皋兰
公司
路营业部
三、保险业金融机构
２９．甘肃中仕达贸易有限公司

甘肃丝路敦煌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４０．未来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灌区管理处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张掖公路管理局

公司
甘肃龙腾管业有限公司
廿肃鸿运集团

平凉新阳光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庆阳市西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３０．礼县远亮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成县毕家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甘肃巨鹏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省分公司
甘肃省烟草公司临夏回族自治州公司
３２． 甘肃泛植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合作市城市环境卫生大队
３３． 武威金幸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分行
３４． 甘肃品高食品有限公司
３５．甘肃普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中核四Ｏ四有限公司
公司
３６．临夏青韵砖雁有限公司
四、基金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甘肃兰白试验区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
３７．庆阳凌云服饰集团有限公司
公
供电段
３８．敦煌欢乐盛典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司
五、融资企业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公司
３９．甘肃西雁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昌马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静宁欣叶包装印务集团有限责任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４２． 天水新天丝毯有限公司

４７０｜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平凉市分公司
大禹节水（酒泉）有限公司灌溉设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庆阳供电公司华
池县供电公司南梁供电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陇南 备部
分公司
敦煌西域特种新材股份有限公司Ｐ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检修管
甘肃省地税局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中心
车间运行二班
理部机械检修三班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华能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彩印包装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供
甘肃省白银监狱
车间
电段榆中接触网运行工区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
甘肃新洲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机修班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房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 甘肃河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制剂车间 ｜建段兰州水暖车间
究院
｜制粒组
甘肃省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长庆实业集 甘肃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 （ＢＩＭ）中心
团有限公司
中心
甘肃远达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八０三热电厂 甘肃中大铝型材有限公司立式节能环 程部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保喷涂生产班
甘肃建投钢结构有限公司生产制遣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加工中心模
长庆钻井总公司
具班

甘肃省工人先锋号
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硝酸车间化工

一班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制办

临洮县给排水总公司临洮县污水
理厂

工作室
｜兰州奇正生态健康品有限公司制剂

车间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北煤矿
综采二队
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铁运公司工务

段正线养路工区
庆阳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１路公交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魏家地热
线路

矿综放三队生产一班

庆阳陇牛乳业有限公司品控检测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业信息化部Ｔ运营中心

车间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分行

厂烧结车间综合调度班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何
郁劳模创新工作室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４车
间水浸工段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第二

检班

西和县何坝镇民旺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兰州铭帝铝业有限公司喷涂车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郭大权劳模创新工作室
陇南市武都加林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爱
研发中心设计组
心车队
天水长城控制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成套
宕昌九台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制造部配线组
甘肃福雨塑业有限责任公司创研中心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分公司运行一部运
行甲班

联合分厂油漆创新班

间车工班
二厂净化四组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邹斌劳模创新 ｜甘肃庆华建材有限公司窑炉车间

年鉴

｜车间

平凉新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机电
甘肃丰收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机加一４

甘肃

营业室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天水

市分公司秦安县营业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网络
｜管理中心监控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公司积石山县分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安宁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电 支行
气分场继电班
甘肃省监狱企业集团兰州阀门有限责

圆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卓尼县供电公司 任公司设备动力科
城关供电所
甘肃岷县农村裔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寨支行
玛曲县黄金冶炼厂生产车间

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齐少伟劳模
中国石油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桃树坪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
新工作室
｜ 厂常减压车间运行四班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安装建设 加油气站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采油厂
｜ 公司宁夏分公司赵炯班
金昌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炼铁

金财务部

杨义兴劳模（高技能人才）

作业区

天水六九一三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ｉ

创新工作室

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发电班

成套电器车间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机车车间电气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变 工段电一班
电检修室电气试验二班
作业区四工区
嘉峪关机场公司机场运营部＂青于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４７１

蓝＂服务班组
目组
｜东航运行控制中心甘肃运控部飞签 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李家村水文站

分部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郑州分公司郑州剂

甘肃

年鉴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临夏
分公司网络部传输动力维护中心
甘肃省公路路玫执法管理局临泽公路 嘉峪关大友企业公司铁合金厂２号炉
路政执法管理所
｜冶炼一班

甘肃省公路路政执法管理局定西公

库生产运行班
甘肃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景泰乾丰
沙塘子风电场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成县高速公路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大

收费管理所

路政执法管理处

院场务会务部
甘肃省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陇中高：
殖ｇ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轨道 阴湿区（渭源）马铃薯综合实验站

ＧＡＮＳＵ ２号线２－ＴＪ－４项日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甘肃农星天牧乳业有限公司犊牛部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天
水分公司网络运行部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西和县恒安工矿贸易有限公司采矿厂
｜南采区
酒钢肃南宏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运行丁班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６号）

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状
庆阳市西峰区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二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
分局

（会川实验站）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办公室
合科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高台县宏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巴基斯坦代表处运行部集控运行 甘肃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石门实验站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三值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迭部林业局林业裁 ｜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测综合设计队一分队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县支行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陇西车
务段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石油工程 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兰州矿７

监督公司第五ＱＨＳＥ监督站监督

二班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酒泉市分公司
｜维护部

｜勘查院中心实验室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２号）

甘肃省五一劳动笑状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老君庙采
油厂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
油厂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甘肃分公司华电瓜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州干河口第七风电场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么
｜Ｃ１０线改扩建工程项日经理部

金昌鑫华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长庆井下技术作业公司压裂一大队

嘉峪关市第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工人先锋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 白银公司甘肃厂坝有色金属有限责任

甘肃省劳动先锋号
｜榆中县贡井林场郝家营造林！

兰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

冶炼厂
甘南藏药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成州锌冶炼厂维修丙班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
设施部

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一科

甘意省工人先锋号

肃州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业务股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

甘肃省天水公路管理局高等级公路养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装焊

｜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兰

｜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宋建荣劳模创 甘肃电器科学研究院设备运行维护组 州轨道２号线一期２－ＴＪ－３Ａ项目部
｜新工作室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含能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装配车间钳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外周介入组
｜材料分公司化工六厂系统二工段

五车间手工焊班
｜护管理中心秦安养护工
分局
金昌金泥商碎有限责任公司商碴车间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区采矿五
｜工区生产甲班
甘肃省定西公路管理局通渭公路管理 二班
段工会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闪速
｜炉车间生产班
庆城县岐伯中医医院内二科
机务段整备车间内燃专整组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米登海劳模创新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 金川集团镍都实业公司矿山金属结构
件厂成型班
工作室
电务段柳沟南信号工区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客驳中心
灵台县惠民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运行班 金川集团信息与白动化工程公司服务
甘肃省地矿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 甘肃海旺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事业部铜冶化工组

院张授城区及外围地热资源普查项

４７２｜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钢筋班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粉矿悬浮磁化培烧选矿改造工程项
目部工程组
甘肃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任公司铸
一分厂轧制二工区
长掖市新大弓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研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七采油
山城采油作业区

甘肃省歌剧院演员剧团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二采油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
厂板桥采油作业区庄七接转注水站 甘肃省审计厅经济责任审计三处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陇东天然午 甘南州玛曲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发组
甘肃赫峰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组培韶

项日帑试采作业区庆１集气站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附件车间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建设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钻井总公
第五分公司
司３０１０９钻井队
甘肃刘家峡水电建筑安装检修有限公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固井公司
司刘家峡洮河口扩机工程第五、第 ＣＪ１２２１５队
六标段项目部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井下技术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体 作业公司Ｓ００５０３ｇ
化所精密焊接工段
中核兰州轴浓缩有限公司第一车间四

期运行值

教煌研究院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培训中心培训科

甘肃省女子小轮车队
甘肃日报社每日甘肃网奥情部

甘肃

｜务部

２０Ｉｇ

华润雪花啤酒（甘肃）有限公司财 年鉴
白银市白银区总工会

中国石油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西路加

ＧＡＮＳＵ

｜油气站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平游

司甜永高速公路项目设计５标项 分公司

临夏州积石山县俊全种养殖农民专业
中核兰州轴浓缩有限公司第五车间高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甜永高速 合作社
压变电运行班
公路ＴＹＫＺ３标项目经理部
｜兰州市西固区妇女联合会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武威供电公司建
设部

目组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兰州市七里河区妇幼保健站

渭武高速公路土建第七合同段项目 ｜兰州陇星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部
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甘肃光明电力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昌吉一古泉＝１１００ｋＶ特高压直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 金昌市金昌花文化博览馆
流输电线路工程监理部
公司渭武高速公路陇南段设计４标 酒泉市级财政国库支付结算中心

华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昌吉一古 代表组
泉±１１００ｋＶ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
程施Ｔ项日部（甘４标段）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定西
务段天水南高铁线路车间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西机
务段兰西动车运用车间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电
务段定西高铁信号车间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

酒泉市肃州区东南街道金泉路社区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兰 张掖市民乐县妇幼保健院
州新区职教园区商业综合配套一期 张搬市山丹县幼儿园
工程项目部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７号）

大学第一医院门诊综合大楼项目部 省人社厅表彰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光 甘肃省三八红旗集体名单（５０个）
项目部
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甘谷县久 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公司
张掖市甘州区公安局１１０指挥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宕昌县／ ｜兰州市公安消防支队城关区大队
公司
天水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鸭儿峡采淮 金吕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厂采油队
河西学院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建筑安装工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程处安装二队安装一班

｜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兰州星锐轨道交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 武威市民勤县地方税务局征收服务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兰 分局
州轨道１号线一期ＴＩ－１１项目部 白银市第三人民医院
施工技术部
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东关社区

甘肃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天水市公安局麦积分局出入境管理
大队
天水市武山县城关镇东关社区

｜天水市甘谷县人民医院妇产科

平凉市崇信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

平凉市华亭县西华镇妇联
庆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

国网庆阳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地区监控班

定西市临流县人民医院
定西市眠县中医院（产科）
陇南市武都区妇联

中国石油长庆油Ⅲ分公司第二采油厂 甘肃省平凉公路管理局灵台公路管理 陇南市徽县实验小学
南梁采油作业区梁一增井区

段灵台养管站

临夏州国家税务局监察室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４７３

临夏州康乐县人民医院妇委会
甘南州合作市环境卫生大队

（甘人社厅发［２０１８］１２号）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栗 亮
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

甘肃

年鉴

ａ０

先进人物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ＯＫ

部部长
铁建林兰州市西固区文明办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

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樊锦诗（女）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全国环境系统先进工作者
温 飞甘肃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陈江珊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办
（甘肃省环境规划院）办公室主任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９号）

人杜部及国家部委表彰劳动模范
李边都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
曲林业局憨班铺林场场长

魏爱忠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黑
虎林场工人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７号》

事处主任

王秀梅 兰州市红古区文明办主任科员

许先文 榆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
全国工会系统劳动模范
熊邓军 兰州市文明办副调研员
王 芳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晓霞兰州日报时政评论部副主任
吴全玉 嘉峪关市实验小学校长、党
工会办公室负责人
张跃山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工会经济技术宜教文体部部长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２７号）

支部书记

｜杨秀琴 嘉峪关市雄关区祁连社区党

委书记、服务中心主任
刘晓庆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全国林业系统先进工作者

公司公共服务中心党群办宣传主办
全国工会系统先进工作者
邱玉福 定西市安定区总工会常务副 ｜王中海 酒泉市文明办综合科科长
究院
王保尧 酒泉市肃州区文明办副主任
主席人社部、中华全国总工：
龚文鹏 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淡
陈秀云 金塔县公安局政治工作办公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２７号）陈
河林业局局长
刘虎俊 甘肃省防沙研究所主任、研

文玉红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林业局
省委省政府表彰
副局长
庄丽媚 甘肃省清泉市肃州区林业技
｜术服务中心站站长

第十四批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７号） 工作者

｜吴燕姚 省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全国供销系统劳动模范

１．甘肃省康县长坝供销合作社主
｜任汪永明

室副主任

｜向军玉 门市委宜传部副部长、市文
明办主任

武生祥 瓜州县文明办主任

贺万辉 敦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董元儒肃北县县城小学校长

马小英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机关党委 吴邦闲 阿克塞县文明办副主任
专职副书记

王逢杰 张掖市广播电视台党委书

除英花 甘肃调查总队机关党委专职 记、台长

２．甘肃省民勤县西坝中心供销合 副书记
作社主任包忠山
宋学琪 省直机关文明办调研员

（人社部发［２０１８］８号）
张 森 兰州市城关区委常委、宣传

４７４Ｉ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张洪清张掖市甘州区区委常委、宜
传部部长、区文明委副主任

王 勇平凉市文明办副主任科员 张林平 玛曲县委宣传部干部
目赵志勇 山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李志文 华池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甘委〔２０１８］１１６号）
孟越祖高台县城关镇党委书记

组书记、局长
赵玉林 民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
文明办主任

薛蚀义 合水县老城镇党委书记

郑久勇 庆城县文明办主任

装俊有 环县文明办主任
勒素芹金昌市文明办秘书科科长 张宏庆 阳市西峰区文明办主任

｜ 常青华 金吕市金川区委宜传部副部 惠志平镇原县文明办副主任
长、区文明办主任
｜陈乏娓 宁县文明办干部

张发军 金川集团铜业公司党群工作
部主任
韦义德 武威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科科长

张小刚 正宁县文明办干部
丰艺明 天水日报社总编辑

拳羽飞 天水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科
张笑青 天水市教育局副局长
吕立新 武威市凉州区政府政务服务 付建红 天水市住建局办公室主任
中心副主任
李新社 天水市交警支队办公室主任
｜薛全玉民勤县妇联主席
杜赤春 天水市秦州区环卫局局长
李兴国古浪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晓宏 清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俞 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甘肃

分公司东岗分局段家滩支局支局长
王保华白龙江林管局迭部林业局林 年鉴
政稽查队队长

丁学廉 兰州市第十九中学教师

周磊 白银昌元化工有限公司党」

２０ｅ

ＧＡＮＳＵ

支书记、总经理

潘从明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贵金
属分厂提纯班班长

｜崔占英 民勤县威踏环保有限责任公

邢永率 天祝县文明办干部
强 杰 珑南市武都区鱼龙镇宁家山 司维修班班长
｜陶 军白银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 村委会主任
马宏胜（回族） 临夏州华安生物制
员、市运管处处长
｜白翠梅 宕昌县委常委、宜传部部长 品有限责任公司品质部部长
藤晓平白银市文明办未成科科长
｜杨 扬 康县城关镇党委书记
徐秉良（女）甘肃农业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锡旺 白银市文明办城乡环卫科科长 张虎林成县黄渚镇党委书记
陈忠样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许立龙 白银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郝世俊徽县教育局局长

王艳白 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交警大 刘卫平 西和县十里镇党委书记
队科员
杨凤礼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
刘旺喜 会宁县委宜传部干部

司定西工务段桥隧工

（总工发〔２０１８］１２号）

办主任

罗娟两当县泰山乡党委书记
南志明 通渭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马少波 临夏市卫生计生党工委：
董华陇 西县委宜传部副部长、县文 记、市卫生计生局局长
明办主任
｜祁先军 临夏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丁月临 洮县第一实验小学校长
陈 洪 永靖县城管局局长
黎辉漳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主 虎凌红和政县文明办主任
文明委副主任
｜韩康永 康乐县税务局主任科员
都玉．宏 定西公路管理局高等级公ｉ 装晓花 广河县文明办主任
｜赵众炜 定西市安定区区委书记

甘肃省五一劳动奖４
魏列金甘肃省皋兰县第一中学教师
王新明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安宁馨苑项目部物管员
尹建敏（女、满族）兰州市红古区
鑫源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志刚兰州市西固区中医医院院长
鲁明娟（女）永登县爱萍商场保

养护管理中心党支部副书记、主任 马东升 东乡县锁南中学党支部书 洁员
｜何丽芳 通渭县文庙街小学校长

记、校长

张立定 西市委宣传部创建协调科科长 成 蕾 积石山县刘集中学政教处副
孟文平 平凉市崆单区委宣传部尘部长 主任
张静平 泾川县汭丰镇党委书记

张想想 方大炭素公司压型厂主管
程师
｜万中枢 天水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

｜王奉芬 舟曲县委常委、宣传部部 党支部书记

周机华灵台县文明办干部
｜长、县文明委副主任
田小刚 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针灸科
主任
信国辉 崇信县柏树镇信家庄村民、 桑老夏 河县藏医医院院长
柏树镇群众文艺协会会长、红白理 ｜安玉海 迭部县委常委、宣传部曾 ｜郭 娟（女）甘谷雅路人麻编鞋业
事会副会长

李赐华华亭市城市社区管委会干韶

｜李 鑫 庄浪县南湖镇党委书记

赵宏军 静宁一中党委书记、静宁县
教育局局长

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滕丽萍 卓尼县文明办干帑
张来斌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久麦道吉 合作市佐盖曼玛镇卫生院 天水卷炳厂卷包车间主任
长、县文明委副主任

院长

李永喜 临潭县文明办干部

陈双红（女】天水羲通公共交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运二公司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４７ｓ

置
甘肃
年鉴

驾驶员
兽医
司嘉峪关机务段指导司机
张雅莉（女）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
需景和 景泰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邓 农（女）庆阳市第二
杨 磊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 副院长
有限公司陇西车务段车站值班员
｜科和介人医学科主任
杜彩峰（女）庆阳市东方红小： ｜刘勇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万家辉 甘肃鸿鹏建筑工程有限公 教师
司兰州北车站指导司机
１０２项目部钢筋班班长
｜刘占学 华池县盛力食品有限贡任２ 胡小春 甘肃省地质矿产助查开发局

柴国案 金川集网股份有限公司镍冶 司董事长

｜炼厂镍电解一车间电解班班长

｜杨立平 礼县交通运输局路政大队大
｜吕平成 金昌市人民医院外二科主任 队长

２０１９｜ 潘剑东 金昌宇恒镍网股份有限公司 郑纪明 文县寨科桥电力有限责任公
ＧＡＮＳＵ 镍网研发车间主任
ＹＥＡＲＢ８００ＯＫ

司芝麻山电站厂长

吕 杰（女） 酒泉钢铁（集团）有 杜建军 甘肃良恒实业有限公司良恒

商业广场副经理
限责任公司职工培训中心教师
曹丹超 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黑 马俊蛟（东乡族）临夏州公安局Ｈ

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分队分队长兼
技术负责

鲁 锐（蒙古族）甘肃省引大人ｉ
工程管理局白银供水管理处黑石川
水管所黑二支站站长
王大军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龙 甘肃省长城建设集团有限责

｜沟作业区内燃检修班班长
人境管理处外管科科长
｜ 任公司设备租赁公司塔吊司机
吴建明 甘肃飞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黄良萍（女） 临夏市新华小学教师 ｜曹志斌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
六分公司项目部技术负责人
马隆香（女、藏族）夏河县人民医 公司兰州分公司工艺设计
田宝如 甘肃省武威公路管理局应急
张晓云（女）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 院外科护土长
科主任
齐君扎西（藏族）甘南州合作第一 ｜抢险保障中心机械操作员
｜王志军 酒泉奥凯种子机城股份有限 小学校长
｜李 晋 武都高速公路收费管理所余
公司维修班班长
｜家湾巡检队队员
何晓玲（女）中国石油甘肃白
尚兰英（女）甘州区妇幼保健院 售分公司泰运加油站经理
梁吉清 中国铝业连城分公司电解一
院长
史长武 中央储备粮高台直属库有限 厂副主管
赵光华 临泽宏鑫矿产实业有限公 公司保管组长
｜李城德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
电工
张建君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经济社
站长
张小玲（女） 甘肃银河食品集团有 发展研究所所长
｜孙利民 甘肃省国家税务局人事处主
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包装工
间浩文 兰州交通大学测绘与地理信 任科员
朱会文 古浪县特色林果产业中心 息学院院长
｜李永安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 毅 甘肃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王家山煤矿一号井区长
主任
白慧萍（女）武威市凉州医院扌

主任

｜土长

沈国斌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

王永武 武威大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主管

装配分厂工长
刘勇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鼓
公司精密制造分厂副厂长
马动涛《回族】兰州空间技术物理

张军智 甘肃省漳县第一中学教务
｜主任

李成龙 酒锅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
公司陇西分公司阳极组装作业区维
护工区区长
田春花（女）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马铃薯脱毒培养室
主任
包岷武岷县人民医院院长
陈 源平凉市第一中巾学语文教师

张其堂 窑街煤电集团公司三矿综采

队队长
汪俊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洮
分公司新添营销中心经理
段永鑫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信
｜ 息技术局运维部配套组组长

曹积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
公司嘉峪关分公司市场经营部业务
薛谦谦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嘉绵
研究所项目负责人

关、酒泉供电公司继电保护专业管

｜管理

理专责

赵晓亮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赵宣安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工会 甘南州分公司网优业务主管
主席、西和县大桥镇韩河村第一书 余北装 张掖市甘州区地税局管理二

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
｜分局主任科员
｜魏兴利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 ｜段国建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郭晓娟（女）平凉市人民医院口腔
建设甘肃工程有限公司热机公司党 科技处运维管理科副主任科员
科副主任医师
霍晓斌 天水秦州农村合作银行太京
总支书记
任百灵 灵台县康庄牧业有限公司张永忠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

４７６ Ｉ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支行行长

钻井总公司５０６９８钻井队队长

张伟清 中国石油玉门油Ⅲ分公司油

刘新字 中同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
｜甘肃省五一势动笑章
田建斌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 石油工程监督公司靖边监督部经理
二车间机械检修工段二班班长
陈向鸿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
｜李柏旺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工程 赖 清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田作业公司压裂队队长

高智强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
二采油厂设备管理科科长

机械分公司技术组组长

李 博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公司兰
段廷智 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党 ｜ 州新区职教园项目部安全总监、副
公司装焊一车间班长

逦传信白龙江林业管理局舟曲林业
甘肃
经理
局大草滩林场大草滩管护站副站长 ｜委书记、董事长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７号） ｜年鉴
赵鹏飞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王 昕 白银公司甘肃厂坝有色金属
航站区管理部信息设备管理室副 有限责任公司成州铎冶炼厂副主任
经理
许艳履（女）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 授予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宽原工 ＧＡＮＳＵ
医＂名单
焦斌志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司热电公司热电二车间综合值长
分公司飞行部飞行二分部高级经理 杨秉松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钻 赵洪刚 甘肃银光集团化工三厂某工
组组长
冯 政 中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有 研究院高级技师

２０ｇ

限公司线路运输所高级工程师
蔚永靖（女）中国石油西北销售
州分公司生产运行四班班长

黄兵华 甘肃省酒钢天成彩铝有限责 ｜王玉明（藏族）甘南藏族自治州卓
任公司铸轧一分厂厂长

尼县喇嘛崖洮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解涛甘肃省山丹福利水泥厂电工 人，国家级制现艺术大师
王卫东 中国石油西北化工销售乌鲁武 瑜 八治第二建设公司第三分公 孙青先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石油
木齐分公司调运科科长
司执行董事、党支部书记
化工厂乙烯联合车间乙烯装置操

般克诚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八Ｏ 付廷勤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 作工
三热电厂检修部汽机专工
水电厂副厂长兼洮河口排沙洞扩机 杨锡仓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首
｜马国荣（回族）华能平凉发电有限 工程业主项目部负责人
席专家，中药学技术顾问，中华中
责任公司检修部主任
梁建虎 甘肃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医药学会炮制分会理事
李云鹤 原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
杨 民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 ｜公司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公司河口水电厂运行值长
王海涛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工会 所长，国内著名文物修复保护专家
张立忠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电务电化 主席
魏晋辉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
张得科
甘肃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输
｜工程有限公司项日副经理
｜一车间供取料高级技师
梁东平中国石油长庆油Ⅲ分公司采
金永山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饲草产 电施工三分公司项目总工
业部部长
丁岩龙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油二厂井下作业大队井下作业技能
专家
丁 楠 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甘 司兰州供电段接触网工区工长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８号）
李海军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肃分局气象合预报员
司定西工务段桥隧工
程生龙 甘肃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４
全省职工职业技能大不优秀选于和职
限公司古浪县分公司线路维护员 常正宗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

续瑾（女）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公司劳务公司木工班长

｜司天水分行个人业务部经理
｜魏周胜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
固井公司高级固并工程师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２号）

甘肃省五一劳动笑章

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完成人名单

孟治廷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分 ｜李瑞霞（女）永昌县兽医局河西堡
兽医站助理兽医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
｜工职业技能竟赛＂水生动物病害防
油化工总厂党委副书记、厂长
｜治员＂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公司渠道平台部经理
｜来进和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

赵怀涛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
｜十采油厂乔河采油作业区经理

张鹏字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钢筋工（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

李建军 天水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党 夏洪先（女）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 技能竞赛＂钢筋工＂省级一类决赛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 公司物资供应处庆阳供应站材料班 第１名）

刘建明 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分公司岁

委书记、总经理

保管员

魏军伟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宋耀荣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调试 公司砌筑工（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６号） 车间技术组长

张宏耀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

技能竞赛＂砌筑工＂省级一类决赛
第１名）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 ４７７

ｋ全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数控董 平 中国

甘肃
年鉴

ａ０ｇ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地球化

｜车工（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主管（２０１７年 学勘探＂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赛＂数控车工＂省级一类决赛第 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网络安 ｜杨佳林 兰州城关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１名）
全＂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公司物业管理员（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
主鲁合 甘肃省甘南州合作市地方税
犬文东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百
职业技能竞赛＂物业管理员＂省级
一类决赛第１名）
编辑（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２０１７年全
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征收管理＂
张 宁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甘肃分公
赛＂编校技能＂省级一类决赛第
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司专责工程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
１名）
力 兰州市城关区疾病预防控制 ｜ 业技能竞赛＂风力发电运行修理＂
王字飞《满族）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学院讲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 中心副主任（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 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能竞赛＂高职高专教师教学＂省级 技能竞赛＂免疫规划及疫苗可预防
一类决赛第１名）

传染病防控＂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鹏（女）嘉峪关市农产品质量 汪鹏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安全监督检测中心工作人员（２０１７ 原生物实验室主管技师（２０１７年全
｜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竟赛＂种植业 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卫生应急＂

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产品检测＂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马建民 甘肃省测绘工程院工程师 张丽（女）甘肃省金昌监狱狱政

王翔中国石油长庆油Ⅲ分公司第
｜五采气厂作业四区觑队长（２０１７年
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采油工＂

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路顺顺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
｜ 井下技术作业公司Ｓ００５１４队井下作

业工（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管理科副科长（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 赛＂井下作业工＂省级一类决赛第
＂工程测量员＂省级一类决赛第 业技能竞赛＂刑罚执行＂省级一类 １名）
决赛第１名）
常全忠 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１名）
视祥伟 兰州中心气象台短时临近预 限公司责任工程师（第十届全省职
著琴（女）地期中心甘肃总队方
水三和数码测绘院组长（２０１７年全 警室科长（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 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
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地图绘制 能竟赛＂天气预报＂省级一类决赛 ｜ 杨 宏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
员＂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第１名）
珍爱（女）甘肃红川酒业有限责
张伟年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电解
二车间技师（２０１７年全省取工职业 任公司品酒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
技能竟赛＂电解精炼工＂省级一类 业技能竞赛＂品酒师＂省级一类决
赛第１名）
决赛第１名）
彭 华（土家族） 洒钢集团能源中 曹继元 定西市环境监察支队副主任
心发电三分厂运行值长（２０１７年全 科员（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
｜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锅炉操作 赛＂环境监察执法＂省级一类决赛
第１名）
工＂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张路佳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 条虹艳（女）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
公司检修工（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 所保化室工程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ＩＴ
技能竞赛＂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 职业技能竞赛＂食品检验＂省级一
｜员＂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类决赛第１名）

限公司高级工程师（第十届全省职
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特等奖）
｜苏永红 甘肃省地矿局第一地质矿产
期查院技术主管（第十届全省职工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徐迎新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长庆

井下技术作业公司工程技术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第十届全省职工优
｜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郭 锐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伊
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党支部书记兼副
主管（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
新成果一等奖）
赵彦旭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罗宏平（土族）国网甘肃省电力公 王月玲（女）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
司刘家峡水电厂电气分厂继电班班 所主管药师（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 高级工程师（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
长（２０１７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技能竞赛＂药晶检验＂省级一类决 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继电保护员＂省级一类决赛第 赛第１名）
高新民 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１名）
王丽丹（女）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梁 超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 ｜ 高级工程师（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

司兰州车辆段动车组机械师（２０１７
信息通信公司信息通信工程中心运 年全省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动车组
行组组长、安全员（２０１７年全省职 机械师＂省级类决赛第１名）
工职业技能竞赛＂信息通信运行安 杨志勇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全＂省级一类决赛第１名）

４７８｜Ｉ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龙世铭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区技术员（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技

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工程师（２０１７何牙
何宏恩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检修维护部水工班班长

（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
果一等奖）
姜琪 甘肃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自

治工作处处长
霞甘肃省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

主任科员

史莉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

科员

杨 静 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无线
传输中心计财科科长

马瑞芳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
兰州分院党总支副书记

铁山矿运选作业区作业长（第十届 ｜ 判第一庭庭长
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 位海燕 平凉市崆峒区人民检察防
｜操艳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
等奖）
运动员
告申诉检察科科长
郭自新 中国石油长庆油Ⅲ分公司第 任淑芸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皋兰 叶转转 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 甘肃
年鉴
运动员
五采气厂高级工程师（第十届全省 路派出所周家庄社区民警
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张蕊玲 定西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主 冯 霞 甘肃省委党校后勤服务中心 ２０１９］
任科员
综合服务科科长助理
薛天军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
ＧＡＮＳＵ
责任公司首席工艺师、技术研发中 王 竟 甘肃省省直机关工委组织部 谢志蝇 甘肃日报社时政部副主任、
心主任（第十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 ｜副部长
高级编辑
创新成果一等奖）
陈 炜 国网张掖供电公司供电服务
龙 晖（满）甘肃省财政厅办公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２９号〕

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
马进伟 国网积石山县供电公司口
滩镇供电所所长
（甘总工发〔２０１８〕７３号）

副主任

于颛鹏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 赵 莉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
关工会专职副主席、厅直属机关女 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工委主任
尚凤琴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
左 燕 甘肃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

公司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科员

｜王晓慧 国电靖远发电有限公司检修

５ 锋 甘肃省教育厅羞
处长

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

｜靖华 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
尹建敏兰州市红古区鑫源天然气有 研员
限公司董事长、兰州鑫源现代农业 张琳惠甘肃省第一强制隔离戒召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梅珍 临夏回族白治州和政县隆兴

中心副主任

纪委主任科员
朱慧宁 甘肃省白银监狱监狱财务

部热控班检修组长、工程师
｜缪飞娟 白银市会宁县农村商业银行
｜ 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部

经理

主妍 甘肃天虹优质驴全产业化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解 晖 甘肃省妇联办公室主任

春苗木种植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党支部书记、科长
耿 军 甘肃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事长
李海芬 甘肃省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处 刘世英 兰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杨丽蓉庆阳市庆城县册铺镇韩湾村
｜妇联主席

王文萍 天水菜篮子实业（集团）有

主任科员

｜李晓红（回）甘肃金果健康产业集
李秀虹 甘肃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经办处主任 周期 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科员
局专技处处长
何继红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 韩国俊白银高速公路路政执法管月
梁婷婷 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火４
所杂粮研究室主任
大队经济师
站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罗晓玲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
黄志新
兰州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公司
王 琳 甘肃省图书馆报刊部主任、
３ １ 路驾驶员
心场地自行车队运动员
副研究馆员
｜限公司董事长

吴 茹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甘肃省三八红旗手

馆员

苛秉红 兰州市七里河区秀川街道
川社区党支部书记

张淑兰嘉峪关市新城镇安远沟村党

袁 莹 甘肃省卫生计生委人事处量
处长
支部书记
｜王小玲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 王海琳 甘肃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喻辅梅 酒钢集团宏兴股份不锈钢分
政保卫处财务会计
｜ 徐菲菲 甘肃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 公司冷轧一厂责任工程师
张惠蓉 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 科员
王香琴 金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处主任科员
利琴 甘肃省质检院化工室主任
王生霞 金昌市丽城职业培训学校副

王 旭甘肃省委办公厅政治处副

廖士俊 甘肃省委宜传部基层思想政

高珊 甘肃省统计局能源处主任

校长

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４７９

署
甘肃
年鉴

２０

闫 辉 酒泉市玉门市妇女联合会党 同丽萍 天水市张家川县刘堡学区中 陈 静 陇南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心幼儿园园长
组书记、主席
王慧敏 陇南市成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南万爱天水市清水县王河镇魏湾村
付桃美 陇南市文县石鸡坝镇古家沟
王 丽甘肃东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
总藏
武 芳 天水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财 罗彩花 陇南市康县铜钱乡罗坪村村
鲁银花 敦煌市阳关镇龙勒村党
务科副科长
委会主任
书记
娜仁其其格（蒙） 酒泉市肃北县娜 王军琛 平谅市公安消防支队腔前
王 玲陇南市西和县石峡镇妇联

仁蒙古服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大队副大队长
主席
李金花 酒泉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姚鑙玲 平凉市静宁县妇幼保健院 瞿香梅 临夏州永靖县陈井镇瞿家庄

王爱琴 张掖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院长
村村委会主任
ＧＡＮＳＵ 胡菊花 张掖市甘州区新墩镇隋家寺 柳秀娟 平凉市崆峒区妇联党组成 覃 霞 临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部主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村村委会主任
｜员、副主席
任、主任播音员
刘建玲 张掖市临泽县福荣大酒店总 张向梅（回）平凉市新生药
马阳梅（保安］临夏市八坊小学支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部书记、校长
｜经理
贺雪丽 张掖市肃南县动物疫病预防 马银萍 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民 马青芳（保安） 临夏州积石山县吹
村党支部书记、妇联主席
麻滩镇后沟小学一级教师
｜控制中心兽医师
王 梅 武威市民勤县北街小学二级 刘小冀 中国电信庆阳分公司无线维 牛彩玉（藏）甘南州临潭县妇联
教师

周晓慧 武威市妇联办公室主任

护中心副经理
主席
吕文彩庆阳市华池县活力种植农民 任秀红（藏）甘南州舟曲县妇联

柴爱梅 武威市古浪县上门镇众兴ｉ

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淑荣 庆阳市环县妇联主席
冷 木（藏）甘南州迭部县尼傲乡
李 琴 武威市凉州医院急诊科护上 岳小兰 庆阳市庆城县城市环境管理 尖尼村冷木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局环卫工人
长、主管护师
社法人代表
杜汉杰 白银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李玉红 甘肃陇原九方药业有限责任
张淑一白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三 公司董事长
｜任医师
张永翠 白银市景泰县景秀刺绣农民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 荟白银市平川区林业局林业高

（甘人社厅发［２０１８］１２号）

黄 静 定西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 【化秀运动员】
副主任医师
姚变娃记一等功
张娅儒
记一等功
任艳艳 定西市渭源县清源一小教
师、启想青少年服务中心巾载志

［化秀教练员】
缓工程师
愿者
高肿霄 天水市秦州区妇女联合会副 南新霞 定西市通渭县西关小学中级 ｜马正远 记一等功
主席
教师
张 烨 记一等功
李晓琳 天水市秦安县人民医院护理 漆 侠 定西市漳县人民法院行政审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果 亮
部主任

４８０ ｌ先进单位与先进人物

｜判庭副庭长

省人社厅、省总工会、省妇联）

斜战判员方省限企严产品

甘肃

四４ｓ课

年鉴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８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名单
甘政发〔２０１９］２号

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年福忠、赵千川、郭 戈 ２０１８—７３—００９镁、纲冷金属过渡

２０１８—Ｚ２—００５食品药品安全性评价 ＣＷＩＴ熔一钎焊润湿模型连接机理及
的吸附萃取新材料与色谱分析新技术 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Ｚ１—００１油水分离材料的仿生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师彦平、陈 娟、李 ｛
设计制备与性能调按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极完成人：曹容、陈剑虹、孙玉萍

｜林巧力、常敬欢
陈方方、宋听明
提名专家：刘维民工锐
１８—Ｚ２—００６若干复杂物理体系日
１８—Ｚ３—０１ＯＳｎ／Ｚｎ 氧化物纳米结
主要完成人：郭志光、周峰、张俊平、
的非线性动力学研究
构的可控构筑及有机污染性气体敏感
李静、张招柱
探测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２０１８—Ｚ１—００２几类非线性方程解的
主要完成人：段文山、韩娟芳、林麦麦、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分歧、烟破及行波的波速
｜杨 阳、，张恒
主要完成人：马书懿、徐小丽、杨贵，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２．２０１８—２—００７工频电磁场下心电
李向兵、万桂新
和脑电活动的若干问题研究
）１８—Ｚ３—０１１含芳杂环侧链的截短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侧耳素类衍生物的化学合成与构效关
二等奖
系研究
２０１８—７２—００３中生代以来化石植物 主要完成人：马 军、王春妮、新伍
宋欣林、秦会欣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多样性演变与古气候定量重建
三等奖
与兽药研究所
推荐单位：兰州大学
要完成人：尚若锋、梁剑平、衣云縢
２０１８—Ｚ３—００８ 动物重要寄生虫线粒
主要完成人：孙柏年、解三平、吴靖：
刘宇、郭文柱
体基因组解析及系统发育研究
｜ 闫德飞、杜宝霞
主要完成人：马如云、高承华、张国宝
冯斌华 路艳琼

２０１８—７２－００４复杂网络上信息传播、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

耦合及同步问题建模与分析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２０１８—Ｚ３—０１２中子引起的稀土同位

研究所
｜ 素核反应激发函数研究
要完成人：朱兴全、刘国华、贾万忠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罗均华、拓 飞、蒋励、
｜林瑞庆、闫鸿斌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４８１

孔祥忠、刘振来

甘肃省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甘肃基动密封材料关键共性技术及工程
年鉴 应用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８０ＯＫ

技术集成与应用
｜推荐单位：张掖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薛 龙、华 军、韩顺

２０１８—ＦＩ—００１高技术工业用聚合物

２０１９

薛瑞清、王进新、杨 杰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
２０１８一Ｆ３—００８ 马铃薯分层结薯裁堆 公司、中国石油期探开发研究院西北

２０１８—Ｆ３—００９５—氨基乙蔗丙酸创新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合成及其应用

主要完成人：王齐华、王廷梅、张新瑞
术创新及应用

药系列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程红玉、陈叶
陶立明、霍英杰、刘洪
０１８—Ｆ１—００２边坡工程灾害防控技 ０１８—Ｆ３—０１０ 直接药液转移法配

推荐单位：兰州市科技局

推荐单位：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上要完成人：董建华，王雪浪、董旭光 理委员会
言志信，郑静、周自强

｜二等奖

制剂参与胃稿发病的作用机制及治疗

张文斌、杨雅萍、孙炳玲 价值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王俊科、宗盈晓、引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分院
２０１８—ＪＩ—００３选择性 ＣＯＸ—２ 抑

主要完成人：董 黎、刘 涛，孟！

｜汪净、杨亚楠、贾丽荷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学会）

主要完成人：周永宁、陈兆峰、姬 瑞、
郭庆红、刘敏、胡泽楠、
Ｅ玉平、李 强、刘小军、
李春梅、王丽娜、叶玉伟、
｜袁 浩、赵越、路红

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２０１８—ＩＩ—００４新型安全畜禽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防治药物的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８—Ｆ２—００３新型ＡＬ—Ｔｉ—Ｃ—ＲＥ ２０１８—Ｆ３——１１超硬透明复合薄膜的 ｜推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细化合金制备工艺研究及其产业化
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主要完成人：丁万武、赵文军、夏天东

制备、计算模拟和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婴完成人：陈 奎、张星、郑小斗
董丽梅、刘广桥、陈建宏

上要完成人：张继瑜、周绪正、李 冰、
魏小娟、程富胜、李剑勇、
牛建荣、尚小飞．陈国明、

廖成斌、刘希望、杨亚军

黄金法、徐仰涛、李庆林

２０１８—Ｆ２—００４大型高地隙自走式玉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
米抽雄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一等奖
｜推荐单位：酒泉市科技局
２０１８—ＪＩ—００１环境与气候灾害集成
主要完成人：贾 峻、付秋峰、陈
侯景僖田燕、贾莉 探测技术与应用
│２０１８—Ｆ２—００５两系法胡麻杂种优势 推荐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黄建平、张铺、闭建荣
｜利用关键技术与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建平、王利民、党 照

｜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

｜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湖北武当动物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中牧生物药业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Ｊ１—００５青藏高原工程走廊冻
｜土工程耦合作用及其长期稳定性研究

推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马 巍，牛富俊、穆彦虎，
黄忠伟、史晋森、张 强、
李国玉、喻文兵，周国庆、
张北斗、王胜、王国印、

命祁浩，张建明、吴青柏、
梁捷宁、周天、田鹏飞
赵利、赵玮、李闻娟
｜温 智、吴志坚孙水宁、
２０１８—Ｆ２—００６ 高轻收蛋油催化裂化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中国气象局
齐吉琳、林战举，郭建文
兰州干早气象研究所
催化剂制备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２０１８—Ｊ１—００２陇东地区低渗透油刷
国家级示范区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发 ｜环境资源研究院（筹）、中国矿业大学、
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
要完成人：高雄厚、谭争国、段宏目 ｜与应用
张海涛、李雪礼，潘志爽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限公司、北京建筑大学
２０１８—Ｊ１—００６基于互联网＋高精度北
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三等奖
斗的地面形变监测预警系统
２０１８—Ｆ３—００７一种ＰＶＣ—Ｕ球阕阕 主要完成人：付金华，赵继勇、刘显阳 推荐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陈启林，石玉江，屈需峰、
体注塑成型工作台关键技术的研发和
｜刘化清、邓秀芹、独育国、 员会
应用
要完成人：严天峰、杨志飞，伍忠东、
｜安小平、武平仓、楚美蛆、
推荐单位：酒泉市科技局
藏鹏臻、冯志勇、杨建辉、
李继宏、李相博、李高仁
主要完成人：王 冲，殷益明、王 飞
王逸轩
４８２｜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兰州交
通大学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Ｊ１—００７甘肃淫羊藿的抗骨屈
疏松作用机制与转化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总
｜医院

主要完成人：陈克明、夏 月、马慧萍、
｜甄 平、宋敏．贾正平、
｜邓强、周建、高玉海、
马小妮、明磊国、李旭升、

杨学山、张 波、蒋玉梅、
陈彦雄、牛育林、陈建军、

２０１８—Ｊ１——０１１ 毫米波磁控管阴极制

造工艺优化

李敏

｜推荐单位：平凉市科技局

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莫
马正军、王世健、路 英、 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祁连

主要完成人：牛文斗、赵杰、穆建中

马志成、姜欢赵云、 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张掖国
李小琴、段坤瑞、张继军 风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苏志军、刘祥、刘正文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６抗锈、抗旱冬小麦寨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 品种陇鉴１０８选育与应用
任公司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年鉴

ｚ０Ｉｇ

主要完成人：李兴茂、倪胜利、王淑英、 ＧＡＮＳＵ

｜高秋明、李慎松、马承旭

张国宏、车卓、唐小明、
三要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 二等奖
｜总医院、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２梨新品种选育及产业
丰国福、党 翼、王磊、
赵刚
甘肃中医药大学、甘肃省中医院
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２０１８—ＪＩ—００８玉米新品种金凯５号种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
子生产及栽培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主要完成人：李红旭、牛济军、王 玮 地农业研究所、甘肃省种了管理局

推荐单位：张掖市科技局

要完成人：飙 铠、黄有成、张立荣
｜ 陈其泰、陈晓军、王托和、
刘建动、赵向田、李雁民、

赵明新、曹 刚、曹素芳、 ２０１８—］２—０１７牛羊瘤胃健康营养调
毕淑海、刘小勇、王延基、 控和饲料配制技术研究与应用

推荐单位：兰州大学
鲁文元
生要完成人：李飞、唐德富、郑 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

王长魁、任佐录、周积兵、 ｜果花卉研究所、甘肃条山农工商（集

郭江鹏、曹阳春、袁国钺、

要完成单位：甘肃金源种业股份有 ｜广巾心、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张掖试验

张军成、张博、高国英、
郭旭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农业大

｜吴国菁、陈建龙

团）有限责任公司，凉州区林业技术推

｜限公司、张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２０１８—Ｊ１—００９智能型双循环地热
井电气传动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

｜场、静宁县果树果品研究所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３仿真固沙灌木及其防 ｜学、甘肃润牧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张振中、冯益强、李丰垠
武 龙、王玉明、朱永、

推荐单位：甘肃省林业厅
樱完成人：刘虎俊、刘淑始、哀宏波

中媛媛、马利进、苏宇隆、
孙强、王华青、汪 丹、

风固沙林模式研究

兰州精准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禾

丰牧业有限公司、北京市畜牧总站、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

郭春秀、王多泽、孙 涛、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８鸽新城疫快速诊断

刘开琳、万期、李菁菁、

剂盒的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李学敏
高树奎
要完成人：杨 明、于轩、李晓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张登基、陈伯祥、唐 豪、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电气传动研究 ｜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４现代演艺舞台成套装
｜有限责任公司
马志宏、杜文辉、陈冬梅、
备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容维中
２０１８—ＪＩ—０１０甘肃不同生态区大豆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国宏、陈光荣、王立明，

杨如萍、杨国、书瑛、
张任南、张宏山、董 博、
雍太文．吴存祥、夏芳琴、
郭天云、李长亮、杨桂芳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

主要完成人：周厚金、陈 伟、刘建国、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兽医研

｜ 张瑾、林洁、王宏武、 究所
卡占海、任崇玉、高耀祖、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９疏勒河中游绿洲水

经济一生态系统耦合调控技术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工 推荐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马永炜

妻完成人：胡想全、黄跃飞、程玉菲
大舞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王军德、孙栋元、卢书超、
２０１８—Ｊ２—０１５甘肃河西走廊产区葡
金彦兆、魏加华、吕华芳、
葛酒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邵颂东
｜地农业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农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甘肃环科 主要完成人：韩舜愈、祝 覆、王 蜡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
｜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院、清华大学、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４８３

源管理局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０高产优质中筋春小当

舅
甘肃
年鉴

新品种甘春２６号示范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朱弱
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

院、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王化俊、孟亚雄、李葆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５超导电缆关键技才
石青、汪军成、司二静、 究与规模化应用
姚立蓉、马小乐、梁玉清、 推荐单位：白银市科技局
｜张东昱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张掖门

殊０ 种子管理局、白银市种子管理局、武威
ＧＡＮＳＵ 市种子管理站、酒泉市农科院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１固态酿酒发酵物联网

主要完成人：魏周荣，秦经刚、项冰仁
武 玉、薛天军、张应俊、
曾明武、高炳祥、李建刚、
刘华军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有色长通电线

学会）

主要完成人：马 骥、赵庆丽、于晓辉、
吴伟强、乔如丽、刘颖、
钟翠萍，赵易、黄亚琼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０风光互补交流母线系
统关键技术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王兴贵、李晓英、杨维很
王琢玲、郭 群、马 平、

钱九阳．郭永青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创

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等离子 源科技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陇南市科技局
体物理研究所、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１３００ＭＮ 多缸薄板成型
主要完成人：张志刚、周志刚、向双全 限公司
液压机组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６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
推荐单位：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徐保国、陈 树、孙顺远、
主要完成人：何琪功，高俊峰、马学鹏、
杨永明、黄永强、黄小东 建设项目
安建军，向树民、刘旭明、
主要完成单位：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江南大学
峰，贾晓亮、马朝宜、
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超高功率石赐电极 主婴完成人：李 忠、蒋哲峰、赵武
靳龙
｜温度监控系统的研发

刘涛，郭真、慕岚清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兰石能源装备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万维信息技术有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兰石重工有
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兰州交通大学
主要完成人：党锡江、杨远继、王 博 限责任公司
研制

｜ 推荐单位：甘肃省总工会

｜李春雷、李长平、黄 涛、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７：ＣＳＰ＋罩式炉流君
邦松义、余 东、韦楠、 汽车用冷轧高强锅开发
｜杜建辉

主要完成单位：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３组蛋自泛素化修饰酶

在ＤＮＡ损伤修复过程中作用的研究

王 强、狄彦军、李发业、
马明胜、王 瑾、杨军来、
苏晓智
三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阳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８物联网生态监测的关

要完成人：王德贵、刘向文、田迎霞、
宋焱峰、张 朗、洪建平、

沈 蓉、杨旭光、任银祥、

谢坤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省医学

｜科学研究院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林业厅
主要完成人：陈文业、张继强、袁海峰

李广宇、王玉明、窦英杰、

｜于本田、李 盛、马丽娜、

学英刘巍、白家风、

｜魏存兰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兰州市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
公司格库铁路建设指挥部、中铁二十

｜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省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党小超、郝占军、简想红
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贾向东、马满福、李焱、 中铁二十局集团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陈旺虎、张志昌、李芬芳
｜刘额星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４敦煌西湖温地生态系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统生物多样性保育关键技术研究

｜境下耐久性混凝土配制技术及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要完成人：赵小龙、罗晓阳、赵占彪、 主要完成人：王起才、代金鹏、张戌令、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责任公司
学会）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２高寒冻土酷早戈壁环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５线性菲涅尔式太阳能

最光集热系统与关键件生产线装备研
发及产业化

２０１８—Ｊ２——０２９Ｒｈｏ 蛋白在乳腺癌血 推荐单位：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管生成中的调控机制及对临床诊治策 要完成人：范多进、孔令刚、姚小明、
路的影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王 始、吴 婷、邴丹晖、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张志勇、王云锋、田广科、
玉磊、范多旺、杨树本、
赵富军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成科技股份有

４８４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限公司、兰州交通大学
｜２０１８—Ｊ２——３４煤制气甲烷化催化剂
技术开发与应用
｜推荐单位：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主要完成人：肖天存、卢 熹、王晓龙、

安罐荣、王庆胜、段水强、

业科学院

｜舍雅莉

｜２０１８—Ｊ２——３８半干旱区（甘肃）主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要作物抗早稳产技术研究与示范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绪成、王红丽、方彦３

马明生、柳燕兰、刘布春、

３１．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２高产高油冬油菜
新品种选育与栽培集成技术研究及示
范推广

张小红、安磊、吴永斌、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甘肃
张雷
温彦博、陈卫东、汪世清
主要完成人：裴国平、张水祥、张建学
徐 庆、柏 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Ｂ
雷建明、王亚宏、张岩、 年鉴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华亭煤电股份有 ｜ 地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张亚宏、武军艳、范提平、 ２０ｒ
郭银江
限煤制甲醇分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清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甘肃省会
ＧＡＮＳＵ
上官科峰、部时旺、

洁能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５我国典型农田水分利
用效率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适应技术

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定西市安定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
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庄浪县农 所、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甘肃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榆中县农业技术推 业大学农学院

广中心
３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３甘肃省马铃薯新
推荐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三要完成人：王润元、赵 鸿、王鹤醒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９葡萄抗寒砧木筛选与 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张凯，陈雷、丁文魁、 嫁接苗抗寒裁培技术集成示范

健、米 娜、肖国举、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李裕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气象局兰州干与

气象研究所、兰州大学、宁夏大学、西

主要完成人：陈伯鸿，毛 娟、马宗
郭 锐、左存武、史星尝、

主要完成人：常 宏、师 韦、张 端
张峰、苏小龙、郑永伟、
上宏康、吴永斌、李建武、

余斌
｜赵彦红、白耀栋、果孟飞、
杨彦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种子管理局、甘
北民族大学、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６西北绿洲农牧循环技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身 肃省农科院马铃骥研究所、甘肃农业
术集成与示范
轩酒业有限公司、武威市林业科学研 大学、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究院、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３３．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４ 高繁殖力猪新品

主要完成人：柴 强、于爱忠、彭治：

赵财、陆祥生、王治业、
白 滨、冯福学、戚 亮

｜司生态农业示范种植园区、甘肃省白 选育及配套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

｜龙江林管局河西综合开发局、武威市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威龙有机葡萄种植有限公司
桌完成人：滚双宝、王鹏飞、李生贵

赵武云
２９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０甘肃非耕地日光温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新疆西 密果蔬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

张生伟、黄旺洲、董和、
扬巧副、黄晓宇、封洋、孔

部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科学院、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品晶
完成人：张学斌、李向东、刘华、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武威和
甘肃省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武威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张国森、梁顺有、股学云、 农牧业有限公司、白银市平川区畜牧
２０１８—Ｊ２—０３７北方高原山地区氮

化肥投入阔值及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研
究与示范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丁明元、蒋 宏、祁复绒、 兽医局、武威市男程良种猪繁育有限

责任公司、张掖市畜牧兽医局
王舜奇
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 ３４．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５甘肃省基于水资源
｜推广＂站、肃州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临承载力与优化配置的水库生态调度模

主要完成人：马忠明、唐文雪、连彩云 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天祝县农业 式研究与实践
王智琦、王平生、杨虎德、 技术推广中心、永登县农业技术推广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魏 焘、罗照覆、欧阳威、 中心
要完成人：张 芮、牛最荣、王启优、
杨军
３０．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１基于＂五脏相关＂
赵清、解瑞、牛夏、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甘 不同治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机
高彦婷、陈学林、郭西峰、
制及应用研究
邓美妍
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

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省燕山科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
学试验站、临夏同族自治州农业科学 主要完成人：朱向东、王 燕、何兰娟、 水文水资源局、甘肃省水利厅信息
院、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定西市农

贾育新、吴玉泓、王正平、
、中心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４８５

｜主要完成人：黄雪峰、陈正汉、杨校辉、
保毓鹏、陈瑞山、任保佑、主要完成

３５．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６环保丁腈榆胶关键

舅
甘肃

胡 伟
胡燕妮、李加贵、李 佳、
技术开发与应用
｜姚志华、黄睿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中国人
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ｉ—ＡＺＩＡ——４０．５ 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
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１１
主要完成人：孙延军、钟启林、刘吉斗
龚光碧、李文娟、王福善、 Ｔ２５００—３１．５箱型开关设备研制

高志兴、张元寿、宫健、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４５．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６ 斑马鱼在环境
染检测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要完成人：王宏宏、樊 副、于庆希 推荐单位：甘肃省环境保护厅（甘肃省
刘爱华、冯四喜、任国萍、 环境科学学会）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死 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
白 明、宋佳、马要红
完成人：司 婧、国晓涛、桂 芳、
ＧＡＮＳＵ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长城电工电器工
｜张红、周 蓉、谢 漪、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水长城开关厂
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
露、狄翠霞、周盘、

年鉴

｜张守汉

有限公司
｜张金花
北化工销售分公司
［３６．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７甘肃省亚高山人工 ４１．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２ 高端刀具用马氏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云杉林结构优化及功能恢复模式研究 体不锈铜系列产品研发
研究所、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
推荐单位：甘肃省林业厅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公司
主要完成人：冯宜明、赵阳、齐 瑞 主要完成人：李聚宝、纪显彬、徐 斌、 ４６．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７ 地方特色白黄瓜
曹家蒙．陈学龙、李 波、
刘天增、李照国、王军伟、 种质利用、雌性系创制与新品种选育

李具仓、梁雪刚、魏海酸，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候 栋、岳宏忠、张东琴
脱宏伟
｜李亚莉、孔维萍、许照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白龙江林业管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理局林业科学研究所
责任公司
股学云、南炳东、钟红清、
侯亚莉、张 涛、闫情情、
杨萌萌

３７．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８梓树属种质评价与 ４２．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３ 太阳能建筑供暖
创新利用

储热技术

崇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

推荐单位：甘肃省林业厅
推荐单位：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要完成人：李平英、赵秋玲、负慧玲 主要完成人：田斌守、邵继新、商端山、 ４７．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８ｌｅｔ—７介导 ｃ—
｜ 马建伟、韩云花、于永明、

冯小芹、陈 静、董菊兰、

ｍｙｃ 基因调控胃癌多药耐药机制的

冯启彪、王本明、梁斌
｜ 米应映、杨海鸿

研究

李银梅
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建材科研设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 计院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验局林业科学研究所
４３．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４ 新型免拆复合保 学会）
３８．２０１８—Ｊ２—０４９ 陆相湖盆深水油气 温模板现涤浇混凝士节能墙体结构体系
要完成人：蔡 辉、杨晓军、袁 媛、
储层新类型与助探实践
研究
魏丽、何进鹅、何锦、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推荐单位：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王洪镇、曹万智、甘季中、
｜主要完成人：潘树新．陈彬滔、李相博
杨永恒、焦保平、陈成芹、
陈启林、刘化清、曲水强、
吴 云、郑海晨、常鹏麟、
王 磊、王斌、黄军平
田彦智
刘雄志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兰州３

郭耻祎、鼻云飞、汪宏晶、

马世勤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兰州
大学

４８．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９藏药制剂质量标
准提高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民大土木 推荐单位：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甘肃省药学学会）
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 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３９．２０１８—Ｊ２—０５０金川钴冶金资源综 ４４．２０１８—Ｊ２——５ｓ 黄土地区基坑与 非要完成人：倪 琳，田喜莲、肖剑琴、
合利用研究与应用
边坡工程土压力理论和支护关键技术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研究

｜主要完成人：常全忠、胡家彦、冯玉洁、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陈文福、朱兵兵、周林华、

４８６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杨平荣、杜 兴、郭朝晖、

锡、魏学冰，冯祥瑞、

王玉莲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

院、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基地建设
４９．２０１８—Ｊ２—０６０ 大型风光电基地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交直流协调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推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主要完成人：汪宁渤、马世英、徐泰１

要完成人：康天兰、王富胜、刘学周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土保持科学
研究所
７．２０１８—Ｊ３—０６９ 农村雨水集蕃利用

李向东、申培增、曹占风、 理论创新与技术焦成研究

黄耀龙

推荐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

要完成人：金彦兆、周录文、唐小娟

丁坤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

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陇西县农业技

｜ 吴 婕、孙栋元、郑勇、
郑文燕

技术系列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３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学会）
主要完成人：杨碎胜、包蔚郁、张秋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
究所、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白银

周识远、马彦宏、陈得治、

刘文颖、杜正春、汪马翔、 推广站、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白银
术推广中心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利科学研

甘肃

年鉴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 ３．２０１８一Ｊ３—０６５茄科蔬菜主要病虫 究院
２０ｇ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南瑞 害生物防治研究与示范应用
｜ ８．２０１８—］３——７０青藏高寒区优良牧 ＧＡＮＳＵ
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华北电 推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草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力大学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主要完成人：刘锦霞、李 晶、李３
５０．２０１８—Ｊ２—０６１ 早期乳镍篇保
丁 品、武建荣、杜文静、 要完成人：韩天虎，俞联平、赵桂琴、
乳、保腋手术及术后局部放疗的关键
杨海兴
孟祥君、柴继宽、马爱霞、
杜笑村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
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玉门市农业技 总站、甘肃农业大学、天祝县草原工作
术推广中心

｜站、甘肃三宝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陆 云、罗宏涛、周江红 挖掘创制及高产抗病优质新品种的选 ９．２０１８—ＪＬ——０７１ 岷县黑裘皮羊资源
保护与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究
姜专基、管 玲、张斌明 育与应用
４．２０１８—Ｊ．—６６小麦优异基因资译

曾贤伍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医学科学研 主要完成人：欧巧明、崔文娟、倪建福
完成人：白雅琴、秦红林、张 广
究院
罗俊杰、李忠旺、周东亮、
王成强、汪绘纹、贾玉琴、
５１．２０１８—Ｊ２—０６２＂调气通经 明
王红糊
张明良
目＂针法干预弱视的应用与脑功能机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业产业管
制研究
物技术研究所、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 理局、岷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院、鄂尔多斯市种子管理！
１０．２０１８—Ｊ３—０７２ 高寒阴湿区优质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严兴科、李越峰、马重」

５．２０１８—Ｊ—０６７羊寄生虫病综合防 蚕豆选育及繁种体系建设研究

朱田田、邢家铭、刘安国 控技术体系建立与示范

推荐单位：临夏州科技局

严菁兴、张 奥、董莉莉、 ｜推荐单位：临夏州科技局
签完成人：郭青范、王林成、贾西灵、
曹朝霞
主要完成人：吴志仓、张俊文、史万
赵万千、郭延平、李 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周绪正、口鸿斌、林学仕、
杨淑霞
（３）三等奖
主要完成单位：临夏州农业科学院
陈金草
１．２０１８—Ｊ３—０６３ 甘肃省定西市道均 主要完成单位：永靖县动物疫病预防１１２０１８—ＪＬ——０７３ 基于物联网的杂
中药材产业化推广及惠民示范工程 ｜控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 交玉米种子可追溯系统研究与应用
与兽药研究所、甘肃省动物疫病预防 ｜ 推荐单位：酒泉市科技局
推荐单位：定西市科技局
｜控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 主要完成人：马宗海、曹 洁、李 军
｜主要完成人：刘荣清、马伟明、姜振３
｜荆彦民、潘晓春、刻晓萍、 研究所
｜ 党存禄、马世军、董瑞洪、
闫富海
管青霞
６．２０１８——３—０６８黄土丘陵沟壑区坡
主要完成单位：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 耕地、梯田土壤呼吸特征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
院、定西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岷县农业 推荐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技术推广站、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要完成人：周 波、马 涛、陈爱华、 １２．２０１８—Ｊ３—０７４ 大豆新品种平豆
张 蜂、董彦丽、魏国孝、 １号
２．２０１８—Ｊ３—０６４ 甘肃大宗中药材种
子种苗生产关键技术集成创新及良繁

条昆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４８７

主要完成人：段淇斌、杨华、赵冬青、 开发油藏老井体积改造技术研究与熊 ２３．２０１８—Ｊ＿—８５ 俗锌密闭熔炼妒
何 伟、吴丽岗、白新明
｜王旭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外资项日管
办公室、平凉市农业科学院
１３．２０１８—Ｊ３——０７５ 设施彩椒增效提

甘肃

质生产技术体系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ｐ０ｇ

主要完成人：张芬琴、陈修斌、张文

年鉴

顾吹冷凝新工艺开发与应用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隔 推荐单位：白银市科技局
模应用

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主要完成人：卜向前、郑明科．陆红军、
赵文．令永刚、齐银、
雷九龙

主要完成人：殷勤生、何华元、于建！

魏勇、王纯林、杜文德、
｜梁 毅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泊天然气股份 限公司、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第三冶炼厂、白银有色红鹭资源综合

许耀照、李翊华、张荣、 １９．２０１８—Ｊ３——０８１基于ＮＢ—ｌｏＴ物联 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兰州万创工贸有
网技术的现场人员管控关键技术研究限责任公司

ＧＡＮＳＵ
王学文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主要完成单位：河西学院

｜与应用

２４．２０１８—Ｊ——０８６ 磁场一碳纳米曾

１４．２０１８Ｊ３—０７６ 片红短枝型富士 推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协同作用循环水抑垢吸附研究及产业
苹果新品种引进及丰产数培技术集成 主要完成人：杨 军、马志程、张建明、 化应用
示范
苏少刚、张红、冯玉功、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推荐单位：平凉市科技局
姜红
主要完成人：姜副丽、侯新刚、李春燕、
申莹莹、赵生
主要完战人：李续荣、梁建勇、张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曹亚风、朱 斌、朱晓慧、 甘肃同兴智能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阜新皮
王勇
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司，兰州理工大学
主要完成单位：平凉市农业科学院
２０．２０１８——Ｊ３——８２电池极片用Ｎ
２５．２０１８—ＪＬ—０８７ 复杂黄土地质隧
１５．２０１８—Ｊ３—０７７ 云葫芦瑞詈９号 高精带材产品开发
道的施工技术和地震动稳定评价方法
新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推荐单位：甘肃省总工会
推荐单位：金昌市科技局
｜推荐单位：武威市科技局

三要完成人：刘康德、姜小平、张克雅

主要完成人：孙光曦、南宏强、任达进
程延锋、宋廷贤、李 渊、

主要完成人：程选生、刘长江，任高峰

周魅、李文惠、王文芳、

高艳红、刘仁照、赵燕玲、
禹泽海
王云峰
是国华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
主要完成单位：民勤县盛生西葫芦产 公司
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中铁二十局集

销专业合作社、民勤县农业技术推广 ２１．２０１８—Ｊ——０８３动压条件下软弱看 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
中心
工程有限公司
碎岩体支护与采矿协同技术研究
１６．２０１８—Ｊ—０７８野生黑果构杞人推荐单位：白银市科技局
２６．２０１８—ＪＬ—０８８轨道交通列车碰
工驯化培育及宜林沙滩《荒）地标准 主要完成人：何良军、赵天秀、高 忠 撞防护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化栽培技术研究
｜刘财林、赵文奇、焦满岱、 推荐单位：甘肃省机被工程学会
陈小平
｜ 推荐单位：武威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林俊亭、张雁鹏、王阳萍
要完成单位：西北矿冶研究院、白银
李茂青、高云波、闪永智、
主要完成人：白生才、孙慧琴、王玉道，
杜希东、张龙儒、黄俊科、 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小铁山矿

张振海

｜俞肖山ｌ
２２．２０１８—Ｊ３——８４ 含铜多金属二次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甘肃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集创生态农林 物料清洁处理工艺研究与应用 人工智能与图形图像处理工程研究
技有限公司、民勤县勤锋林业实验站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中心
１７．２０１８—ＪＬ—０７９先进金属碳材料 主要完成人：鲁兴武，张恩玉、李俞良， ２７．２０１８一Ｊ３—０８９脆弱生态修复人
｜及其应用关键技术
于建忠、李 毅．焦晓斌、 工增雨立体作业体系及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余江鸿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要完成单位：西北矿冶研究院、白银 主要完成人：尹宪志、黄 山、王毅荣
主要完成人：王坤杰、李红霞、张婷、
张德懿、王毅、冯辉霞

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银有色红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
戴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甘肃
１８．２０１８—Ｊ３——０８０长庆低渗透注水中色东方工贸公司
４８８｜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程 鹏、李宝梓、张丰伟、
王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宁夏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定西 ３１．２０１８—ＪＭ—０９５ 基于生态效应城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市气象局、兰州市气象局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市绿化带植被配置模式挖掘研究
学会）
２８．２０１８—Ｊ３—〇９０ 农田残膜回收机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裹完成人：于海涛、王 听、张炜
中试与示范推广
主要完成人：闫秀赠、汪浩然、王顺彦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主要完成人：刘述岩、安军芳、张恩！
闫发旭、赵海志、任颜华、

潘卫云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机械质
管理总站
２９．２０１８—Ｊ——０９１ 甜樱槟贮藏保舅
与综合加工技术研究

何津春、甘超、吴平安、

刘岚、武戊良、关玉莲、

苏 期

邹晓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林业职业技术 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甘肃
３９．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１ 基于荷一网一源
学院
３４．２０１８—Ｊ３—０９６ 香草景观花：
协调控制的电力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与 年鉴
种试验及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ａＯｒｇ］

应用

推荐单位：金昌市科技局
推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ＧＡＮＳＵ
要完成人：王维洲、刘福潮、刘文颖
主要完成人：许金秀、闫雪梅，刘玉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韩永军、彭 晶、夏鹏、
张茂清、薛爱菊、董彩花、
｜郑晶晶
｜ 张银香
主要完成人：呼丽津、邹亚副、李一婧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高义霞、王宝刚、李诚、 主要完成单位：金昌市园林绿化局
３５．２０１８—Ｊ３—０９７ｐ７３ 变异体在恶性 电力科学研究院、华北电力大学
杨金风
｜４０．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２ 薄壁绝缘机车控
肿瘤放射治疗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主要婴完成单位：天水师范学院、甘肃
大樱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水晟泰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制信号电缆的研发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市林业果树 ｜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吕 淳，郑清忠、黑广杰
科学研究院
学会）
３０．２０１８—Ｊ—０９２ 庆阳市北部黄士
｜方宇、闫春子、刘旭东、
主要完成人：狄翠覆、张 红、谢 漪
李俊霞
沟壑地带清代同治以来荒漠化进程与
李鸿岩、司 蜡、周蓉
孙超

防治措施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多勇，张耀宗、刘

要完成单位：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任公司
研究所

４１．２０１８—ＪＡ—１０３ 冶金固废资源４

姚志勇、张建香、王 东 ３６．２０１８—Ｊ３—０９８中西医结合防治 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付建铂
推荐单位：嘉峪关市科技局
｜ 原发性高血压集成创新研究
完成人：朱伟中、袁 洁、姚嘉３
主要完成单位：陇东学院、庆阳市林业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伊 琳、谢小冬、曲！

王国新、冯 琦、Ⅲ强、

黎昌昌

３１．２０１８—Ｊ——０９３ 藏药策形棘豆药
方金瑞、马睿玲、王利红、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
刘凯
材及其活性组分药效物质基础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甘肃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兰州 责任公司
省中医药学会）
大学、甘肃省人民医院
４２．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４ 子午岭特色药用
要完成人：姜 华、黄聪琳、胡君ｄ
３７．２０１８—Ｊ３——９９ＣＸＣＬ１２、ＣＸ－ 植物短柄五加成分、药理分析及保健
郭敏、王晓琳、古秋莉、 ＣＬ８和ＨＧＦ调控大肠癌肝转移机理
的研究
｜张丽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防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３２．２０１８—Ｊ３——９４甘肃构杞质量安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全与节水灌源调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学会）
生要完成人：马家隐、顾远晖、陈 泉、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何 静、田 青、齐广斗
路兴华、李 渊、马建勋、
李荣范
｜李 捷、贺春燕、王有科、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赵爱山

｜品研发

推荐单位：庆阳市科技局
要完成人：周天林、李东波、张 博、

王圆圆、毛宁、武永福、
｜王春林
主要完成单位：陇东学院
４３．２０１８—Ｊ——１０５甘肃省流行性乙
型脑炎时空分布及自然疫源地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 ３８．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０类风湿关节炎的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景泰川电力提落管理局灌溉试验站、 诊治应用评价及其骨损伤机制的系列 学会）
｜古浪县特色林果产业中心

研究

主要完成人：工旭霞，穆秋玲、于德山、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４８９

刘旭红、张晓曙、贾玉新、 州区畜牧兽医工作站、临泽县畜牧技 ５４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６基于互联网的科营

董茂星

术推广站、高台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４９．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１工业涂料用水性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烯酸改性醇酸树脂的研发及应用
４４．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６ 重离子射线与】 推荐单位：甘肃省石化工业协会

甘诱

射线对健康人及 肿瘤患者免发功能
影响的对比研究

年鉴 推荐单位：甘肃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要完成人：李华明、肖 菲、杨敬霞、
贾雪艳、苏岳雄、许玉霞、
刘志云

Ｉｇ 员会（甘肃省医学会、甘肃省护理
学会）
公司

竞真实践与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甘肃省
｜科技情报学会）

要完成人：杜 英、马燕玲、张小宁

付 英、赵 凡、张爱宁、
朱晓营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永新涂料有限 研究所

５５．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７老君庙油田水平井

ＧＡＮＳＵ主要完成人：高力英、冉俊涛、张 明、 ５０．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２甜瓜、软儿梨优质高 分段压裂技术研究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董 方，李益民、张小钰、 效生产技术集成及示范推广
推荐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
｜李瑾
推荐单位：兰州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刘战君、彭 翔、蒙炯、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医学科学研
究院

要完成人：张文利、吴步梅、杨重伟
陶启伟、马浩轩、王筱蛛、

蒋映辉、张庆九、王美强、
｜刘删

４５．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７ 梯田雨水网络化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方彩霞
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
收集利用技术试验示范
要完成单位：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推广中心、皋兰县什川镇农技中心、皋 ５６．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８超低温３．０ＭＷ大功
主要完成人：张新民、高雅玉、田晋华 兰百璐通瓜果专业合作社、兰州通大 率风力发电机组塔架产业化制造技术
吴玉锋、罗进选、金毅、 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
魏冬青

５１．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３魏家地煤矿井田面 推荐单位：酒泉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土保持科学 ｜斯地质规律及瓦斯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朱错年、袭学强，董贵林、

｜研究所
推荐单位：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张阳勇、何鹏飞、管伟、
｜４６．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８ 山羊痘抗原基因 ｜理局
魏罪罪
表达及其快速诊断试剂盒的研究
主要完成人：谢亚东、张巨峰、杨维泰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水电四局（酒泉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张建江、王青旦、苗在全 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陈伯禅、曾巧英、高生智

｜杨峰峰

５７．２０１８—Ｊ３—１９ＣＫ４３２５０ｘ１００Ｘ６ＳＴ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兽医矿

数控重型曲轴连杆轴径车床研发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５２．２０１８—Ｊ３—１１４综合裂缝预测软件
主要完成人：董全宏、展海瑜、张海强、

究所

系统ＧｅｏＦｒａｃ研发及应用

｜杨明、阎克敏、唐豪、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靖远煤电，
豆思远
限公司魏家地煤１

何晓东、张超、徐 燕、

宋杰
４７．２０１８—Ｊ３—１０９黄土区峡谷型水 推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用
库池沼公鱼移植增殖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
要完成单位：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
推荐单位：甘肃省农牧厅
主要完成人：杨午阳、周春雷、杨 任公司、甘肃省数控机床工程技术研
王恩利、赵万金、李 琳 究中心
主要完成人：任锦帅、张 静、部晓瑜、
译高韩
５８．２０１８—Ｊ３—１２０沙尘地区电气化铁
岳水和、冯具盛，孙文静
刘兴俊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路接触网绝缘失效在线监测及运维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业产业管 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 技术

理局
５３．２０１８—Ｊ——１１５ＤＳ２６ＬＳ３１型四高速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４８．２０１８—Ｊ—１１０ 应用分子遇传标 差分线驱动器的研发
：委完成人：张友鹏、赵珊聘、姚晓通
记技术对张掖肉牛改良效果研究
推荐单位：张掖市科技局

｜主要完成人：张永东、王自科、王 系

田春花、马斌，严天元
邵彩萍

｜推荐单位：天水市科技局
要完成人：强昭君、刘惠林、朱爱玲
刘润利、张铭春、石彩虹、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马美玲
５９．２０１８—］３——１２１ 高盐水高效蒸发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 浓缩并回收冷凝水的工艺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张掖市畜牧管理站、甘责任２
４９０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产品

赵斌、魏凯燕、石磊、
｜董海典

６２．２０１８—Ｊ—１２４ 中国西北区域高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主要完成人：张树峰、李志永、吕清华、 分辨率数值天气预报模式改进及应用 研究所

推荐单位：甘肃省冶金有色工业协会

赵玉清、李芬霞、高建岭、
｜林振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２
司、北方工业大学

６０．２０１８—Ｊ＿—１２２ 基于滑坡治理
型预应力抗滑桩技术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候小强、田树涛、傅东阳
袁燕、姚正学、席攀锋、

推荐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主要完成人：张铁军、段海霞、柳媛剖

任余龙、巩崇水、周甘霖、 工艺开发

李耀辉

６１．２０１８—Ｊ３—１２３ 高速铁路混凝土
重力式桥墩抗震设计方法研究

｜推荐单位：甘肃省轻工业联合会

主要完成人：聂 英，田多湖、马友记 甘肃
王维民、翁秀秀、谭建华、
年鉴
６３．２０１８—ＪＡ—１２５匙叶翼首草等特
王启菊
色藏药材引种驯化及栽培关键技术研 主要完成单位：民勤中天羊业有限公 ２０ｇ
要完成单位：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

气象研究所

究及示范与应用

高建兴
｜推荐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三要完成单位：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 主要完成人：杨敬军、何淑玲、马令法
院、福州大学、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
常毓巍、卢新生、王玉林

灾害防治研究所、兰州市国土资源局

｜６５．２０１８Ｊ１３—１２７适于机城化操作的

羊场建造和装备研发及羊肉屠宰加工

要完成单位：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司、民勤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甘 ＧＡＮＳＵ
肃农业大学、兰州大学

（四）甘肃省企业技术创新示范奖
兰州金川科技园有限公司

６４．２０１８—Ｊ３—１２６ 天然抗氧化剂对 （五）甘肃省优秀科技创新企业家奖

｜放射增敏和减毒的双向调控作用及其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王
推荐单位：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 应用研究
有云
公司
推荐单位：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供稿：栗 亮）
主要完成人：陈兴冲，张永亮、郑 削
局（甘肃省药学学会）

丁明波、夏修身，柳墩利、 主要完成人：刘阳、孙 超、甘 露
｜刘尊稳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兰州交通大学

张录卫、武振华、李鸿岩、
颜家玮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４９１

２０１８年甘肃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及产品名单
甘政发［２０１８］１５号

甘肃

年鉴 １．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１６．甘肃兴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晟洁牌工业直链烷基苯磺酸

｜ＮＥＭＯ牌单螺杆泵
３．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长互牌固（灌）封极柱
３５．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甘肃先锋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寰通牌铁路信号电缆
博大东方牌给水用聚乙烯（ＰＥ） ３６．天水铁路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管材
寰通牌铁路贯通地线
１８．兰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兰高阀牌高压加氯阀门

兰煤牌洁净型煤

兰石牌８ＭＮ—５ＯＭＩＮ系列快速锻造
液压机组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２．耐驰（兰州）泵业有限公司

４．兰州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１９．兰州科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立达牌高效煤粉锅炉
水性科天牌水性合成革
５．兰州兰石石油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 ２０．甘肃明旺铜铝材有限公司
｜明旺牌矿热电炉用紫铜瓦
司
兰石牌１０００—９０００米系列钻机
２１．兰州铭帝铝业有限公司
６．兰州兰洛炼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 铭帝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司
兰洛牌螺旋板式热交换器
７．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兰石牌大型煤化工压力容器
８．甘肃金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金盾牌白乳胶
｜９．甘肃国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国威牌白乳胶

昆仑牌丁睛橡胶（３３０５Ｅ／３３０８Ｅ）

｜ 银驼牌四氧化三钻

３．甘肃永固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永固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昆仑牌聚丙烯树脂（Ｈ９０１８／ＳＰ１７９）

海红牌智能电力仪表
２５．甘肃姻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牌卷烟

牌暖坑板／水暖毯
２８．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黄河牌啤酒

金德牌鲜百合

３０．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昆仑牌车用汽油（９８号）

幽克牌甘草酸秘散

１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３２．甘肃泛植制药有限公司
石化分公司
｜ 泛植牌甘草酸单铵盐

４９２｜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二一三牌智能ＩＣ卡水表
４２．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石化分公司

石化分公司昆仑牌苯胺

设备
４１．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天微牌肖特基二极管系列产品
４３．甘肃天宝塑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陇神牌元胡止痛滴丸

昆仑牌工业用甲乙酮
１５．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ＴＳＣＩＳ牌低压开关柜

３９．天水长城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
ＴＳＣＩＳ牌大电流交流接触器
４０．天水长城电工开关有限公司

２４．兰州海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２９．兰州金德百合商贸有限公司
石化分公司

３８．天水长城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ＴＳＧＥ牌户内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

１０．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２６．际华三五一二皮革股装有限公司
｜凯息牌股装／冬帽
石化分公司
２７．兰州华能生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昆仑牌丁苯橡胶（１５００Ｅ／Ｉ５０２Ｅ
１１．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
石化分公司

｜ ＴＥＤＲＩ牌节能自适应石油钻机网电
｜系统装置

３３．天水长开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长互牌组合式互感器

３４．天水长开互感器制造有限公司

天宝牌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
膜
４４．天水华天集成电路包装材料有限公
牌ＩＣ包装管专用硬质透明聚氯乙

始料
４５．武山县莹豪鸳鸯玉产业文化研发有
限公司

堂豪牌鸳鸯玉制品
４６．西北水新集团甘肃管业有限公司西
｜ 北永新牌ＰＥ１００级给水管

８７．甘肃天河酒业有限公ｉ

天河／羲皇故里牌白酒
４８．甘肃盛源菊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兴馨牌花椒
４９．甘肃盛源菊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陇水盛源牌花椒芽营
５０．武山县瑞德同食品加工Ｊ

奔马牌农用碳酸氢铵
５１．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联民畜牧养殖有 ７１．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园牌速冻乌龙头

限公司
艾姆呢牌清真牛羊肉
５２．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建明清真食品有

限公司
鑫阳牌清真系列调味品
５３．甘肃丰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丰收庄园牌变性淀粉

金驼牌银
２．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ＪＮＭＣ牌Ａ级铜
３．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

９２．甘肃亚盛绿鑫率酒原料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亚盛牌颗粒啤酒花

９３．甘肃兴农辣椒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好食邦牌复合辣椒酱
９４．甘肃省敦煌种业果蔬制品有限公司

｜银驼牌工业硫酸镍

瑞思特牌番茄粉

｜７４．金川集团镍盐有限公司

９５．酒泉市双禧面粉有限责任公司

神舟双禧牌小麦粉
银驼牌电镀用氯化镍
｜５４．甘肃天水歧黄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兰州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甘肃西域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西域阳光番茄著罐头
天水牌胶剂系列产品（阿胶、鹿角 金驼牌电钻

胶、龟甲胶）
｜５．嘉峪关大友嘉镁钙业有限公司
雄关大友牌活性石灰
５６．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甘铝牌重熔用铝锭
５７．酒钢（集团）宏达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戈壁牌水泥

５８．酒钢福利劳保服装］
｜大友青松牌劳保服／劳保鞋

５９．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
｜紫轩牌干红葡萄酒

６０．甘肃祁牧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祁牧牌液态奶／酸奶

６１．甘肃中大铝型材有限公司

奔月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６２．甘肃荣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荣宝牌ＬＥＤ路灯

６３．甘肃达华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达华牌给水用聚乙烯（ＰＥ）管材
｜６４．甘肃天祝藏酒酒业有限公司

华藏春、藏圣牌藏酒
６５．甘肃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盛嘉欢牌荒漠肉欢蓉
｜６６．民勤县兴宝实业有限公司
｜沙香源牌红枣系列产品

２６７．甘肃红太阳面业集团有限责任２

｜甘青牌小麦粉

６８．金川集团机域制造有限公司
｜ 金川机械牌地下铲运机

６９．甘肃金昌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７６．金川集团粉体材料有限公：

银驼牌球形氢氧化镍
７７．金川集团粉体材料有限公
金驼牌电解铜粉
７８．金川集团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金驼牌电工用铜线坯

９７．高台县嘉宝机械制造销售有限公司
嘉宝牌液压翻转犁

甘肃
年鉴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９８．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锦世牌工业三氧化二铬

９．张掖市东河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河牌细木工板

７９．金川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甘肃天业节水有限公司
民需牌建筑排水用聚氯乙烯 天业牌给水用硬聚氯乙烯（ＰＶＣ—
Ｕ）管材
（ＰＶＣ—Ｕ）管材

８０．金川万方实业有限责任公ｉ
民需牌劳动防护手套
１．金昌天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戈壁情牌糯玉米
８２．金昌市居佳乳业有限公司
｜居住牌酸牛奶

）１．甘肃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
鑫陇牌给水用硬聚氯乙刻
（ＰＶＣ—Ｕ）管材
１０２．甘肃西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域牌太子枣公主枣
２０３．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８３．甘肃杨柳青饲草饲料开发有限公司
丝路花雨牌首精颗粒
滨河国风牌葡萄酒
３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 １０４．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
油田分公司机械］
玉石牌游梁式抽油机

８５．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大禹牌给水用聚乙烯（ＰＥ）
管材

８６．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公司
九酸滨河牌九粮香型白酒

１０５．甘肃滨河食品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九味国香牌九粮芝麻香型白酒
１０６．甘肃大漠紫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凯牌种子加工成套设备

戈壁黑珍牌黑番茄酱
８７．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７．临泽县祁连红枣业开发有限公司
奥凯牌波纹板装配式金属筒仓系列 枣乐滋牌黑杞枣汁
８８．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草原惠成食品

奥凯牌种子包衣机
８９．敦煌西域特种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ＤＨＸＣ牌聚苯硫醚（（ＰＰＳ）

０．甘肃恒亚水泥有限公司
司
奔马牌过磷酸钙
恒亚牌普通硅酸盐水泥
７０．甘肃金昌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９１．玉门敬酒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天立敬牌白酒

有限公司

草原惠成牌风干牦牛肉
１０９．张掖市金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牛贝贝牌肉牛浓缩料
１０．甘肃居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居立牌防盗安全门
１１．庆阳长荣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４９３

长荣牌燃气水套加热炉
１２．庆阳布谷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伊万卡牌旋耕灭茬起华全覆膜机
１３．庆阳陇牛乳业有限公司
陇牛牌乳制品／饮料
１４．甘肃彭阳春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
年鉴

彭阳春铁人陇东人牌白酒
１１５．甘肃北地红调味食品集团有限公

青茂牌枸杞
１３１．甘肃品高食品有限公司
品高牌冻猪分割肉

草木三元牌苦荞茶
１３２．甘肃银财管道有限公司
１５１．陇南市祥字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银财牌聚乙烯ＰＶＣＰＥ管道及配

件
１３３．甘肃顾地塑胶有限公司

顾地牌新农村厕所用聚乙烯
（ＰＥ）化类池

２０１９

１５０．甘肃天士力中天药业有限责任公

祥宇牌特级初榨橄榄泊

１５２．陇南田园油橄横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田园品味牌特级初榨橄榄泊

北地红刘巧儿牌营制系列调味品
１３４．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 １５３．甘肃省文县玉皇茶业有限公司
ＧＡＮＳＵ １６．正宁县金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李子坝牌绿茶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 芳心之恋牌果蔬胞片
爱兰牌马铃薯脱毒种薯
１５４．甘肃省康县兴源土特产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７．酒锅集团廿肃兴安民爆器材有限 １３５．甘肃圣大方舟马铃薯变性淀粉有
责任公司静宁分公司
限公司
康耳牌花椒
陇兴牌粉状乳化炸药
ＣＬＤＡＲＫ牌食用变性淀粉
１５５．两当环宇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秦珍臻牌土蜂蜜
１１８．平凉巨星集团制衣有限公ｉ
１３６．通渭具晓铃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星利龙牌西装
华岭牌亚麻籽油
１５６．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独一味牌独一味胶囊
９．静宁县农畜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定西薯宝农科清真食品有限公ｉ
路大路牌熟肉制品
陇原薯宝牌马铃薯方便粉丝
１５７．文县中寨纹党产区代元有限公司
１２０．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ｉ
１３８．通渭县乐百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常津牌鲜苹果
乐百味牌苦养酸造醋
５８．临夏市能成古典建筑装饰工程有
｜１２１．庄浪县宏达淀粉加工有限公ｉ
１３９．甘肃效灵生物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限责任公司
茂源牌淀粉
效灵牌中药饮片
能成牌砖雕
１２２．陇药皇甫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甘肃天士力中天药业有限责任公 １５９．甘肃兰亚铝业有限公司
｜兰亚牌铝合金建筑型材
皇甫谧牌胃康灵胶囊
中天泰科牌中药饮片
１２３．甘肃亿维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１６０．甘肃和政八八啤特果集团有限公
司松鸣岩牌啤特果果汁饮料
亿维牌Ｓ系列节能降耗型配电变１４１．甘肃普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压器
｜１６１．临夏州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
陇生牌复方胚肝铁铵片
１２４．甘肃北方三泰化工有限公司
４２．甘肃普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司
泰牌工业用氢氧化钠
伦曜牌中药饮片
｜华安牌酪蛋白
１２５．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目
４３．甘肃省金羚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１６２．甘肃五山池黄酒有限责任公司
雍合堂牌阿胶益寿口服液
Ｉｂｉｓ（红鹭）牌锌锭
五山池牌黄酒
１６３．甘肃古河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６．白银特澳特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４．陇西县志奇中药材加工Ｊ
银特牌番茄紫
振萍１０８牌中药饮片
古河州牌白酒
１２７．白银赛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４５．甘肃森源药业科技有限责任公ｉ
１６４．甘南意族自治州燎原乳业有限责
赛诺牌啤酒专用复合酶
牛占林牌煲汤系列产品
任公司
１２８．甘肃西北大磨坊食品工业有限公１４６．渭源县德园堂药业有限公
燎原牌奶粉
司
牛加宝牌中药饮片
１６５．甘肃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有限公ｉ
荞梓育牌苦荞茶
安多牧场牌甘加藏羊肉
４７．渭源县毫春堂药业有限公司
１２９．甘肃条山农工商（集团）有限责 毫春堂牌中药饮片
１６６甘肃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任公司
条山牌黄冠梨早酥梨

１４８．定西聚信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ｉ

枭信牌新生牛血清
１３０．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１４９．甘肃陇原九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

４９４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就九堂牌中药材（黄芪）

安多牧场牌耗牛肉
（供稿：栗 亮）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专利奖励名单
甘政发［２０１９］３号

｜甘肃
年鉴

一等奖
专利名称
｜种降低铝电解阳概ｓ

ｉ利号｜专料权人
２０１３１０４７２２８９．２ ｜沿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质、文义博、李振中、张春耽、谢冰法

应的控制方法
一种当归处理制及其制
务方法和应用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３６８４２．４

一种含氯及气吸收系统｜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７０３８８２．３ ｜全川集团辰份有限公司

一种具有接地环的ｅ
ＱＦＰ难登叠封装件及其生

李习周、基蔚、郭小伟、李存满
ＺＬ２０１１０４５５０４３．５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华天科技｜
｜（西安）有限公司

｜易拆式胸骨接骨器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桂物保护研完所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２１６５２．３

兰州西称记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Ｏｒｇ］
ＧＡＮＳＵ

｜李解平、郑果、王立、争青青、马永强、忠
｜娜娜、周天旺、魏周全、张新瑞、杜笔、陈

｜赵童、胡地刚、张树峰、贺秀珍、牵洋、叶

｜缪祥文、聂永茫

｜二等奖

一种麻杏止咳胶素及其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６４４６７．５

｜康海军、张喜民、越庆鑫、康永红、邓月

｜精对苯二甲酸装置氧化

甘肃陇种戎发药业股分有限公司

｜天华化工机城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

｜赵旭、张麦全、张万莞、补中心
＂过滤、洗涤、分离＂的方｜Ｚ２０１０１０５７１７３６．６ ｜限公司、国家干燥技术及装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兰州库选干爆技术有限公司

舔蓝１２Ｃ６＋离于束岳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１０７０３．ｘ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育种方法
铁路重型道岔多台特嫌
｜机同步拿引控制装置及｜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８１４３８．７ ｜兰州交通大学

｜李雪虎、梁剑平、陆锡宏、辛志君、周翔

河涛、旷文珍、争强、方亚非

｜同步分离清洗一体采收

｜陈天任、王丹霞、根廷勤、罗光宏、楠生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４７９８０．８ 甘肃凯源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张械巿
｜挥、吴松红、李建春、越文
牧机械生产力促进中心

税硝三氧化铀水合活化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５５５０８

｜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

｜魏刚、王伟、王值、张慧忠、李永明、严
辉、许云生、张龙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兰州｜
｜张永红、张铠、陈金仪、对小虎、马永刚、

芯棒拧楼机预拧及辅机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１０２９７．７｜蓝亚石油化工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机械｜３
１２ ｜｜装置
止｜陈身、毕群泗、裴志强、式强、富奚天
｜工业兰州石油化工设备检测所有限公｜
一种磁力推拉传递担矩
｜的搅拌装置

｜甘肃省科学院硅性器件研究所

一种从高镍钱阳极泥中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７３２７９７４ 全道笑困最份有限公

｜一种电摸力器耐高温励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４５４３１８．７

一种核－壳型锰酸锂复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５７０６４．３ ｜甘肃大象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和应用

１７ ｜

ＺＬ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９５３２Ｘ

一种化工九五挤条制丸

生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克中、国雪兰、韩爱国、李成军
｜马玉天、族治额、关建明、洪满、孤兴尧、

赵以德、马林、郭宁、秒运全、顾左、李

｜田勇、李辉、胡平、葛宏伟、罗绍华、诸葛

ｚ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８２０９５２９ ｜天水华圆制药设备科技有限黄任公司 ｜李晟、麻林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４９５

专利考

专利名称

｜肃蓝科石化高晰装备股份有限公证

｜一种聚丁二端棒胶装置｜

｜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兰州｜
｜牵规晖、王运波、关忠军、司海娟、吕冲、
｜ ＺＬ２０１１０４５０１７２５｜蓝亚石油化工装备工程有报公司、机碱｜
｜客刑油回收系统碱流方｜
｜工业兰州石油钻采炼油化工设备质量｜
｜检测所有限公司

甘司
年鉴
２０１９］
３ＡＮＳＵ
／ＥＡＲ８００Ｋ

９

急倾科综突放顶煤工作
面设备送输方法及装置
一种啤特果饮料及其制

２｜造方法

ｚ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３４３９６４ ｜华奉煤业集团有限★任公司
Ｚａ２００７１０９９５１２．８｜甘肃和政八八啤特果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一种治疗盆腔炎的中训
复方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ｚ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９ａ１８．Ｘ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用可编程控制Ｓ进行多｜

２ ｜组油控制的控制器及｜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２６８Ｏ４．６ ｜天水椒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谢俊文、卢熹、上官科峰、仇安东、李晖、

｜关俊文、王纬、划志德、苟灵超、都晓阳、
｜李汉汉

｜石永儒、姚自奇、温凯、何有光

才王兰、慕慧霞、辛秀芳
王东明、马麟、张怀德、吕毓军、张得刚

其控制方法

｜用于５００ＫＡ 电解槽的激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８１２６８．５｜嘉峪美索通预婷阳极有限公司
｜质量预培邢极制备方法

Ａ

用于电气化铁路接触两
的钥合全的制备方洁

２ｓ 制种玉宋田土壤消４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０６１５０３．０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５４０８．

｜甘肃大鑫钢业有限责任公司

｜荆升阳、刘瑞、程玉龙、陈卫国、陈杰

部发强、刘高杰、吴文军、周尚智、张工
｜武、王海燕、田丰、包仲务、康铺钱、王嘉

｜甘肃省软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王门市｜ 治减、秦嘉海、马世军、安成吟、张英、

｜种于公司

三等奖
用于通信基站智能新风｜
Ｚ２０１２１０３２７６０６．７
２６ ｜节能系统的监控单无

２７｜｜包装金（金成州消）

８

改进的双商递流式洗习

｜性州毒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ｎ爱军、乔略、景少强、陈娜娜、李文瑞

ＺＬ２０１１３０４９４１７４．５ 甘肃红川酒业有限★任公司

环学

Ｚ１．２０１３１０５１８９４６．２

苟贵测

｜ 甘肃泾弄沙矿机械科技有瓜公司

路桥混凝土浇筑预留孔

｜马小材、庄乾理、柴预鹏、曾继光、张沱、
２９ 点预理件自动定模脱侯｜ ｚ２０１４１０３１２７５０２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宋小军、马威、王永奇、赵永挥、郑永奇
酶法生产玉术淀粉的方

＂

３１｜

ＺＬ２０１３１ｏ１６２４１７．３ ｜白钗寡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载、丁少明、命锋

江宁渤、路亮、王多、刘光途、刘国强、张

｜一种包含两套测风装置｜
｜的测风塔系统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１８６１２０

国家电网公司、甘肃省电力公司、甘肃｜玉３
甘肃｜玉宏、赵龙、王定美、新丹、夏慧、解祥
院｜富、何世思、韩旭杉、马彦宏、徐宏泉、王
｜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
电工研究所
小勇、丁坤、周强、周识远、争津、马明、

报全平、黄蓉、吕清泉、张建美

｜一种长效缓释当归专用
龚成文、冯守疆、赵欣椅、薛亮、张环、范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上壤肥料与节水农｜
｜爱平、张敏敏、杜蓉、张旭临、徐向宁、育
｜肥及其制各方法和其应｜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２２０８３０．７ 业研究所

进泽、郎建军、对汉明、何洋、物君林

一种处理例冶炼渣的磨｜ ＺＬ２０１０１０５３８８１．６

矿工艺及其系统
一种地顾清除装置

一种高危库扩客系统
－种鼓风机用密封牧置

一种硅基各向同性湿；

ｚ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３７２４．３

白钱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民勤县邦德贸易有限公司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６４７５４５．７ ｜兰州有色冶全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１１５３８１．３ 甘素省的银风机厂有限责任公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４６１４５．５ ｜天水天充本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４９６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 产品

杨银辉、刘军、王瑞军、王中、丛明、王

｜勇、拳销、杨爱民、修晓辉、冯国刚

李工德、周自致、刘慧国
｜陈天儒、汪军、刘艺、王少军、康鸿玉、丁
｜陈建军、刘度本
｜｜除谦刚、杜林德、王永功、划惠林、谢文

Ｚ

专利权人
专利名称
一种菌香份循环加工系 Ｚ２０１４１０１ｒ７９７ｓ１５ ｜ 式威小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明人

种会灵、李小林

一种基于力牛行分解原

可成善、宋俊义、陈友文
｜ 理的风机转子在线动平 ＺＬ２０１１０３６９３００３ ｜潘泉钢铁（集团）有限黄任公习
｜衡方
｜一种交联电缆能库线芯
Ａ４ ｜合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黄任公司｜
｜每天军、李国信、高场祥、张杰、李英姿
４０｜外半导电屏蔽层修补方｜ ７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８９５３３．４

一种蕴室石月局全属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９３０５．５ ｜甘肃虹光电子有孤责任公司

一种镍基加氨作化剂及 ＺＬ２０１１０２６７１１７．２｜中国石油天然气殿份有八公司

穆建中、牛文４、马正军、王世健
｜梁板琴、吕龙刚、关杰、孤易、郑云弟、秒
｜尹玲玲、柏介军、韩伟、南洋

甘肃
｜年鉴

２０Ｍｇ
ＧＡＮＳＵ

－种提高０Ｇ法回收转｜

４３｜炉
｜炉煤气就果的装置及方｜ Ｚ２０１１０３５６４４．５｜ ｜甘肃酒钢集旧家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观双喜、孜军、陈友文、某国军、王林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４７１９５３．１

４４｜ 一种保镍矿的选矿方法
一种雾化罐可分离的
氧越声给药农童

Ｚ２０１４２０３３４５６３．Ｘ｜兰州汶河医疗器城研制开发有限公司

一种亚硫跋钠物料干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６７４８１８

｜系就及方；

一种真石漆及其制备方

ｍｃｑｌｏｙ８２５答室机高焕｜

｜苯置和方法

｜ 工艺品（四喜企童）

｜王玛斗、崔忠远、李玉全、李庆恒、李军

富、陈伟、江敏
徐方泉、刘奔、董露、郭晓帆、孟宪栋、重
冯拥军、唐照勇、王联、王全峰、何春文、

ｒ
安军、李华明、年蠢、许工宣、刘志云、相
理尚君、宋小强、袋英鸽
康、杨利强

ＺＬ２０１４２０７６７８４２．５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０８０８０．２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龙有限公司、广 ｜陈正、刘题、簧于良、对华利、陈会明
｜而市石基耐火材料厂

４８ ｜天然气高压硬密封平板｜
｜

ｍ

全川集团股份有限公习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５５３９１．１ ｜西北永新冷料有限公司

｜４７ ｜种

润
｜自热法生产二氧化锡的

｜全川集团股份有承公司

０｜李直
｜ＺＬ２０１４３００３５４２８．０

陈清流、董寘、陈文鑫、乐精华

］

（供稿：栗 亮）

科技奖励与名牌企业产品｜４９７

甘肃

刚弱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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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
厅字［２０１８〕１２０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５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经中央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已报

｜一、机构改革的总体部署

深化机构改革，要适应新时代中

｜ 深化机构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以国家治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改

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使市场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论 挥政府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述，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务职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印发，请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认真组织实施。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地方机构改
｜革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结合实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加强党的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统筹各层
｜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级、各领域改革，省市县主要机构设
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 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全面落实习
向、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以法治 近平总书记对甘肃作出的＂八个着
方式推进改革、坚持在中央统一领导 ｜力＂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打赢脱贫攻

际，制定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

４９８｜附录

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〇起发

｜展、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通道建构，作为省委工作机关，

设、构筑国家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外保留省政府侨务办公室牌子。
（６）将省委财经领导小组改为省 将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的海外华人

等中心工作，深化转职能、转方式、 委财经委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 华侨社团联谊职责划归省侨联行使。
３．新组建和优化职责的机构
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构建系统完 构。省委财经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委
（１）组建省自然资源厅。将省国
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 政策研究室
｜体系，促进各方面改革有机衔接、协 ｜ （７）将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 ｜土资源厅、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职
调联动，发挥改革整体效应，为确保 为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作为省委议 ｜责，以及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 甘肃
全而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富 ｜事协调机构。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 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省住房和
甘肃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公室与省政府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 ｜城乡建设厅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省 ｜年鉴
深化机构改革，要在党中央集中
（８）组建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 水利厅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 ２０Ｅ
统一领导下，由省委负总责，不折不 ｜组，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教 职责，省农牧厅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

扣落实好各项改革任务
二、调整优化省级党政机构和
职能

穹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设在省教育

权登记管理职责，省林业厅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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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由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承担相Ｘ 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

｜职责，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与省教育 等整合，组建省自然资源厅作为省政

｜（一）对应党中央和国务院机构 厅合署办公。

府组成部门。

｜ 改革，调整优化相应机构和职能。

２．加强省委职能部门的统一归

构、两个机关名称。
不再保留省监察厅、省预防腐
败局。

（２）省委组织部统一管理公务员全局牌子。

不再保留省国土资源厅、省测绘

地理信息局。
１．建立健全和优化省委对重大工 协调管理职能
｜（１）省委组织部统一管理省委机
作的领导体制机制
｜（２）组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省环
（１）组建省监察委员会。落实党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调整优化省机 境保护厅的职责，以及省发展和改革
中央关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部署， ｜构编制委员会领导体制，将省机构编 委员会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
将省监察厅、省预防腐败局的职责， 制委员会改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省国上资源厅的监各防止地下水污染
以及省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 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机构编 职责，省水利厅的编制水功能区划、
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 制委员会办公室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 排污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职
职责整合，组建省监察委员会，同省 ｜会的办事机构，承担省委机构编制委 责，省农牧厅的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
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 员会日常工作，作为省委工作机关， 染治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省生态环境
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 归口省委组织部管理
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保留省核安

工作。将省公务员局并入省委组织 不再保留省环境保护厅。
（３）组建省农业农村厅。将省农
部，对外保留省公务员局牌子：
（２）将省委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工
牧厅的职责，以及省委农村工作办公
不再保留单设的省公务员局。

作领导小组改为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

（３）省委宜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 室的有关＂三农＂工作职责，省发展
｜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 版和电影工作。将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和改革委员会的农业投资项目、省财
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司 的新闻出版和电影管理职责划入省委 政厅和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
法厅。
｜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外加挂省新闻 ｜合开发项目、省国土资源厅的农田整
（３）组建省委审计委员会，作为 ｜出版局（省版权局）牌子。
治项目、省水利厅的农田水利建设项
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审计委员会 （４）省委统战部统一领导民族工 日等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农业农村
｜办公室设在省审计厅。

作。将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省委统 ｜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省委农村

（４）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战部领导，仍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
｜组改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 （５）省委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 ｜厅。将省农牧厅的渔船检验和监督管
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作。将省宗教事务局并入省委统战 理职责划入省交通运输厅。将省委农

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委政策研究室。

部，省委统战部对外保留省宗教事务 村工作办公室的有关脱贫攻坚帮扶工

｜（５）将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 局牌子。
导小组改为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 不再保留单设的省宗教事务局。

作职责划入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不再保留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 （６）省委统战部统一管理侨务工 省农牧厅、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为省 ｜作。将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侨务管理 （４）组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省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事机 职责划人省委统战部，省委统战部对 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职责整
附 录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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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作为省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有企 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
府组成部门。
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省属国有 局为主、与省委和省政府双重领导管
不再保留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 企业外派监事会的职责等划入省审 ｜理体制。
不再保留省地方税务局。
计厅。
委员会。
４．其他不再设立的机构
（５）组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不再保留省属国有企业外派监

（１）不再设立省社会治安综合治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深化医事会。
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１０）组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省维护稳定工

｜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以及 ｜将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质量技术监 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全健 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 由省委政法委员会承担。

死 康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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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省中医药管理局牌子。保留省老龄
｜工作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承担。
｜不再保留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办公室。

（６）组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
省民政厅的退役军人优抚安置职责，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军官转业
｜安置职责，以及军队有关职责整合，
组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作为省政府
｜组成部门，按中央有关改革部署
实施。

责，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 （２）将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
｜检查与价格垄断行为查处职责，省商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有关职责交由省

务厅的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 ｜委政法委员会、省公安厅承担。
调查职责，省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管理 （二）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基

｜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市场监督管理 ｜ 本对应的其他机构和因地制宜设置的
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省食 机构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知识产权局 ｜１．与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基本本对

牌子。

应的其他机构

｜ 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省 省委办公厅、省委直属机关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门管理机构。
委员会、省信访局、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作为省委工作机关；省
不再保留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政府办公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理局和单设的省知识产权局
省科学技术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
（１１）组建省医疗保障局。将笔 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城镇职工和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７）组建省应急管理厅。将省安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职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商务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省政 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型农村合作 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府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省公安厅 医疗职责，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药 省统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作为
的消防管理职责，省民政厅的教灾职 ｜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职责，省民政 省政府工作部门。其中
责、省国土资源厅的地质灾害防治、 ｜厅的医疗救助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医
（１）优化省委办公厅的职责。将
省水利厅的水早灾害防治、省农牧厅 疗保障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机 省档案局（省档案馆）的行政职能划

的草原防火、省林业厅的森林防火相
关职责，省防汛抗早指挥部、省减灾
委员会、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省森林
防火指挥部的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应
急管理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构规格为副厅级。

入省委办公厅，省委办公厅对外加挂

（１２）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将 省档案局牌子。省档案馆作为省委直
省林业厅的职责，以及省农牧厅的草 属正厅级事业单位。
｜原监督管理职责，省国土资源厅、省
不再保留与省档案馆合并设立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农 省档案局。
不再保留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 牧厅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区、 ｜ （２）重新组建省科学技术厅。将
理局。
自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 省科学技术厅的职责，省人力资源和社
（８）重新组建省司法厅。将省司 合，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作为省政 会保障厅的外国专家管理职责整合，重

法厅、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的职责整 府直属机构，由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领 新组建省科学技术厅，作为省政府组成

合，重新组建省司法厅，作为省政府 导和管理，加挂省绿化委员会办公 部门，加挂省外国专家局牌子。
组成部门。
室、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 ｜ （３）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改
｜不再保留省政府法制办公室。

（９）优化省审计厅职责。将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大项目稽察职

理局牌子。

｜不再保留省林业厅。

（１３）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

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省政府组

成部门。

（４）组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责，省财政厅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 税机构合并，按照中央有关部署，配 ｜局。将省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职

财政收支情况的监各检查职责，省政 ｜合做好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国税责，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的融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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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保机构监管职责，省意务厅的商业
（５）组建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保理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监 员会办公室，作为省委宣传部管理的
管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地方金融监督机关。

门委员会设置，更好发挥其职能作

用。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
预算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６）组建省广播电视局。在省影 ｜会的相关职责整合，组建省人大社会
不再保留省政府金融工作办 闻出版广电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 建设委员会，作为省人大专门委员
公室
础上组建省广播电视局，作为省政府 会；将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为
直属机构。
２．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
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甘肃
不再保留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２．深化省政协机构改革
｜推进人民政协履职能力建设，加 年鉴
（１７）重新组建省机关事务管理
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省委
｜老干部局、省委机要和保密局作为省 局。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职责，以 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优化政协专门 ２０Ｉｇ
委工作机关；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及相关部门的接待服务职责，省级机 委员会设置，更好发挥其作为专门协 ＧＡＮＳＵ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作 关各自承担的机关事务管理保障服务 商机构的作用。将省政协文史资料和
｜为省委工作机关管理的机关；省广播 ｜职责等整合，重新组建省机关事务管 学习委员会更名为省政协文化文史资
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省

料和学习委员会；省政协科教文卫体
电视局、省体育局、省政府研究室、 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省扶贫开发办公 ｜（８）组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委员会更名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

３．深化群团组织改革
室、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省政府工 将省粮食局的职责，以及省发展和改
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群团工作的制
｜作部门；省政府参事室、省粮食和物 革委员会的组织实施战略物资收储、
资储备局、省监狱管理局、省畜牧鲁 轮换。管理和省级粮食、物资绪备计 度，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
｜医局、省文物局作为省政府部门管理 划管理等职责、省民政厅、省商务厅 性、群众性。促进党政机构同群团组
机构。其中：
的相关物资储备职责等整合，组建省 织功能有机衔接，支持和鼓励群团组
｜（１）组建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作为省发展和改 织承接适合其承接的公共职能，增强
群团组织团结教育、维护权益、服务
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国家安 革委员会的部门管理机构。

全委员会办公室为省委国家安全委员

不再保留省粮食局。

群众功能，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为党

会的办事机构，作为省委工作机关。
（９）组建省畜牧兽医局。将承担 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２）重新组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 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省兽医局、省动 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委员会办公室。将省委军民融合发展 ｜物卫生监各所的行政管理职责，以及 ｜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继续做
｜委员会办公室的取黄，省工业和信息 省农牧厅的畜牧管理职责整合，组建 好各级编办管理机构编制的群团组织
化委员会的国防科技工业有关职责， 省畜牧兽医局，作为省农业农村厅的 改革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的交通战备职责等整 部门管理机构。
（二）深化省委省政府直属事业
合，重新组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机构改革后，共设置党政机构６ ｜单位改革和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会办公室，为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 个。党委机构１８个，其中，纪检监察 改革
会的办事机构，作为省委工作机关， 机关１个，工作机关１５个，工作机关 组建新的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
树对外加挂省国防科技工业局牌子。
管理的机关（规格为副厅级）２个。 ｜政学院），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
（３）省委老干部工作局改为省委 政府机构４２个，其中，省政府办公厅 子，作为省委直属事业单位
老干部局，由省委红织部管理的机关 和组成部门２４个，直属特设机构１ ｜组建省广播电视总台。在省广籍
调整为省委工作机关，归口省委组织 个，直属机构１１个（副厅级机构１ 电影电视总台基础上组建省广播电视
部管理。
个），部门管理机构（规格为副厅 总台，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管理调整
（４）组建省委机要和保密局。半 ｜级）６个。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省委
三、统筹推进其他各项改革

（一）深化省人大、政协机构改
保密局，作为省委工作机关，归口省 革和群团组织改革
委办公厅管理。省委机要和保密局对 １．深化省人大机构改革
外加挂省国家保密局、省国家密码管 发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

机要局的职责整合，组建省委机要和

｜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机构规格为
正厅级，归口省委宣传部领导。

在巩固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改革试点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承
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将完

｜全、主要和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
｜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人大对预算决｜单位全部纳人改革实施范围，全面清
｜ 不再保留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 算、国有资产等的监督职能，健全人 ｜理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将行政
｜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完善人大专 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按照能转职能的
｜室、省委机要局。

理局牌子。

附录 ５０１

不转机构、确需转机构的实行综合设 溯、可问责机制，不作为、乱作为退 额统一计算，省级党政机构数额由党
置的原则，统筹推进、同步实施。改 ｜出机制，严格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 中央批准和管理；市县党政机构数额
｜革后，除行政执法机构外，不再保留 督，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由省委严格管理。省级党政机构不超
（四）深化市县机构改革
或新设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此
｜过６０个，大城市党政机构不超过ｓ５
｜外，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蹄疾步稳推

建立健全市县党委对重大工作

｜个，中等城市不超过４７个，县级党政

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和 领导体制机制，统筹优化党政机构设 ｜机构区分大中小县不同情况，控制在

置和职能配置，省政府部门机构职能 ３０至３７个左右，市辖区参照县的机构
划入省委机构的，市县均要相应划 ｜限额分别确定，县级市参照县级的限
年鉴 按照中央深化市场监管、生态环 转，确保上下贯通、执行有力。涉及
额上限掌握。
２０ 境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 应急管理、退役军人事务、医疗保障 ｜二是进一步规范机构设置。党政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等５个领域综合执法改革的要求，统 等重点领域新组建机构，要上下一致 ｜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的，实行一

甘肃 公益类事业单位改革。

（三）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筹制定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施 ｜抓好落实。加大市县机构职能整合归 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挂牌机

意见。整合组建市场监管、生态环境
保护、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等
５个领域综合执法队伍。进一步加大
整合力度，实行更大范围的综合执
法。统筹城市综合执法，继续深人推
动城市管理等其他跨领域跨部门综合

并力度，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 构不得设为实体机构；议事协调机构
设立或合署办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 设置要严格控制，一般不单设办事机

领导。既允许＂一对多＂，由一个机 构，确需单独设置的，计入机构限

构承担多个上级机构的任务；也允许
＂多对一＂、由不同机构向同一个上级
机构请示汇报。乡镇、街道相关改革
｜执法，分类推进县域综合行政执法。 要与市县机构改革统筹规划，分步实
按减少层次、整合队伍、提高效率 施。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服务载体，

｜额；临时机构要在阶段性、临时性任

务完成后及时撇销；承担联席会议日
｜常工作的内设机构不对外加挂牌子、

不刻制印章，精简规范各类派出机
构。综合设置内设机构，省级党政机

的原则，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责和执 优化岗位设置．严控人员编制，推动 ｜构内设机构数一般应少于对应中央和
法资源，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套 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与基居群众自治 国家机关的内设机构数；多个部门合
｜清单管权责，构建权责统一、权威高 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建立优化协同 ｜并组建的机构，其综合性内设机构要

效的行政执法体制。综合执法改革涉 ｜高效的乡镇、街道行政管理体制和运 ｜合并为一套，编制和人员按照连人带
及的机构编制事项按有关规定办理。 行机制。
编的方式以一定比例精简，用于补充
解决新组建部门的编制和人员缺口，
大力推进科学执法。全面梳理和
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
｜精简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事项，最大 聚焦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关系最紧 内设业务机构也要根据工作的内在联
限度减少行政执法事项，实行清单化 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渴望解决、 系重新设计整合，在优化职能配置的
管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改变行政 ｜最难办的领域和事项，深入推进审批 基础上精干设置，内设机构的结构要
｜执法人海战术，更多应用科技手段， 服务便民化。进一步完善基层综合便 科学合理，综合性内设机构不得超过
推行非现场执法。着力解决多层重复 民服务平台功能，实现线上线下多功 内设机构总数的三分之一；新整合的
｜ 执法。减少执法层级，除中央规定的 能服务，将办件量大、与群众密切相 机构要促进深度融合，坚决防止＂貌
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不设专门的执 关的审批服务下放到乡镇、街道，延 合神离＂。擅自设立的机构和岗位、

｜ 法队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原则上只 伸到城乡社区，普遍建立网上服务站 擅自配备的职务一律取消
三是强化编制刚性约束。各地区
设一个执法层级，将执法力量向基层 点，加快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推

延伸、强化市县行政执法职责，一般 进供水、供电、供气等人民群众经常 各部门不得在中央批准的行政编制总
实行＂局队合一＂体制，避免重复 打交道的公共事业部门的便民化改 ｜ 额外越权审批行政编制或自行确定用
｜执法。
革。打破＂信息孤岛＂，统一明确各 于党政机关的编制。事业编制严格控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锁定执法人 部门信息共享的种类、标准、范围、 制在中央和省里确定的基数内。省级
员编制底数，暂保持现状不变，待中 流程，加快推进部门政务信息联通共 原则上不设２０名行政编制以下的党政
央统一明确政策后逐步规范。清理规 用，各部门审批服务系统尽快向各级 ｜机构，市、县级也要限定党政机构行

范临时人员和聘用人员，严禁使用辅 ｜玫务服务机构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 改编制最小规模。按有关规定从严核

助人员执法。探索建立体现综合行政 机构开放端口、权限和共享数据。 ｜定各级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
执法特点的编制及人员管理办法。严
（五）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约束 数。结合这次机构改革，打破编制分
把人员入口关，强调德才兼备，完善
｜一是加强各级党政机构限额管 配之后地区所有、部门所有、单位所
有的模式，编制随职能变化按程序相
法程序，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可追理。各级党委机构与同级政府机
｜５０２｜附 录

应进行调整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省委领 论，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
四是严格领导职数管理。按照中 导下，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省 不散、干劲不减。此次机构改革不搞
｜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关于进一步规范 机构改革的组织领导、总体设计、统 断崖式人员分流，因机构整合、撤销

｜领导职数管理的意见，严格按照规定 ｜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省机构改革领导 等造成的富余人员，在工作实践中逐
的机构规格核定相对应的领导职数， 小组办公室承担省机构改革领导小组 步消化。各级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规定
严禁以任何形式超机构规格核定领导
职数。
五是完善配合协作机制。进一步
｜完善机构编制与组织、人事、财政等

部门的配合协作机制，优化机构编制

日常工作，建立工作专班，明确任务 的职责和工作确需调整的，按照《全
分工和责任主体，倒排时间表，制定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 甘肃
施工图，紧凑有序推进机构改革工 院机构改革涉及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
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抓改革举措 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执行。各地区 ｜年鉴

落地作为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主 各部门要主动对表、积极作为，确保

｜实名制管理，发挥机构编制管理在全 要负责同志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对明 省市县机构改革压茬推进、相互衔

流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严格控制编外 确的机构改革任务要坚决落实到位。 接、有序开展。
（四）严明纪律规矩。严格执行
聘用人员，从严规范适用岗位、职责 （二）细化工作进度。省机构改
权限和各项管理制度。
｜革方案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印发 机构改革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机构

２０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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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抓紧组织实施，２０１８年年底的完编制纪律、干部人事纪律、财经纪
持机构编制＂一支笔＂审批制度和集 ｜成新组建或职能调整较多部门的＂三 律、保密纪律，严禁突击提拔和调整
｜ 六是严格遵守机构编制纪律。坚

中统一管理，严控总量，确保这次机 ｜定＂ 规定制定或修订工作。同时，抓 ｜干部。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原
构改革不突破机构总数，不突破编制 紧制定市县机构改革指导意见报党中 则，涉及机构变动、职责调整的部
总数。除专项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外， 央备案。各市县婴结合本地具体情 门，人员编制要及时相应划转调整到
各部门起草的行业规章、政策文件、 ｜况，研究制定机构改革方案，１１月底 位，不得搞变通、拖延改革。要将本

领导讲话不得就机构编制事项做出具 前，报省委审批。全省机构改革任务 ｜地区机构改革实施情况纳人重大决策

部署督察任务和巡视巡察范围，进行
体规定，涉及机构编制事项的，按程 ｜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底前基本完成。
序和权限专项报批。严禁上级部门以 （三）稳妥有序推进。全面贯彻 督促检查，严肃查处机构改革过程中
项目资金分配、考核督查、评比表彰 落实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原则，紧持的违纪违规同题。省委对机构改革开
等方式干预下级机构设置、职能配置 ｜有组织、有步骥、有纪律推进地方机 ｜展评估和督察。
附件：（略）
和编制配各。
构改革，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
四、组织实施
（稿件来源：中国甘肃网）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引导社会奥

｜附录｜ ５０３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
甘致发［２０１８］７３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甘肃
年鉴

２０ｓ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
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

｜办公室、甘肃省知识产权局牌子。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 五、甘肃省人民政府部门管理机
｜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甘肃
各单位：
｜省能源局牌子；甘肃省科学技术厅挂 构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 ｜甘肃省外国专家局、兰州白银国家自
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主创新示范区办公室牌子；甘肃省生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现将省政府 态环境厅挂甘肃省核安全局牌子；甘
机构及直属事业单位设置通知如下： 肃省交通运输厅挂甘肃省民航机场管
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理局牌子；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挂
二、甘肃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牌子；甘肃省人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挂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教育万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甘肃省公安厅
甘肃省民政厅

计肃省监狱管理局

甘肃省畜软兽医局
甘肃省文物局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由甘肃省
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
人民政府办公厅管理，甘肃省粮食和
三、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 物资储备局由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管理，甘肃省监狱管理局由甘肃省
｜构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僧 司法厅管理，甘肃省畜牧兽医局由甘
肃省农业农村厅管理，甘肃省文物局
理委员会

甘肃省司法厅
甘肃省财政厅

四、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管理，甘肃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理局管理。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甘肃省水利厅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商务厅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甘肃省审计厅

５０４ ｜附录

甘肃省体育局

甘肃省统计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甘肃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周
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甘肃省医疗保障局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挂甘肃省药
化委员会办公室、大熊猎祁连山国家
公园甘肃省管理局牌子；甘肃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挂甘肃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六、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事业单

位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甘肃省科学院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甘肃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 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

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机构简称的通知
甘政办发［２０１８〕２１０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目

甘肃

年鉴

甘肃省水利厅（省水利厅）

三、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特设
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农
机构
各单位
村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机构
甘肃省商务厅（省商务厅）
理委员会（省政府国资委）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第

号），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人民政府旅厅）
机构简称》印发给你们。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卫生

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

二、甘肃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为
展改革委）
甘肃省教育厅（省教育厅）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省科技厅）
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工

信厅）
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民委）

甘肃省公安厅（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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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机构

设置的通知》（甘政发〔［２０１８］７３ 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

甘肃省人民政府机构简称
（括号内为机构简称）

２０ｇ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省林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市场
｜健康委）
监管局）
｜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退役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省广电局）
车人厅）
甘肃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厅）

甘肃省审计厅（省审计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
政有外事办）

甘肃省体育局（省体育局）
甘肃省统计局（省统计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省政府
｜研究室）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挂甘肃 甘肃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省人
｜省能源局牌子；甘肃省科学技术厅挂防办）

甘肃省外国专家局、兰州白银国家自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省扶

｜主创新示范区办公室牌子；甘肃省生 ｜贫办）

态环境厅挂甘肃省核安全局牌子；甘 甘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
肃省交通运输厅挂甘肃省民航机场管 金融监管局）
理局牌子；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挂 甘肃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机关
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牌子；甘肃省人 事务局）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挂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医疗保障局（省医保局）

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挂甘肃省绿
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
甘肃省民政厅（省民政厅）
化委员会办公室、大熊猫祁连山国家
｜甘肃省能源局（省能源局》
甘肃省司法厅（省司法厅）
甘肃省外国专家局（省外专局） 公园甘肃省管理局牌子；甘肃省市场
甘肃省财政厅（省财政厅）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 监督管理局挂甘肃省食品安全委员会
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公室（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 办公室、甘肃省知识产权局牌子。
（省人社厅）
甘肃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省绿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自然资公室）
甘肃省核安全局（省核安全局）
化办）
源厅）
甘肃省民航机场管理局（省民 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
理局（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管
｜航局）
境厅）
甘肃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中医药
理局）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建厅）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省交通运
输厅）

甘肃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甘肃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 （省食安委办）

管理局》

（省政府港澳办）

甘肃省知识产权局（省知识产
附录｜５０５

权局）

曾

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粮史志办

五、甘肃省人民政府部门管理｜食和储备局）
机构
甘肃省监狱管理局（省监狱管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省社科院）
甘肃省科学院（省科学院）

人民政府办公厅管理，甘肃省粮食和 甘肃省畜牧兽医局（省畜牧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省农科院）
甘肃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省供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由甘肃省 理局）

物资储备局由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医局）

甘肃省文物局（省文物局）
甘肃 会管理，甘肃省监狱管理局由甘肃省
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药
司法厅管理，甘肃省畜牧兽医局由甘
年鉴 肃省农业农村厅管理，甘肃省文物局
｜监局）

死

销联社）

｜甘肃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省
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
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局（省公共

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管理，甘肃省 六、甘肃省人民政府直属事业 资源交易局）
ＧＡＮＳＵ 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甘肃省市场监督管 ｜单位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省广电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理局管理。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省
（省总台）
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政府 改府文史馆）

参事室）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地方

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五章 出版
第四十二条 一股采用１６开本，文字横排。
第四十三条印刷、装帧应符合国家出板物质量
第四十四条 制作出板电子板年鉴，应道可国家关于电子

版物管理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 年鉴应逐年编纂，做到当年编纂当年出版。

５０６ ｜附录

｜（稿件来源：《甘肃日报》）

地方立法

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
月２７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甘肃省算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ｉ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十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５号）

第一章总则

｜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 在规划成果中明确标示并独立成篇。
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 省会城市的规划应当统筹考虑中
｜央在甘及省上单位用地布局和空间安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 和无障码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

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

第四条 城市、县城、镇的总体 ｜排的需要。县城、镇、乡的规划要立

境，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规划应当服从城镇体系规划：控制性 足县、镇、乡人民政府所在地经济社

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 详细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规划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 专项规划应当服从城市、县城、镇总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体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服从控
制性详细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会发展，体现地域特色，并为周边农
村生活、生产提供服务。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省
｜域城镇体系规划，报国务院审批；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制定 ｜设施专项规划。
市、州人民政府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
和实施城乡规划，在规划区内进行建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城 的城镇体系规划，报省人民政府
设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乡规划，

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审批。
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城市、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

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县城、镇 自治州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市、县城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 ｜府审批；镇人民政府在城市、县人民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修建 工作，并具体负责州政府所在地城市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指导下组织编
｜ 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基础

性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的城乡规划编制、实施工作。
制镇总体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本条例所称规划区，是指城市
城市功能相对独立的市辖区经省 审批。
县城、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 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县的规划管理职
｜ 编制总体规划前，组织编制单位
｜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 责具体负责该区域的城乡规划管理 应当委托相关职能部门或者有关机构
｜的区域

本条例所称县城，包括县政府所
在镇和已经与该镇建设发展关系密切
的镇、乡和村庄。

对空间发展战略、人口与建设用地规

工作。

｜模、综合交通、资源环境承载力等重

第二章 规则的制定

｜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专题研究报告

需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作为编

本条例所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 第六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根据 ｜制规划的依据。
设施，是指城市、县城、镇的道路、 城市所在区域位置、城市性质、发展 第八条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
轨道交通、供水、排水、供热、防 目标以及资源承载能力，统筹城乡发 市、县城总体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
洪、消防、电力、电信、燃气、环卫 展和区域发展，协调相关关系，并对 当先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等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交通枢组、水 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作出规定。其 审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源地及其保护区、污水及垃圾处理等

｜中，规定空间管制的强制性要求应当 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附录｜ ５０７

｜镇总体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当

一级人民政府审批。县人民政府所在

｜第十五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基

先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代表的审 ｜地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山县人民政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报上

议意见交由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镇总体规划 一级人民政府备案时，备案机关认为

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报送审批省 的要求组织编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 上报的规划存在违反上位规划和规划

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县城总体规 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编制技术标准等重大问题的，应当提
划或者镇总体规划，应当将本级人民 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出修改意见，责令组织编割机关限期
｜第十二条 城市、县城、镇规划 修改，并按程序重新报批和备案。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镇
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意见和根据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甘肃
年鉴 审议意见修改规划的情况一并报送。

２０

规划由有关部门会同城市、县人民政 ｜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规划编制的需

第九条乡、镇人民政府在圳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按 要，向规划组织编制机关提供经济社

ＧＡＮＳＵ
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程序审批、 会、资源环境、相关规划以及期察、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指

导下组织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报 备案、修改、实施。
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 础资料，并保证资料的准确性。
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批。村庄现划在报

｜送审批前，应当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 ｜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总体规划已经 ｜ 第十七条 城乡规划报送审批
代表会议讨论同意
确定的强制性内容，各类基础设施主 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
乡规划、村庄规划应当依据当地 干网络系统布局和规划规模，基础设 ｜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基础设 施权组工程的用地，需要政府配套的 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规模和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绿化、历史街 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
标准。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 区和重点文物、水体等的保护和控制 城乡规划批准并备案后，组织编

宅建设技术导则和图则，具体确定农 范围。
宅建设技术标准。

第十三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某

｜制机关应当在三十日内向社会公布有
｜关成果；其中，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依 细规划及城镇重要地段修建性详细规
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县城总体规 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重要地块划应当永久性公布。法律、行政法规
划组织编制城市、县城的控制性详细 和旧城区内土地使用权属复杂地块的 规定不得公开的城乡规划成果除外。
第十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

规划；镇人民政府在城市、县人民政 修建性详细规划。
规模较小的县城和镇，城市、
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指导下根据镇总
体规划组织编制镇的控制性详细规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和镇人民
｜划；其中新增规划用地的控制性详细 政府可以依据总体规划直接组织编制
规划应当在总体规划批准后的二年内 修建性详细规划，并按照控制性详细
编制完成。编制旧城区控制性详细规 规划的有关程序审批、备案、修改、
划，应当按照尊重土地使用权属和优 实施。
化用地布局相结合的原则划分规划控 城市、县人民改府城乡规划主管
制地块。
部门和镇人民政府可以要求驻地大专
｜ 总体规划已经确定的强制性内 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等单位，
容，以及各地块的主要用途及兼容 依据总体规划直接编制所在用地的修
性、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 建性详细规划，并按照控制性详细规
绿地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 划的有关程序审批、备案、修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应当通过固定场馆或者在其官方

网站对城乡规划进行公告、公布。
第三章规划的实施
第十八条 组织实施城乡规划，

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集
约利用土地，合理利用地下空间，保

｜ 护各类资源，尊重群众意愿，传承历
史风貌和体现本地特色。
｜新区开发，应当合理确定建设规

模和时序，系统配置基础设施以及教
套规定等应当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实施。
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强制性内容。
｜第十四条 省级以上开发区、１ 施；旧区改建，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
第十一条城市、县城总体规划 业集中区等各类园区以及省级以上人 产和传统风貌，合理控制用地使用强
｜批准后十五日内，应当报省人民政府 民政府确定的工矿区总体规划、控制 度，推动停车场、环卫设施、绿地及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备３
｜性译细规划。由其管理机构会同所在 文化、体育、公益活动场地等公共服

城市、县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务设施的完善。
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 门组织编制，并按照城市总体规划、 ｜ 第十九条 全省建设项日规划管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程序审批、备 理实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
府备案。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报上案、修改、实施。
｜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５０８ ｜附录

证、建设工程规划竣工验收合格书和 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 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提交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

｜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用地手续。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设计
规划许可证书的办理程序、时限
第二十三条 以出让方式提供国 方案等资料；符合条件的，核发建设
及规划许可附件的内容、格式按照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国有土 工程规划许可证。
家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城 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玫府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应当明确
乡规划主管部门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 同步建设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政许可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定国有土地 的位置和规模及其具体建设时序。
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使用权出让方案，并将规划条件作为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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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 有关部门不得进行施工许可和房屋预 ｜年鉴
｜出规划许可时，应当在项目建设用地 分。末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 售许可。
｜２０ｇ
范围内布局建设项目使用所需的交 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七条 在城市、县城、镇 ＧＡＮＳＵ

通、消防通道及其他各类基础设施和
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 ｜规划区内确需进行临时建设的，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确定合理的建筑容 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 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城市、县人民政
量、间距和空间关系，保证相邻权益 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方可申请领取 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关于同意临时使
人的日照、通风、采光、通行、安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用土地的文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
以及土地使用等权益。

第二十一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

第二十四条 转让上地进行建设 ｜当在不影响城乡规划实施的基础上，

的，应当将土上地使用权属人已经取得 依据有关规范标准，提出临时用地规

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 ｜的规划条件作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划条件，核发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

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组成部分。需变更规划条件和分割 可证。
的，建设单位在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 土地转让的，应当重新申请规划条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核准前，应当按规定程序向县级以 件，并将规划条件作为土地使用权转 的，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 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建设单位应当及 部门不得办理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
｜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时将依法变更后的规划条件报有关人

建设项口选址意见书的核发实行 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分级管理制度：

｜可证：

（一）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

新的土地使用权属人取得土地使 内的；

（一）报国家或者省级有关部门 用权后，应当申请换发建设用地规划 ｜（二）影响控制性详细规划、基
批准、核准的建设项目和国家级、省 许可证。
｜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实

级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由县级 第二十五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 施的；
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逐级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建设用地 ｜（三）影响道路交通、公共安
提出初审意见，省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的建设现状和近期建设规划，依据控 全、市容或者其他公共利益的：
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核发建设项目选 ｜ 制性详细规划、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四）侵占公共绿地、水面和广
址意见书；
设施专项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 场、公共停车场等活动场地的；
（二）报城市、县人民政府有关 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确定用地性 ｜（五）侵占电力、通信、气象观
部门批准、核准的建设项目，由城 ｜质、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 ｜测、防洪保护区或者压占地下管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 绿地率等规划条件，作为建设用地规 线的；
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划许可证的法定附件。建设项目用地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在已有用地上湖 ｜所在地区已制定了修建性详细规划 ｜ 第二十九条 取得临时建设用地
建、扩建、改建项目和以划拨方式提 的，规划条件应当依据修建性详细规 规划许可证，并完成设计方案的临时
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 划提出。
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
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
建设单位和勘察设计单位应当以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进行工程设 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城市、
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城 计的规划依据。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临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确
第二十六条 在规划区内进行建 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临时建
定规划条件后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 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设工程设计方案，核发临时建设工程
可证。
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向城 规划许可证。
健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
临时建筑物、构筑物使用期一般
附 录 ｜ ５０９

！划验收；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 及规划区范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
不得超过二年；确需延长使用期限ｉ

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期满前
三十日内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廷

期，延期只能一次并不得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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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竣工规划验收。
同意后，进行专题评估，编制修改方
未通过竣工规划验收的，不得进 案，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行房屋产权登记。
（三）修改城镇体系规划、总体
｜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目投入
规划的非强制性内容，由组织编制机

临时建设期满，使用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在三十日内予以拆除。
后，建设单位和个人需要改变规划许关在编制下一层次规划中具体作出
｜ 第三十条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确定的使用性质的，应当向城市、 修改。

可证的建设工程施工完成后，建设单 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申
年鉴 位和个人应当向核发该工程建设工程
请规划许可变更。
２的 规划许可证的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可以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ＧＡＮＳＵ 竣工规划验收。城市、县人民政府城 部门对不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
（一）新编制或者修改的总体规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建设工程规 土地兼容性要求的、市政基础设施不 划对规划地段有新要求的；

划许可证，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验收 配套的、房屋安全及适用性鉴定不合 （二）规划地段内出现新的利害
和现场核实，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 格的、未取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证 ｜关系，需要通过修改规划解决的；
验收合格书。
明的以及对周边环境形成污染的建设 （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 项目，不得作出规划变更许可。
供给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
格书的，不得进行建设工程质量验收
备案和房屋产权登记。
第三十一条在乡、村庄规划区

第四章 规划的修改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的。

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组织编制

内进行建设，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机关应当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
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部门 的意见，并向原批准机关提出专题报
镇人民政府同意，转报城市、县人民 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 告，经其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核定，核发乡 估。总体规划每三年进行一次评估， 因修改规划给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造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乡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每五年进行一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在乡、村庄规划区内不扩大原宅 ｜次评估。
基地面积改造或者建设二层以下农宅 评估报告应当具有下列主要
第五章监督栓查
的，在村委会协调相邻权利人关系的 内容：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基础上，由个人自主进行。城乡规划
（一）规划公告情况和公众意见； 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

主管部门应当免费提供农宅建设规划
技术导则。

（二）公共服务设施、社会公益 乡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修改、
｜设施等基础设施和住房保障的规划实 评估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申请乡村建设规划 施情况

｜许可证，建设单位和个人应当根据建
｜设项目性质提供以下资料：

（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层
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实施情况；

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
｜部门应当依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对建设工程的实施进行规划监督。

（一）乡镇企业、乡村公共设施 ｜（四）绿化、交通、环境卫生、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
和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应当提供有关 公共安全的规划实施情况。
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上级人
部门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第三十六条修改城镇体系规 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的
｜（二）需要占用农用地的建设项 划、总体规划，应当按照以下要求 规划督察意见、建议，在规定工作日
目，应当提供农用地转用的批准 进行：
内完善相关规划工作，并向其作出报
（一）修改城镇体系规划、总体 告。监督检查机关对违反本条例规定
｜文件；
（三）三层及以上农宅、乡镇企 规划确定的城镇规模、发展目标和整 的行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业及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项 体功能布局及规划区范围，涉及多项 城乡规划法》和本条例的规定，依法
目，应当提供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设 ｜强制性内容调整的，经原批准机关同 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计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意，应当按照制定规划的程序进行； 第四十条 建设单位或者相关权
第三十三条 城市、县人民政府 （二）修改城镇体系规划、总体 益人对取得的规划许可有异议或者在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对取得乡村建 规划确定的强制性内容，不影响建设 ｜规定的期限内未取得规划许可的，可
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工程进行峻工规 用地规模、发展目标和整体功能布局 以向作出规划许可的城乡规划主管部
５１０ ｜附录

门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
（四）向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
（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
门提出督察申请，由上一级人民政府 ｜未在法定期限内核发选址意见书、建 ｜可证的建设单位划拨国有土地使用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维持原许可或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权的；
者限期办理、责令纠正、撤销行政许
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 （五）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等决定。
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 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
第四十一条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临时建设工程规划 目进行施工许可或者房屋预售许

应当在其网站、办公场所或者指定的 许可证的；
可的；
（四）未确定规划条件或者确定 （六）未依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档案管理机构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

｜人组织提供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资

甘肃
的规划条件不符合控制性详细戍划、 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进行施工验 ｜年鉴

２０ｇ

料；特殊情况需要的，也可以通过主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又未按 ｜线的。
要新闻媒体予以公开。
程序修改规划的；
第四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ＧＡＮＳＵ

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规定进行新建、扩建、改建
主管部门查询，并有权就涉嫌违法的 可证附图的；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
建设活动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举报或 （六）做出的规划许可违反国家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有权就建设
（五）未公布经审定的修建性让
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 细规划的总平面图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者提出监督建议，城乡规划主管部门

应当及时予以受理。
第六章法律★任

第四十二条 镇人民政府或者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
者上级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
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

标准、规范的；

｜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

（七）发现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 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
违反规划许可的规定在规划区内进行 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教；无法采取改正
建设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 ｜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

后不依法处理的。
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
｜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 罚款。
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 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建
｜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 设项目主要指违反城乡规划，对城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市、县城、镇的空间布局、防灾能

｜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予处分：
力、交通能力、环境质量形成重大影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照总体规划组织编制 响的建设项目。
（一）未依法组织编制、修改、 ｜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造成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报批、备案控制性详细规划、基础设 严重后果的；
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的；
（二）向未依照本条例取得选址
（二）超越职权、违反程序或者 意见书的建设项目核发建设项目批

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核发选址 准、核准文件的；

｜其规定。

第七章附 则

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三）未将崴划条件纳入国有士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土地使用权转让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８年９

验收合格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合同或者改变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月１日起施行，
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临时建设 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依法确定
的规划条件的；
工程规划许可证的；

｜附录｜ ５１１

甘肃
年鉴

甘肃省自然保护区条例

２０１９

丰９月２６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甘肃省

ＹＥＡＲ图０Ｏ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０号）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亡

ＧＡＮＳＵ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和自 立、变更及晋升报批、进人自然保护 ｜ （三）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
然资源，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 区许可的审核、审批等工作；
｜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四）监督管理有关自然保护区 ｜（四）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档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建设项目的申报和实施；
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
｜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 （五）负责有关自然保护区的对 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外合作交流；
｜（五）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自然保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展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工作；
护区建设和管理的相关活动，适用本职责。
｜（六）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
条例。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行政
（七）在不影响保护区自然环境
｜ 第三条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 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 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展科学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理应当坚持保护优先、全面规划、依 规定，开展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项目 观测、参观、旅游等活动；
的审批、核准、备案、节能审查等工 （人）对违反自然保护法律、法
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 ｜作，征得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同意 规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关系。
后，对符合条件的生态保护与修复项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人民
法管理、持续发展的原则，妥善处理

第四条 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县级 目优先给予资金支持。
政府可以会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有关村民委员会、单位组成保护协调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自然保护区

工作的领导，承担白然保护区生态环 门负责自然保护区内的水资源、水上组织，开展宣传教育，订立保护公
境保护和修复的主体责任，采取有利 保持和河道的监督管理，履行河长制 ｜约，共同保护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和自然资源。
于保护和发展自然保护区的政策和措 办公室职责。
｜施，将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纳入国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 ｜ 第八条 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 门，依照各自职责，做好与自然保护 自然保护区和省、市（州）、县
（市、区）级自然保护区。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区建设和管理相关的工作。
资源行政部门是自然保护区的主管部 ｜第六条 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应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省人民政
门．其主要职责是
当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立管理机构，负 府自然保护区行玫主管部门管理，或
（一）拟订有关自然保护区管理｜资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作，其主 ｜者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管理。
方面的政策、规定和制度，并组织实 要职责是：
｜省级、市（州）级、县（市、
施和监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 ｜区）级自然保护区由所在地县级以上
（二）指导森林、草原、湿地、 护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
｜荒漠和水生、陆生野生动植物类型自
（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 门管理。
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规程编制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按照 第九条 凡符合国家规定建立自
（三）承办有关自然保护区的建
的建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

５１２ ｜附录

然保护区条件的自然区域，应当建立

白然保护区。
政主管部门批准。
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不得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依照
核心区内原有居民确有必要迁出 ｜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
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与 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

省级、市（州）级自然保护区的 其管理者协商予以妥善安置。
｜建立，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市 第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缓冲区第

｜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

准。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

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
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 科研需要进人自然保护区缓冲区从事 规定的排故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报省人 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 造成损害的，采取补救措施，
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 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 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建
（州）人民政府或者省人民政府自然

备案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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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经 设的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内的２０ｇ

环境质量；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 ＧＡＮＳＵ
县（市、区）级自然保护区的建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治理。
立，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县（市、
区）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市（州） 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自然保护 限期治理决定由法律、法规规定
｜人民政府审核同意，依照省级自然保 区管理机构。
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
护区的建立程序办理，
｜第十五条 进入自然保护区实验 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
第十条 跨行政区域自然保护区 ｜区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以及驯 ｜ 第二十条禁止在白然保护区内进

的建立，由有关行政区域的人民政府 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 行砍伐、放牧、取土、狩猎、捕捞、
｜ 协商一致后，共同提出申请，按照本 动，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
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程序报批。
规定。
沙等活动；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 第十一条 白然保护区的范围和
第十六条 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 定的除外。
｜界线由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 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 第二十一条 禁止向自然保护区
府确定，并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区管理机构编制活动方案，活动方案 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有害、有毒的
污水和废气。
确定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界线， 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
应当兼顾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划定范 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组织参观
第二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所
围的适度性，以及当地经济建设和居 旅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前款规定 需经费，由申请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
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理；进入自然 民政府安排，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
自然保护区的性质、范围、界线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门可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和隶属关系一经确定，任何单位和个 段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三条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人不得随意改
｜ 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 ｜ 构对自然保护区实行环境质量监测制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自 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度，每年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然保护区界标的日常管护。任何单位 第十七条 自然保护区的内部未 境行政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 分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核心区和缓 管部门报告自然保护区环境质量
保护区界标。

第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

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 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玫府

冲区的规定管理。

第十八条 外国人进入自然保扩

状况。
｜ 第二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

｜区，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构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自然保护

提交活动计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 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当

认为必要时，可以在自然保护区外围 机构批准：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 ｜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自然
｜划定一定面积的外围保护地带。
｜护区的，应当经省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第十三条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禁 管部门批准。
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因科学研究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
｜ 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 遵守有关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

｜究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 ｜ 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在自然保护区 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 内从事采集标本等活动。

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
其中，进入国家级白然保护区核心区 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护区界标的；
｜划，并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 第十九条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自然保护区行
户区行设施。

（二）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
｜附录｜ ５１３

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 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以三百元以
管理的
一万元以下罚款。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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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

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的；

（三）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缓冲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 （三）未按照活动方案开展参
观、旅游活动的；
造成自然保护区重大污染或者破坏事
区内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
｜ 采集，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 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
｜（四）违法批准人员进入自然保
活动成果副本的，
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对直护区核心区的，或者违法批准外国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
｜在自然保护区进行砍伐、放牧、取 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土、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

第二十八条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的单位 管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违反本 第二十九条 法律、法规对自然
ＧＡＮＳＵ 和个人，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保护区管理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县级以 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
｜第三十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月
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６日省九届
上人民政府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机关依法给予处分：
或者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没收违法所 （一）开展参观、旅游活动未编．
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甘
｜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 制方案或者编制的方案不符合自然保｜ 肃省 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同时

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教措施；对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的；

｜废止。

甘肃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８年１１月２９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３号）

第一章总则

与、全民共治的原则。
｜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总责。

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气污染防治工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应当协助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大气污 管部门负责对本省大气污染防治实施
｜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规划，加大财政投入；转变经济发展

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方式，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 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分别对本市
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 ｜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制定并实 ｜（州）、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实
实际，制定本条例
施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科技 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政策和技术措施，严格控制和有计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
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及其监督管理 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使大气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重点履行以
活动。
环境质量达到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标准 下大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
（一）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优化
｜第三条 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 并逐步改善。
｜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源头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如 产业和能源结构以及布局调整，发展
理、规划先行，突出重点、防治结应当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

合，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 门的工作安排，配合做好本辖区内大业，确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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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政府确定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进 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编制本行政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同相 行分解并实施考核。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
关部门负责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业 ｜ 考核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接受 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应当与主体功
｜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和节能降耗等工

公众监督。

作，推进工业锅炉升级改造和清洁生
第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统一规划和监管煤炭交易市场和 ｜产经营着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大气污
集中配送体系，推进新能源汽车 染物排放标准，采取有效措施，防
使用。

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

规划、节约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和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环境准人负面清单相衔 甘肃

止、减少大气污染，并对造成的损害 接，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

（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 依法承担责任。
对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和建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

构、用地结构的调整相结合。
第十一条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年鉴

２０Ｍｇ

筑物拆除等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实 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 国家下达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ＧＡＮＳＵ
｜施监督管理，推进新增集中供热热源
以及热网工君

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务。

控制目标，控制或者削减本行政区域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将国

（四）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 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家确定的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燃媒锅炉的节能环保标准执行情况及 办事处应当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 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市（州）人民
商品煤、车用成品油、高污染燃料生
｜产销售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督

规、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
与大气环境保护，营造全社会保护大

｜政府。

促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烟过滤设备， 气环境的氛围。

市（州）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
政区域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使用清洁能源。

｜ 指标，结合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

（五）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导农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业清洁生产，减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中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重点大气污染物削减要求，将重点大

气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进行分解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 落实。

（六）交通运输、自然资源部门 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

分别对道路建设和土地整理等施工中
产生的扬尘污染实施监督管理。

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 ｜治需要，对国家确定的重点大气污染
｜准；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气 物之外的其他大气污染物排放实行总

（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 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 量控制。

｜责老旧机动车辆淘汰工作和高污染物 可以根据木省实际情况制定严于国家

｜ 第十二条 木达到国家大气环境

｜排放车辆禁限行监管，配合有关部门 ｜标准的地方标准，并在其网站上公 ｜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

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被、高排放 布，定期进行评估和适时修订。地方 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采
｜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实施监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地方大气污染物 取措施，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
督检酒

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部门和标准化主管部门备案。
由相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制定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１

｜章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
工实施，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大气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严格依
｜法履行职责、协同配合，加强对大气

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

应当向社会公开，并根据大气污染防
当以保障公众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为 治的要求和经济、技术条件适时进行

宗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做到 评估、修改；市（州）的大气环境质
科学合理；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生态环

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 竟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每年在
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

污染物排放的日常监督管理，及时制
制定地方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大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
止并依法处理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组织专家进 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行审查和论证，征求有关部门、行业 情况时，应当报告大气环境质量限期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对各市 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和公众等方面的 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行为。

（州）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大气意见。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
核。考核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项日，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州）人民政府应当将省人民大气环境承载力和重点大气污染物排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
｜附录ｌ ５１５

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 民政府，实行大气环境质量预警
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府、街道办事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通报。
制要求。
由省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部门按照 第二十三条排放工业废气或者
第十五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国 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进 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家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 行问责：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 （一）未履行大气污染防治法 定和监测规范对其所排放的工业废气
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职责的
和有毒有害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

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署
甘肃
年鉴

｜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向所

在地市（（州）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 改善目标的；

列０ 其派出机构申请核发排污许可证。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二）未完成年度大气环境质量

第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

原始监测记录。不具备监测能力的排

污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
（三）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 测，监测数据不得隐瞒、伪造和

｜量总量控制指标的；

（四）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大＇
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 污染防治重点任务的；
管部门的规定设置大气污染物排 （五）对重大大气污染突发环境
放口。
事件处置不力的；
（六）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们
｜ 禁止通过偷排、纂改或者伪造监
ｉ情形。
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

篡改。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
省有关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联网，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
公开排放信息，对监测数据的真实

｜性、准确性负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发现重点排污单位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主体功能区划、区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应当及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传输 时进行调查。
第十七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将 扩散规律，建立联合防治机制。相关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

重点大气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大 理部门依法对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
排放浓度和总量、限产减排措施落实 气环境承载能力，协同制定大气污染 实施监管，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
｜情况、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 联合防治方案，开展大气污染联合 所属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数据的质
量管理。
况等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 防治。
监督。
｜第二十一条 在重污染天气集中
第二十四条 禁止侵占、损毁或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省、市 ｜出现的季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 者擅自移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
（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 要求重点行业企业错峰生产、施工。 设施和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
｜ 照国家有关规定，会同有关部门确 错峰生产、施工期间，企业应当按照 设备。
｜定，并适时调整，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排，对生产经营 ｜ 第二十五条 对严重污染大气环
第十八条 未完成省人民政府下 活动、施工时间进行调整，减少或者 境的工艺、设备和产品实行淘汰制
｜达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或者超过 暂停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生产、作业。 度。被淘汰的设备和产品，不得转让
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错峰生产、施工的重点行业企业 给他人使用。
地区，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由市（州）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或者使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 第二十二条省、市（州）人民 用者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停止生产、进
府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该地区新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建设与管 口、销售或者使用列入国家综合性产
增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 ｜理本行政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 ｜业政策目录中的设备和产品。工艺的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污染源监测网，组织开展大气环境质 采用者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停止采用列
约谈可以邀请媒体及相关公众代 量和大气污染监测；：评估和研究本地 人国家综合性产业政策口录中的

表列席，约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区大气质量状况、污染成因和污染规 工艺。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律；开展大气环境质量预警预报，统 ｜ 第二十六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当会同有关部门督促被约谈地区的人 一发布本行政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
民政府，采取措施落实约谈要求，并信息。
大气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
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大气污染，或者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
第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 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突出或者大气环境 者被隐匿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
门，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质最改善低于进度要求的市（州）人 派出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
５１６ ｜附录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对有关设 ｜构，鼓励和支持清洁能源的开发利 染燃料的设施；现有燃烧煤炭、重
施、设各、物品采取查封、扣押等行 用，引导企业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减 油、渣油等高污染燃料的设施，应当
政强制措施。
少煤炭生产、使用、转化过程中的大 ｜ 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改用天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气污染物排放。
｜然气、页岩气、液化石油气、电或者

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大气环境管理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应当 其他清沽能源。
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的大气 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实施能源结构调整 ｜第三十六条 城市建设应当统筹
环境保护工作大数据管理平台，推动 ｜规划，确定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及削减 规划，在燃煤供热地区，推进热电联
大气环境保护工作动态化、数字化、 目标、措施，逐步降低媒炭在一次能 产和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管网覆盖 甘肃
常态化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州）、县

（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

办事处应当建立和优化大气污染防治
网格化管理体系，形成排查摸底、联
动执法、考核问责的长效工作机制。

网格化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向有关

｜ 部门报告其所负责区域内的污染大气

环境行为，协助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源消费中的比重，并将目标向市 ｜地区、禁止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 ｜年鉴

锅炉；已建成的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 ２０Ｍｇ
｜ 市（州）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 供热锅炉，应当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ＧＡＮＳＵ
｜民政府发展和改革部门分解的煤炭消 的期限内按照要求拆除。
费总量控制及削减目标，制定本行政
在集中供热管网难以覆盖地区，
｜区削减燃煤和清洁能源改造计划并爱 按照清洁替代、经济适用、居民可承
解落实。
受的原则，推进实施各类分散式清洁
州）人民政府分解

第三十二条 推行煤炭洗选加

供暖。

工，降低煤炭的硫分和灰分，限制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 硫分、高灰分煤炭的开采。新建煤矿 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锅
权对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进行举报， 应当同步配套建设煤炭洗选设施。对 炉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环节执行
对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部门及其工作 ｜已建成的煤矿，除所采煤炭属于低硫 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情况进行监
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 分、低灰分或者根据已达标排放的燃 督检查；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

煤电厂要求不需要洗选的以外，应当 求的，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
使用。
省、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限期建成配套的煤炭洗选设施。

｜举报。

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其他负有大
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公布举报电话、网络举报平台、电子
｜邮箱等，保证举报渠道畅通，方便公
｜众举报；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 禁止开采含放射性和砷等有毒有

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煤炭，

｜第三十七条 新建燃煤电厂应当

同步建设高效的脱硫、脱硝和除尘设

第三十三条 禁止进口、销售和 施，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超低
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鼓励燃 ｜排放限值要求；现有燃煤电厂应当配
｜用优质煤炭。

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

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对
单位存放煤炭、煤研石、煤渣、 者采取技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
实名举报的，应当反馈处理结果，查 煤灰等物料，应当采取防燃抑尘措 物排放的措施。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
证属实的，处理结果依法向社会公 施，防止大气污染。
开，并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民用散煤 排超低排放燃煤电厂以及使用清洁能
举报人举报所在单位的，该单位 的管理，禁止销售不符合民用散煤质 源机组发电上网。
｜不得以解除、变更劳动合同或者其他 量标准的煤炭，鼓励居民燃用优质煤
方式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
｜炭和洁净型煤，推广节能环保型
第三十条 省、市（州）人民政 炉灶。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 第三十四条 石油炼制企业应当

第四章 工业污染防治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模，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按照燃油质量标准生产燃油。
的部门，可以聘请社会监督员，协助 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 ｜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钢铁、石油、化
监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第三章 燃煤和其他能源污染防治

量标准的石油焦。

工、有色、建材等行业中的高耗能工
｜第三十五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 业项目，综合运用质量、环保、能
｜划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根耗、安全等标准淘汰落后产能。
｜据空气质量改善要求，规定实施步 在城市建成区已建的前教所列高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爆，逐步扩大禁燃区范围。
｜应当采取有利于煤炭消费总量削减的

耗能工业项目，应当在县级以上人民

在禁燃区内，禁止销售和使用高 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搬迁、改造或者关

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改进能源结污染燃料；禁止新建、扩建燃烧高污＿闭退出。

附录｜ ５１７

第三十九条 钢铁、建材、有色 生产、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应当采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金属、石油、化工等企业生产过程中 用先进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挥发性有 当采取措施，鼓励发展电动、燃气等

｜排放粉尘、硫化物和氮氧化物的，应 ｜ 机物的排放量，并建立泄漏检测与修 ｜新能源汽车，加快充电桩、加气站等

当采用清洁生产工艺，配套建设除

尘、脱硫、脱硝等装置，或者采取技

甘肃

复体系，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使用清洁

燃料。
｜术改造等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油罐 国家机关和公共交通、出租车、
车、气罐车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环境卫生等行业购置、更新车辆应当
｜措拖。
｜护、维修，及时收集处理泄漏物料。

第四十条 实行重点行业企业 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定期检测保 优先选助新能源汽车，并享受国家税
年鉴 ｜清生产审核制度。有下列情形之一
持正常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费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

２０ｇ

｜的，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

｜自拆除、闲置或者更改油气回收

第五十一条 机动车（船）、非

ＧＡＮＳＵ ｜（一）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 装置。
｜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污染物。
第四十六条
向大气排放持久性
｜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
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但超 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大气污染
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运营单 ｜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船）、非
｜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位，应当按照国家及本省有关规定， 道路移动机械。
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
采取有利丁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 第五十二条 在用机动车应当符
（三）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 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并保 ｜合国家或者本省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 持正常运行，实现达标排放。
由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定期对其进行
质的。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方可上道

应当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排放 路行驶；未经检验合格的，公安机关
恶臭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现有 ｜交通管理部门不得核发安全技术检验
第四十一条 钢铁、建材、有色 向大气排放恶臭污染物的石油、化 合格标志。
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 工、制药、制革、生物发酵、饲料加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及时对未经检
鼓励其他企业开展白恩性清沾生

产审核。

等企业，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 ｜工等企业以及垃圾处理厂、城区垃圾 验合格的机动车进行维修并复检，确

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严格控制粉尘 中转站、污水处理厂，应当按照相关 保车辆达到排放标准。
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规定，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限期安 第五十三条 省、市（州）人民
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 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少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挡、意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 恶臭污染物排放，防止恶臭对周边环 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
内部物料的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 境产生不良影响。
在用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
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第四十八条 在居民住宅区等人 行抽样检测；可以在不影响正常通行
第四十二条 生产、进口、销售 口密集区域和医院、学校、幼儿园、 的情况下，通过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
和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 ｜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 对道路行驶中的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
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 ｜其周边，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制 放状况实施抽样检测，公安机关交通
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药、油漆、塑料、橡胶、造纸、饲料 管理部门和被抽样检测的单位、个人
第四十三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等易产生恶臭或者其他有害气体的生 应当予以配合。抽样检测不得收取
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 产项目。
费用。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

构应当依法通过资质认定，使用经依
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
第四十四条 工业涂装企业应当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在用机动
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 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新能源交 ｜车进行排放检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
建立台账，如实记录生产原料、辅料 通，合理控制燃油机动车保有量，优 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

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

第五章 机动车（船）污染防治

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和挥发性有 化交通设施，加强轨道交通和公共自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
机物含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行车设施的建设，降低非公交类机动 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卡年。
车使用强度，提高公共交通出行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

十五条 石油、化工和其他日

｜５１８Ｉ附 录

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

制装置效果和耐久性，不得增加新的 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
第五十五条 禁止机动车所有人 大气污染物排放。
遗藏。

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以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
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

第六章 扬尘污染防治

｜禁止机动车维修单位提供该类维修服

第六十四条 贮存煤炭、煤玕
｜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

｜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
住房和城乡建设、生态环境、交通运 ｜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 甘肃
｜输、自然资源、水行政、城市管理等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 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应 年鉴
的监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 当实施分区作业，并采取有效措施防 ２０ｇ
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 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 治扬尘污染。
ＧＡＮＳＵ
第六十五条
运输煤炭、垃圾、
经治理仍不符合规定标准的，由县级 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

务。禁止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
系统。
第五十六条 农业机械、工程机
械等非道路移动机被向大气排放污染
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超
｜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交通运输、
住房和城乡建设、水行政等有关部门
按照职责责令停止使用。

从事房屋建筑、道路、市政基础 渣土、砂石、上方、灰浆等散装、流

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土地整 体物料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

理、河道整治、建筑物拆除等施工Ｔ 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
程、物料运输和堆放以及其他产生扬 按照规定路线行驶。装卸物料应当采
｜大气排放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 尘污染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 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
第五十七条 在用重型柴油车自

防治措施，减少扬尘污染。
｜污染。
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 第六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 城市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应当

排放标准。

械未安装污染控制装置或者污染控制 ｜治扬尘污染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推行机被化清扫保洁，增加冲洗频

装置不符合要求，不能达标排放的， 并在工程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动 ｜次，降低地面积尘负有
｜ 应当加装或者更换符合要求的污染控 治扬尘污染的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在 ｜第六十六条 露天开采、加工矿
制装置
｜施工前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 产资源，应当设置废石、废渣、泥土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 的主管部门提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方 等专门存放地，并采取围档、洒水降
质量状况，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亮排 案，将扬尘污染防治纳人工程管理 尘、设置抑尘网、集中开采、运输道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
路硬化绿化等措施防止扬尘污染。
范围。
第五十八条 在用机动车排放大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
气污染物超过标准的，应当进行维 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 第七章 农业和其他污染防治

｜修；经维修或者采用污染控制技术 单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

后，大气污染物排放仍不符合国家在 防治的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第六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 应当推动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调整农
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应当强制
报废，
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 业产业结构，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加
引导、鼓励、支持淘汰大气污染 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 大对废弃物综合处理的支持力度，加
物高排放的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 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强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排放大气污染
动机械提前报废。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 物的控制。
第五十九条 禁止生产、进口 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 第六十八条 农业生产经营者应
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机动车 用密闭式防尘网逃盖。工程渣土、建 当改进施虎方式，科学合理施用化肥
（船）、非道路移动机梳用燃料；禁止 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减少
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通柴油以及其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 氮、挥发性有机物等大气污染物的

他非机动车用燃料；禁止向非道路移 尘污染防治指施、负责人、扬尘监督 排放。
动机械、船舶销售渣油和重油。
管理部门等信息，建立工作台账，记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对树木、花
｜第六十条 发动机油、氦氧化物

录每日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草喷酒剧毒、高毒农药。

还原剂、燃料和润滑油添加剂以及其 覆盖面积、出人洗车洒水次数和持续
｜他添加剂的有害物质含量和其他大气 时间等信息。
环境保护指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的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
要求，不得损害机动车（船）污染控
｜ 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

｜第六十九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

小区应当及时对污水、畜禽粪便和尸
体等进行收集、贮存、清运和无害化
处理，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附录 ５１９

或者错峰生产；
（二）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
励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对秸 第七十四条 禁止生产、销售和
（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杆、落叶等进行肥料化、饲料化、能 燃放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
城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
（四）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
源化、工业原料化、食用菌基料化等
按环境。
第七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３

署

综合利用，加大对精杆还田、收集一
体化农业机械的财致补贴力度。

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确定限制或着 和建筑物拆除施工；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段、区域和种
（五）停止露天烧烤；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立秸杆 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 （六）停止幼儿园和学校组织的
甘肃 收集、贮存、运输和综合利用服务体
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 户外活动；
年鉴 ｜系，采用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农村集 ｜爆竹。
（七）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

死 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ＧＡＮＳＵ 织、企业等开展秸杆收集、贮存、运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输和综合利用服务。

（八）其他应急措施。
应急响应结束后，人民政府应当
第七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划
第七十五条 省、市（州）人民 及时开展应急预案实施情况的评估，
｜定区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秤、垃圾、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气象 ｜适时修改完善应急预案。
枯枝落叶和荒草等产生炯尘污染的物 部门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会商 第七十九条 发生或者有可能发
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和信息通报等机制，完善重污染天气 生大气污染突发环境事件时，有关人
长效监管机制，利用遥感监测等技术 预警体系。
民政府及其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
手段进行监督检测。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立即采取指施控制污染扩大，及时向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 应当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突发事件 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个人通报，并
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 应急管理体系。
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

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

八章重污染天气应

省、市（州）人民政府和可能发

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 ｜生重污染天气的县（市、区）人民政
物质

府，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第七十二条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 ｜报上一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向

｜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 社会公布并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应急

｜报告。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省、

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 预案应当根据实际需要适时修订。
｜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化措施，达标排放油烟，并防止对居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重及其派出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制本单位重污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专用姻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 第七十七条 省、市（州）人民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政府依据天气预报信息，进行综合研任人员依法予以处分；构成犯罪的，
民生活环境造成污染。

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姻、异味、废 ｜判，确定预警等级并及时发出重污染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气的餐饮服务项目，
天气预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一）违反法律法规、主体功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所在地人 ｜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 区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盲日决
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信息。
策，致使大气环境遭受破坏的；
｜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
预警信息发布后，县级以上人民 （二）在职责范围内对严重大气
第七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电视、广 污染事件处置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
应当对祭祀活动加强监督管理，引导 播、网络、短信等途径告知公众采取 （三）对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
公民转变祭祀方式，文明、绿色 ｜健康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出行和调整 予行政许可的；
｜祭祀。
其他相关社会活动。
（四）应当依法公开大气环境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七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息而未公开的；
｜在民间祭祀日期间，可以指定固定地 应当根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
（五）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
点，提供焚烧容器，引导公民集中焚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根据应 文、伪造监测数据的；
烧祭祀品，并及时组织清扫。
急需要采取下列应急措施，相关单位 （六）截留、挪用大气污染防治
火葬场应当设置除尘等污染防治 和个人应当配合：
专项资金的；
（一）责令有关企业停产、限产
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
（七）发现大气污染违法行为未
５２０ ｜附录

依法及时纠正和查处的；

性产业政策目录中禁止的设备和产

｜（二）进口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不

（八）包庇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 品，采用国家综合性产业政策目录中 ｜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材料和产

（九）对举报、投诉不及时查处 禁止的工艺，或者将淘汰的设备和产品的；
｜品转让给他人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 ｜（三）进口不符合标准的机动车
（十）对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海关按照 （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料、发
｜侦查的大气污染案件而不移送的； ｜职责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动机油、氮氧化物还原剂、燃料和润
（十一）公安机关对移送立案仙 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拒 滑油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剂的。
查的案件应当接收而不接收的；
不改正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甘肃
（十二）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 ｜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进口行为构 单位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炭、石 年鉴
油焦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 ２Ｏ
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行为。 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处货值金额一倍 ＧＡＮＳＵ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煤矿未按照规定建设配套煤炭洗选设 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或者限 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能源主管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木条例规定
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 ｜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在禁燃区内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
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报经有批 料的设施，或者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 高污染燃料，或者在城市集中供热管
或者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的；

业、关闭：

｜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

关闭。

｜违反本条例规定，开采含放射性

｜网覆盖地区新建、扩建分散燃煤供热
锅炉，或者未按照规定拆除已建成的

和绅等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 不能达标排放的燃煤供热锅炉的，由

｜煤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没
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家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关闭。
收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组织拆除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燃煤供热锅炉，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万元以下罚款。

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进口、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 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
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处二 （一）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 炭、石油焦的；
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二）生产、销售挥发性有机物

｜求锅炉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

大气污染物的。

第八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货 ｜销售或者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或者要

（一）侵占、损毁或者擅自移

其派出机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

含量不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的原材 元以下罚款。

动、改变大气环境质量监测设施或者 料和产品的；

第八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 新建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未
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 ｜ 机动车《（船）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用燃 达到超低排放限值要求的，由生态环
业废气和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 料、发动机泊、氮氧化物还原剂、燃 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
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料和润滑泊添加剂以及其他添加 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

（三）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 ｜剂的；
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 （四）在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 ｜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料的。

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第九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海关责令改 放恶臭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日未按
（四）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 正、没收原材料、产品和违法所得， 规定配备有效净化装置或者未实现达
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 标排放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
（五）未按照规定设置大气污染 款；构成走私的，由海关依法予以 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
物排放口的。
处罚：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行的；

｜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木条例规定，

｜（一）进口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煤 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生产、进口、销售或者使用国家综合炭、

｜附录ｌ５２１

舅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 运输煤炭、垃圾、渣士、砂石、
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资格。
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临时更换机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
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 撒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 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或者破坏机动车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
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 车载排放诊断系统的，由生态环境主 ｜二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车辆

甘肃 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
｜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
年鉴

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责令改正，对 不得上道路行驶。
｜机动车所有人处五千元罚款；对机动

第九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等主

气排放措施的；
｜车维修单位处每辆机动车五千元
（二）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 罚款
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
ＧＡＮＳＵ 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存台账的；
｜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三）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交 （一）未密闭煤炭、煤砰石、煤
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未采取措施 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
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
｜（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
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 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时收集处理的；
｜或者在用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 的物料，未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
（四）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 ｜械未按照规定加装、更换污染控制装 ｜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
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 置的，由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 防治扬尘污染的；
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 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罚款。
｜《三）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
置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使用高 琐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五）钢铁、建材、有色金属、 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 ｜（四）存放煤炭、煤研石、煤
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 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城市人民政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
业，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 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依法 予以 施的；
（五）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
挡、遗盖、清扫、酒水等措施，控 处罚。
制、减少粉尘和气态污染物排放的。
第九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

ｐ０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染的。
进口、销售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 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 第九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由县级以 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 施工单位未按要求建立工作台账的，
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海关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
｜按照职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 令停工整治
等有关部门按职责责令改正，并可以
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收销毁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
｜无法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 第一百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
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口行为构成走私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 ｜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

的，由海关依法予以处罚。
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
两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的机动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 场地的，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不符合污染物排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
放标准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 式防尘网逃盖的，
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
换、退货；给购买者造成损失的，销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对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售者应当赔偿损失。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人集中地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进行覆盖，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 区对树木、花草项酒阐毒、高毒农

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 ｜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
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 ｜化、铺装或者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
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 ｜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
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十万元以上 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

５２２ ｜附录

药，或者露天焚烧结秤、垃圾、枯枝
落叶和荒草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五

第九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
｜定，排放油妖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 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

｜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 续处罚：

｜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指 ｜定，擅自向社会发布重污染天气预报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
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 预警信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放大气污染物的；
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执行停止 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甘肃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 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居民住与 等重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由县级以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 年鉴
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 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 大气污染物的
２０Ｉｇ
（四）建筑施工或者贮存易产生 ＧＡＮＳＵ
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 扬尘的物料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

｜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 ｜定，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由生态环 污染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 境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依照本条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木条例规
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 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教；对直接负责 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造成重大环境
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罚款。
｜处上一年度从本企业事业单位取得收 失或者人身伤亡，构成犯罪的，依法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 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
追究刑事责任。
定，在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需要 ｜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大气污染事 ｜第一百零七条 法律、行政法规
｜特殊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 故的，按照污染事故造成直接损失的 对大气污染防治活动及其监督管理已
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 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计算罚款；对造成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重大或者特大大气污染事故的，按照

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 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三倍以上
｜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 五倍以下计算罚款。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

第十章 附则
第一百零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

｜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１月１日起施行。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城市人民政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

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

｜附录｜ ５２３

甘肃

甘肃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

年鉴

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１５号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第一条 为了惩治生产、销售假保护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保护举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体

准、行业标准的商品的；
｜冒伪劣商品行为，保护商品生产者、 ｜为的单位和个人。
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四）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
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的 或者禁止生产、销售的商品的；
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工作。
（五）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
｜
其他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
｜防伪标志、商品条形码等，以及商品

当竟争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好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产地、商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地
的相关工作。
址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 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 ｜（六）生产、销售与他人商品名
区域内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向市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商
行为的活动。
｜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投 品的；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包 ｜诉、举报。投诉、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七）依法应当取得生产许可面
｜括：直接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受法律保护，禁止打击、报复投诉、 未取得或者假冒许可证编号的；
行为；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提举报人。
｜ （八）其他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供条件和服务的行为；视为生产、销 ｜ 第六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 商品的行为。
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他有关部门应当畅通投诉、举报渠 ｜ 销告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附赠的
法律、行政法规对查处生产、销｜道，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件 商品有前款情形的，按照直接生产、
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已有规定的，依地址、微信公众号等信息。接到投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处理。
照其规定执行。
诉、举报后，应当及时处理。
第九条 下列行为属为生产、销
对假冒伪劣食品、食品添加剂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支 售假旨伪劣商品提供条件和服务的
初级农产品以及药品的查处，依照 持、包庇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行为；不得阻挠、干预依法对生产、 （一）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
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查处。
品者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许
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 第八条 下列行为属直接生） 可证、银行账户、票据以及提供其他
规的规定执行

书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

证明材料的；

第三条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 （一）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 （二）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

劣商品行为，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 假充真，以次充好，以旧充新，以不 品提供中介服务的；
责、协作配合、社会监督、综合治理 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的；
的原则。

（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

（二）销售过期、失效或者变质 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场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商品以及伪造、篡改生产日期、失效 地、设备、物资、资金等生产经营条
加强对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日期的；
｜件或者仓储、保管、运输及网络平台
服务等便利条件的；
行为工作的组织领导，鼓励、支持和 （三）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
５２４｜附 录

（四）传授生产、销售假冒伪劣 法规规定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依 ｜ 当出具书面通知，并送达当事人。被
商品的技术和方法的；
｜法移送。
｜查封或者扣押的商品，应当及时
（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
第十三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 送检。
第十六条 对难以认定为假冒伪
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广 ｜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告代理、设计、制作、发布、宣 时，行使下列职权
｜劣商品或者认定有争议的，由法定检

验机构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书。检
（六）代印代制假冒伪劣商品的 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经营者和相关人 验费和样品损耗费由送检的市场监督
商标标识、认证标志、铭牌和包员，并要求提供与涉嫌生产、销售假 管理部门在办案经费中列支或者按照
传的；

｜（一）询间、调查涉嫌生产、销

甘肃
年鉴

装的；
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材料；
国家有关规定开支。
（七）隐匿、转移、变卖、损毁
第十七条 属本条例第八条行为
（二）查询、复制与涉嫌生产
｜被查封、扣押的假冒伪劣商品的；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有关的协议、 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构成犯罪ＧＡＮＳＵ
（八）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生 账册、票据、文件、记录、视听资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２０ｇ

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而为其提供其 料、电子数据和其他材料；
（一）属第八条（一）项行为
他条件和服务的。
（三）对假冒伪劣商品的销毁、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
｜第十条 生产、销售下列商品，

有下列情形的，视为生产、销告假冒
伪劣商品的行为：

｜（一）无检验合格证、无执行标
准或者无有关许可销售证明的；
｜（二）未用中文标明商品名确

技术处理或者重新加工实施监督；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 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

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

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重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
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 营业执照；

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 （二）属第八条（二）项行为
商品产地、商品生产企业名称或者地 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

址的
（五）发现生产、销售严重危及 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
（三）限期使用的商品未在显著 工农业生产、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位置清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 安全的商品的，责令立即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
或者失效日期的；
销售并限期追回已售出的假冒伪劣商 销营业执照；
（四）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商 品后，监督销毁或者作必要技术
（三）属第八条（三）项行为
处理；
｜的，责令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没收
品未标明许可证编号和标志的；

（五）未按照有关规定用中文

（六）依法可以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部假冒伪劣商品，并处违法生产、
第十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 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
分、含量或者内在质量、数量与其明 ｜法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示的质量、数量不相符的；
时，应当有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在 ｜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
（六）对使用不当，可能危及人 场，并出示执法证件。
身、财产安全的意品，未按法律、法 行政执法人员在依法查处生７
（四）属第八条（四）项行为
规规定提供中文警示标志或者警示说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时，被检查的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
明的
经营者、证人和相关人员应当如实说 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
｜明规格、等级、主要技术指标、成

第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明情况，提供相关材料。任何单位和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
当加强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网站 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的监管，查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法履行职务。
｜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网店
第十五条 对沙嫌假冒伪劣商品 （五）属第八条（五）项行为
需要采取措施制止网站继续从事 ｜和用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财 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
｜违法活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物进行查封、扣押的，应当经县级以 的商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育品货

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列 值金额等值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 具清单，由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签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 ｜名，当事人拒绝签名的可以请第三人 的，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规范执法、文明执法。市场监督管理 ｜见证。
｜（六）属第八条（六）项行为
者扣押时，应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牝
部门查处假冒伪劣商品时，对法律、

附录ｌ５２５

产、销售的商品。违法经营额五万元

甘肃

（三）属第九条（五）项行为 用默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包庇

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或者阻碍、干预查处生产、销售假冒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 第五十五条规定予以处罚；
伪劣商品行为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
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并处二十 （四）属第九条（六）项行为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 ｜的，责令停止印制，没收有关物品及 责任。
法吊销营业执照；
直接专门用于印制的模具、印版和其 第二十二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
（七）属第八条（七）项行为 他作案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行为已有
｜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未依法取得 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或者非法经营 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生产许可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拒绝、阻碍市场监

年鉴
云 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五）属第九条（七）项行为 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
ＧＡＮＳＵ 法所得；假冒许可证编号的，没收遣 ｜的，处被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商 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并处违法生 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 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理。

产、销售商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所得。
｜违法所得。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６日甘肃
｜ 第十九条 属木条例第十条行为 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第十八条 属本条例第九条行为 的，责令改正；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 十五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甘
｜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构成犯罪 符合木条例第十条第（三）项、第 ｜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六）项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正，２００２年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属第九条（一）（二）项行 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 ３月３０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为的，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物 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罚款，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
品，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正，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９日甘肃省第十一届
｜罚款；
第二十条 依法没收的假冒伪劣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二）属第九条（三）（四）项行 ｜商品和生产工具、设备、原材料、半议第三次修正的《甘肃省查处生产、
为的，没收全部运输、保管、仓储或成品，依照有关规定处理，不得直接 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同时
｜废止。
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收入，并处违销告。
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罚款；

５２６ ｜附录

｜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

（供稿：邵建斌）

省政府令

甘肃
年鉴

２０

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

ＧＡＮＳＵ

（第１４５号）

《甘肃省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已 保险工作。
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
经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十三届省政府第２１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设立的社会保 费。
用人单位应当将参加工伤保险的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事３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日起实施。

第四条 用人单位按照属地化管 有关情况在本单位内公示。
理原则，在所在市（州）、县（市、 第九条 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

省长唐仁健 区）参加工伤保险。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

第一条 为了保障工伤保险制度

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由省、市

｜ 在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参加城镇 ｜（州）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跨地 ｜位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工伤发生

区、生产流动性较大行业的用人单 率、职业病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所属

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位，其工伤保险工作由省社会保险行行业费率档次内，确定用人单位缴费

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 政部门管理，工伤保险事务由省社会 ｜费率。
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３

第十条 工伤预防费使用实行预
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第五条 用人单位注册地与工作 算管理。在保证工伤保险待遇支付能

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原力和储备金留存的前提下，工伤预防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则上应当在注册地为职工参加工伤保 费的使用不得超过上年度工伤保险基
民办非企业单位（包括律师事务所、 险；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职 ｜金征缴收人的３？？
会计师事务所）、基金会等组织和有 工，可由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地为其 工伤预防费用于工伤预防的宣
传、培训。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用人 ｜参加工伤保险。

单位＂），应当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实｜ 第十一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省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统 行实名制管理。

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级统筹，建立省级工伤保险调剂金制
度。市（州） 和省直行业（企业）按

第六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 立统一规范的工伤保险信息管理系 ｜上年度缴费收入决算的１０？？解至省
级财政专户，全省统一调剂使用。市
作人员依照本办法参加工伤保险。
统。
｜ 用人单位的职工均有依法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各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 《州）和省直行业（企业）基金出现
险经办机构、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 缺口时，可中请省级调剂。

法律法规对工伤保险另有规定 当加强工伤信息网络建设，实现资源 第十二条 建立工伤保险省级储
的，从其规定。
备金制度。按照当年上解省级调剂金
共享，信息互通。
｜ 第三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
第七条 工伤保险业务管理经费 的１０？？取储备金，用于防范基金支
责全省的工伤保险工作。
列入同级财政部门预算。
付风险和参保地区重大事故的工伤保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以职工工 险待遇支付，储备金总额控制在基金
市（州）、县（市、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资总额为缴费基数，按时足额缴纳工 累计结余的１０？？内。

附录ｌ ５２７

第十三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 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

受理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依照《工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与职
伤保险条例》和国家有关工伤认定的 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聘用关系，该
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及时作出是否属 职工被诊新、鉴定为职业病的，自诊
于工伤的认定决定
断、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１年内，职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向原
甘肃：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工伤认定 用人单位所在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
请工伤认定；职工被认定为工伤的，
年鉴申请：
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物保险责任。
（一）申请人不具备申请资格的

第二十三条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或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遇有特殊情况，不能在３０日
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的，应当由用人单位提出书面中

请，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
时限可以适当廷长，延长时间最长不
得超过９０天。

２０１９｜ （二）工伤认定申请超过规定时 第二十条 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用人单位
ＧＡＮＳＵ 限无法定理由的；
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 提交的书面时限延长申请后，应当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三）没有工伤认定管辖权的；
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 ７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予受理 ｜ 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交
的其他情形。
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 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法
第十五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 险责任
律、法规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等有关
用人单位招用已经达到、超过法 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
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对

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的，由两名以 定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领取基本养老保 第二十四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并出示执行公 ｜险待遇的人员，在用工期间因工作原 人单位，其工伤职工劳动能力等鉴定
务的证件。

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如 所需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未依

｜招用单位已按项目参保等方式为其缴 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其工
以及有关部门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纳工伤保险费的，适用《工伤保险条 伤职工劳动能力等鉴定所需费用由用
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明材料。
人单位承担。
例》。
第十六条 申请工伤认定的职 第二十一条 市（州）社会保险 申请劳动能力再次鉴定或者复查
用人单位、工会组织、医疗机构

｜工、近亲属或者工会组织与用人单位 行政部门对工伤认定管辖有争议的， 鉴定，鉴定结论与原结论一致的，鉴
对劳动关系有争议的，社会保险行政 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定费由中请人承担。鉴定结论与原签

部门应当以生效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 由最先接到工伤认定申请的社会保险 定结论不一致的，用人单位依法缴纳
或者法院判决、裁定为依据，确定劳 行政部门向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 工伤保险费的，鉴定费用由社会保险
动关系。
指定管辖，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发生符合
对工伤认定管辖有争议的，协商 支付；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鉴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 ｜不成，市（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又 定费由用人单位承担。
条规定情形的职工伤亡事件，应当从 ｜ 不申请指定管辖的，用人单位、职工 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结论发生变化
事故伤害发生或者发现之时起２４小时 ｜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向省社 ｜的应当及时通知用人单位，同时抄送

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报送职工工伤 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指定管辖。

作出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市

｜事故快报，事故快报应当以电子邮件 ｜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指定管辖 ｜（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社会保
或者传真方式报送，特殊情况可以电 的，市（州）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 险经办机构。

话报送，但应在３日内补发电子邮件管辖。
第二十五条 自劳动能力鉴定结
或者传真。
第二十二条 市（州）社会保胸 论作出１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
第十八条 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 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县《市、区）社会 属、所在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经办
单位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 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进 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

鉴定为职业病，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 行工伤情况调查，送达市（州）作出 ｜ 向作出初次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的劳动
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
的工伤认定决定书。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
市（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可 定。
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 以委托县（市、区）社会保险行政部 第二十六条 职工住院治疗工伤
业病，在工作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 门受理劳动能力鉴定申请，送达市｜期间的伙食补助费，按照不超过上年
｜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州）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 度全省城镇居民日人均消费支出额的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违反《中华：

５２８｜附录

４０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工资６０？？，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 ｜五级伤残１８个月，六级伤残１６个月。
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工资的６０？？算。
｜第三十一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

第二十九条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 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按照《工伤
工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按 保险条例》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劳
｜外仍需治疗的，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前 ｜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相关待 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本人提出
款标准的５０？？销。
遇。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应当以终止
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社会保 和工伤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 ｜或者解除劳动、聘用合同前本人工资 甘肃
｜险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市 ｜按照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 为基数，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
（州）以外就医，交通和住宿费参照 医疗保险费。伤残津贴超过本省上年 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 年鉴
｜本省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差旅费标准 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３００？？上的 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终结工伤保险 ２０１９
｜执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低于 关系。
ＧＡＮＳＵ
工伤职工到市（州）以外就医， 本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６０％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为：
｜非住院期间的交通和住宿产生的费 的，按６０？？人。
七级伤残１３个月，八级伤残１１个

的，停工留薪期内治疗的住院伙食补
｜助费，按前款标准核销；停工留薪期

用，省内不超过３天，省外不超过５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 月，九级伤残９个月，十级伤残７个
天；非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按照职 龄、符合退休条件的，应当办理退休 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
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标准执 手续，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 七级伤残１３个月，八级伤残１１个
行。
保险待遇。核定基本养老金时，工伤 月，九级伤残９个月，十级伤残７个
第二十七条 职工再次发生工 职工基本养老金低于伤残津贴的差额 月。
第三十二条 因工伤职工退休或
｜伤，按照新发生工伤的伤残等级享受 部分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
者死亡导致劳动关系终止的，不再享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待遇。根据规定应 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
｜当享受伤残津贴的，按照新认定的伤 ｜龄，但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
残等级享受伤残津贴待遇。
待遇条件的，由工伤保险基金继续按 残就业补助金。
｜第二十八条 工伤职工复查鉴定 月发放伤残津贴，职工个人养老金账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依法参
｜
户金额按照规定计发标准按月冲抵到
加工伤保险，其职工发生工伤的，由
后伤残等级发生变化的，从鉴定结论
作出的次月起，按照复查鉴定结论的 伤残津贴。工伤职工死亡时其个人养 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伤残等级享受相应工伤待遇，一次性 老金联户有余额的，余额由其近亲属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第三十四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
｜伤残补助金不再重新核定和补发。达 依法继承。
｜到领取伤残津贴条件的，以复查鉴定
第三十条 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 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全省职工平均
结论作出时的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伤 为五级、六级伤残的，按照《工伤保 工资变化情况，对工伤职工伤残津
｜残津贴；复查鉴定结论作出时本人工 险条例》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如果本 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属
资低于发生工伤时本人工资的，以发 ｜ 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抚恤金标准适时进行调整，并向社会

生工伤时本人工资为基数计发。
关系的，应当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公布。
本办法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饮 系前本人工资为基数，由工伤保险基 ｜第三十五条 违反工伤保险法律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 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
｜病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前１２个 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 终结工伤保险关系。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２０１８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标准为： 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２
｜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３００？？，按照
｜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３００？？ 互级伤残１８个月，六级伤残１６个 年２月２８日颁布的《甘肃省实施（工
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 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标准为： ｜ 伤保险条例》办法》同时废止。

附录ｌ ｓ５２９

甘肃省地图管理办法
（第１４３号）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第五条 从事地图编制活动、互 图》绘制国界线，不得危害国家统
２０１８年６月４日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３次 获网地图服务的单位应当按照《中华 十、主权和领土完整；

《甘肃省地图管理办法》已经

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 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和《地图管理条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日起实施。

（二）禁止标注危害国家安全、

例》的规定，取得相应测绘资质证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地理信息；

书，在资质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地图编
省长 唐仁健 制、服务活动：

（三）禁止标注军事单位，目
｜防、军事设施，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准公开发布的各项经济建设的数据，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国家版图的宣传教 ｜ 未公开的机场、机关、单位，以及其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图管理，维 育，增强公民的国家版图意识
他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保证地图质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将国家版 （四）不得出现违背民族政策和
量，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健康发展，根 图意识宣传教育纳人中小学教学内 风俗习惯，影响民族团结的内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图 ｜容。学校应当加强国家版图宣传教育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表示
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 ｜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国家版 的其他内容。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图意识。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

新闻媒体应当无偿开展国家版ｌ

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发布行政区划、

｜向社会公开的地图的编制、审核、出知识的公益宣传，对危害国家主权、地名、交通、水系、植被、公共设
版和互联网地图服务以及监督管理等 安全和利益的违法行为加强舆论监督。 施、居民点等与地图相关的公共信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使用 和变更信息。
活动，适用本办法
内部地图、涉密地图管理按照法 正确表示国家版图的地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采集相关信息，组织
律法规、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地图包括： 建立健全地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编制、更新、维护本行政区域的基础
（一）印制在纸、绸等介质上的 制，支持开发各类地图产品，为经济 地理底图、地图集（册）等公益性地
社会发展提伏服务。
图。
地图；

｜（二）利用计算机技术、以数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
｜方式存储和查阅的电子地图；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获取、处理、更新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三）图书、报刊、音像制品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通过地理信息公 向地图编制单位提供经保密技术处理
电子出版物和标牌、广告、影视等插 ｜共服务平台和其他方式向社会提供互 的涉密测绘成果。
附的地图；
联网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和公益性地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
（四》各类产品附有的地图图形； 服务。
位应当依法向地图编制单位提供编制

（五）其他形式的地图。

第八条 从事地图编制活动，应 地图所需的最新资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 当执行国家有关地图编制标准，遵守国 第十一条 编制内部地图、涉密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家保密法律法规和地图内容表示的有 地图的，应当在地图明显位置注明
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
＂内部用图＂字样或者密级，不得以
关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地图内容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任何形式公开出版、发行、展示或者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地图 （一）绘制有中国地图图形的地｜登载。
图，要按照《中同国界线画法标准样 第十二条 编制地图应当选用最
工作。
５３０｜附录

新的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如实表示符 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审核。

作日内在本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告。

｜合地图使用目的的内容，对主要的自

｜不涉及行政区域界线、国家安全

（三）注明行政区域界线画法自
依据和来源。

应当依照《地图管理条例》和国家有 图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关规定提交地图审核申请表、地图最

第二十三条 已审核批准的地图
｜然地理和人文要素进行必要的补充或 信息的景区地图、街区地图、公共交 在出版、展示、登载前，送审着应当
｜者更新，正确反映地图内容委素的地 通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可不送审。 向地图审核部门送交地图样图或者样
理位置、形态、名称及相互关系。
｜直接使用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品一式两份。地图样本或者样品保管
第十三条在地图上表示县级以 提供的具有审图号的公益性地图可不 期限为三年。
第二十四条 改变已审核批准的 甘肃
上行政区域界线，按照国务院批准公 送审。
布的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绘制；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测绘地理 ｜地图内容的，包括地图中广告内容改
年鉴
表示省内乡、镇行政区域界线，按照 信息主管部门负责下列地图的审核： 变的，应当重新送审，
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行政区域界线 ｜（一）主要表现地为本省行政区 ｜ 互联网地图服务审图号有效期为 ２０１９
标准画法图绘制。
域全城地图；
两年。审图号到期，应当重新送审。 ｜ＧＡＮＳＵ
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没有公布行 ｜（二）主要表现地涉及省内两＇
第二十五条中小学教学地图由
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的，绘制本 ｜以上市（州））行政区域的地图； 省教育行政部门会问省人民政府测绘
省、市（州）、县（市、区）行政区 ｜（三）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组织审定。未经审
域界线的，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部门指定或者委托审核的其他地图。 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出版。
（一）省人民政府已经划定界线 市（州）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出版单位公开出版地图，应当具
的，或者相邻市（州）、县（市、 主管部门负责审核主要表现地为本行 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图出版
区）人民政府已经协商确定界线的， 政区域范围内且不涉及国界线的地 业务范围，但出版单位可以在出版物
按照有关文件或者协议确定的画法图 图。
中插附经审核批准的地图。
｜绘制；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第十九条 地图编制出版单位与
（二）相邻市（州）、县（市、 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的组织、个 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地图的
区）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城界线有争议人合作编制出版本省地图的，由参与 监督和管理，加强对地图编制、出
的，在绘制行政区域界线时，按照省 合作的境内编制出版单位送审。
版、展示、登载、销售、进口、出口
民政主管部门认可的画法绘制；
第二十条地图送审时，申请人 等活动的监督检查，强化对互联网地
第十四条 在地图产品上刊载广 ｜终样图或者样品、测绘资质证书等申
告，应当遵守广告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请材料。
定，不得影响地图表示的正确性和主 使用其他单位底图资料编制地图
体性，其广告内容不得超过地图版面 的，应当提交同意使用证明。

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
｜图编制和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测绘资

质、成果质量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
信用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守信激励，

利用涉及国家秘密测绘成果编制 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引导地图编制和
行政区划图上不得刊登广告。
地图的，涉密测绘成果应当经省级以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诚信自律经营，对
第十五条 互联网地图服务单位 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进 地图质量负责。
第二十八条 保密部门会同测绘
存放地图数据的设施、设备，应当经 行保密技术处理，地图送审时提交保
省、市（州）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 密技术处理证明。
地理信息、网信部门等有关部门加强
主管部门实地核实。
第二十一条 省、市（州）人民 地图编制和互联网地图服务活动涉及
｜第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按照法律 的地理信息安全的保密监管，依法查
通过互联网在地图上标注上传国家规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地图审核。 处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主权和安
的四分之一。

定不得表示的内容，不得登载、销 ｜ 地图编制单位应当按照地图内容 全利益的违法行为。
｜接、上传、发送、引用未取得审图号 审查意见书对地图进行修改。修改时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的地图，不得提供境外互联网地图服 间不计算在地图审核的期限内。
务链接．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

第二十二条 经审核符合条件 规定。

第十七条 出版、展示、登载地 的，由受理审核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８年８月

１日起施行。
｜图以及生产附着地图图形产晶、进出｜部门向申请人核发地图审核批准文
｜口地图的，应当报送省、市（州）人 ｜件，注明审图号，并于核发后五个工

附录ｌ５３１

省委 省政府重要决定、意见、通知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决定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
甘发［２０１８）６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６日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自然和谐共生，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建生态产业体系，就是要树牢大局
刻汲取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观、长远观、整体观，立足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教训，推进绿色发 方略的重要内容。构建生态产业体 脆弱、自然条件严酷的省情实际，把
展，以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为突破口， 系，就是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按照人口
济体系，实现绿色发展崛起，现作出 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如下决定。
相统一的原则，挖掘绿色红利，加大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优化产业结
｜构的前提要求，务求设计开发生态

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

化、环境影响最小化，加快发展资源
一、重要意义
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构建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建设天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 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
二、总体要求
展的千年大计。我省是国家重要的生 格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
（一）指导思想
态安全屏障，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对 时代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加快发展方式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是推动高质
转变，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确保经济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传统产业优化升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 指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意义，
务，也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重点。构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是全面贯彻 建生态产业体系，就是要着眼于抢占 ｜局，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党的十 未来发展制高点，立足产业基础、资 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九大强调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源禀赋和承载能力，以推进绿色化、 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

现代化。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必须尊 高端化、智能化为核心，以资本、技 展要求，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前
重白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生 术、人才、信息等资源要素为支撑， 提，着力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经

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使 通过资源节约集约和创新发展驱动，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融入经济建 ｜提高产业资源化循环化生态化水平， 革，大力发展循环农业、中医中药、
设、产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 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 文化旅游、通道物流、数据信息、军

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 安全转变，不断提高供给质量，保持 ｜民融合等绿色生态产业，形成节约资
时，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优美生态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是建设幸福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坚定走生
美好新甘肃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总书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是促进生态 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着力加强生态 发展道路，实现绿色发展编起，加快
环境保护治理的治本之策。坚持人与环境保护，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构 建设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
环境需要，努力建设美丽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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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会和谐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二）主要目林

到２０２０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
大进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
突破，生态产业体系初步形成，绿色
生态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明显提

高，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强化政策引导，放宽市场准人，凝聚 合治理、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重

各方共识，引领全社会共建共治共 点，强化生态环境监测和科学技术支
享。顺应产业发展趋势，遵循产业发 撑，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
展规律，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生态 防治、流域综合治理和防火减火，提

产业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内在 高能源清洁利用水平，发展壮大先进
活力。

｜制造、文化旅游及保健养生等特色优

坚持示范引领，整体推进。以重 ｜势产业，提升农产品生产、加工、储 甘肃

达到２０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点领域、关键环节为突破口，选择优 ｜运绿色化水平，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
达到７生态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 势地区和重点行业、建设一批绿色生 务，建设院东南开放型绿色生态产业 年鉴
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到２０２５年，生态 态示范产业园，实施一批绿色生态示 区域合作经济带，推动绿色富民
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质量 范重大工程，引领产业向绿色化、智强县。
ＧＡＮＳＵ
三、重点产业
明显改善，清洁生产、高效生产、低 能化、服务化、高端化转型发展，整
碳生产占主导地位，为建设绿色低碳 体推进生态产业体系建设。
｜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总要
《（四）发展布局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求，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加快传

２０ｇ

《三）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协调发展。牢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围绕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以资源 统产业转型升级，走特色之路、绿色

环境承载力为前提，立足产业基础和｜之路。紧抓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机
资源禀赋，突出区域特色、优化空间 ｜遇，抢占文化、通道、科技、信息

｜布局，推动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 ＂制高点＂，积极培育新动能，重点发
｜境，建立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坚决 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展文化旅游、通道物流、数据信息、

建设中部绿色生态产业示范区、河西
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红线。统筹产 走廊和陇东南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带，

守住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

军民融合等绿色产业。突出绿色与特

｜色结合，发挥＂小而特、小而优、小

业发展和生态建设，决不以牺牲资源 走出一条各具特色的绿色发展新 而精、小而美＂优势，发展壮大循环
｜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实 路子。
农业、中医中药等历史经典产业。加
中部地区。围烧兰州新区、兰白 快传统重化工业和制造业高新化、智
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柏
统一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整合聚集 能化、清洁化、绿色化改造。让生态
坚持创新驱动，动能转换。发招 创新要素，加大科技创新支撑，培育 产业挑大梁，使传统产业发新枝，构
｜ 创新对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主推作 ｜壮大节能环保、先进制造、中医中 建发展活力足、竟争能力强、特色鲜

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创新体制机
制和发展模式优化创新要素配置和
供给。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促进
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药、数据信息、通道物流等重点产 明的生态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
业，大力发展马铃薯、高原夏菜、草 展。
食畜牧等特色农业、加快石油化工、 （一）加快培育节能环保产业。

有色冶金等传统产业清洁化改造，强 围绕低碳节能、污染防治、资源综合
｜政策链协同融合，构建市场导向的绿 化黄河流域甘肃段综合治理和生态修 利用等重点领域，推广应用先进节能
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复，打造以兰白城市群为重点，城乡 环保技术和装备，创新管理模式，提
｜步伐，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体化的中部绿色生态产业示范区， 高集成配套和综合服务能力，逐步形
坚持循环利用，绿色转型。以资 引领全省绿色发展。
成涵盖技术研发、装备制造、产品应
河西地区。以构建河西内陆河流
｜源高效和循环利用为重点，按照企业
用和节能环保服务一体化的节能环保
小循环、园区中循环、产业大循环的 城生态屏障为重点，加快祁连山生态 ｜产业体系。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
要求，把循环发展作为生产生活方式 环境修复和保护。坚持节约优先、以 大力发展以废旧产品再利用为主的再
绿色化的基本途径，促进生产、流 水定产，大力发展节水型绿色产业， 制造产业，构建集约化、高值化的再
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 大力发展清沽能源、文化旅游、通道 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链。加强煤研
源化。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加快循 物流、戈壁农业和以核能循环利用为 石、粉煤灰、工业刷产石膏、冶炼和
环型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 主的军民融合等特色优势产业，积极 化工废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
转型。
推进有色冶金等传统行业绿色化改 ｜用。加强对低碳、绿色、环保的新型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充分 造，建设河西走廊干早区绿色生态产 装配式建筑材料，可循环利用绿色材
发挥市场在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中的决 业经济带，促进绿色转型升级。
料的开发利用，助力绿色建筑发展。
定性作用，同时注重加强规划指导，
陇东南地区。以加强黄土高原综 积级开发利用＂城市矿产＂，推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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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戈壁农业产业带，创建甘肃戈壁农
索制造业、农业与光伏发电互补发展 ｜业品牌，打造西北乃至中亚、西亚、
城市污泥和废旧纺织品等城市典型废
｜弃物集中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建设西 新模式，用好国家关于北方地区清洁 南亚和中东欧的＂菜篮子＂生产供应
｜部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 ｜供骏价格政策，发展清洁能源供暖， 基地。发展壮大草食畜牧业、高原夏
区域性集散交易中心
替代燃媒锅炉，促进清洁能源就地消 ｜菜、优质林果等优势产业、强化农产
（二）着力提升清洁生产产业。 纳。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和区域电网建 品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大力推行
积极推进建立绿色工业园区、绿色示 ｜设，建立配套电力调度、市场交易和 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国家地理保护
范工厂，推广普及绿色产品。按照企 价格机制，提高新能源外送能力。推 ｜标志农产品开发认证，建设一批地域
建筑垃圾、园林废弃物、高载能产业及产］

署
｜甘肃

年鉴 业循环式生产、园区循环式发展、产

进智能电网建设，应用成熟储能技 特色鲜明的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加工
死 业循环式组合的要求，依托现有高新 术，发展分布式能源，加快充电桩建 基地，全面提升绿色农产品加工水
ＧＡＮＳＵ 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设，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建设新能源 平。积极争取将苹果、牛羊肉、马铃
园等各类园区，推进工业企业向园区 示范城市、绿色能源示范县。积极推 薯、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纳入全国或

聚集发展，集中有效处理园区内污 动中科院核创院轻基熔盐堆核能系统 区域农产品大宗期货交易平台。加快

｜废，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资源能源 项目建设，开展基于针基熔盐堆的低 建设以兰州为中心、以河西为主轴、

消耗和污染物产生量，建设绿色工业 碳新能源示范系统研发。

以貌东南为支撑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
（四）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加大 系，鼓励中央厨房、共同配送等冷链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原则，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大力推 物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应用，
结合行业特点，分类创建绿色工厂。 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加快促进农业 大力培育发展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
｜推广应用余热余压回收、水循环利 ｜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 全面提升冷链物流水平。深入实施乡
园区。按照厂房集约化、生产洁净

｜用、有毒有害原料替代、废渣资源 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 ｜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
化、脱硫聪硝除尘等先进、成熟、适 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优 业融合，统筹基础设施、产业支撑、

用的清沾生产工艺和装备，加快推进 化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大力推行高 公共服务、环境风貌，建设一批国家
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建材等传统行 效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促进养殖业与 级和省级的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
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引导工业污染 种植业有效对接，培育和引进优良品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防治从＂末端治理＂转向＂全生命周 种，选择适宜地区加快发展草产业， ｜（五）发展社大中医中药产业。
｜期控制＂，探索建立绿色制造产品生 促进农牧互补发展。合理使用化肥农 发挥我省生态多样性和中药材种质资
态设计的激励机制和推行模式，开展 药，制定实施绿色有机农产品生产技 源丰富的优势，坚持生态保护和资源
生态设计试点示范，建设一批清洁生 术规程规范，加大废弃农膜回收利 开发并重，以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
｜产技术产业化服务中心，不断研发节 用，加快畜禽类便集中处理和资源化 展综合试验区为契机，建立中药种质
能环保新材料和清洁生产技术工艺。 利用，推进农产品、林产品加工废弃 资源保护体系，加强中药材人工驯
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强尾 物综合利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 养、人工繁育，推进优势产区道地药
矿库综合治理和信息化监测，预防和 值。加快建设农业产业园、科技园、 ｜材标准化种植，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生
减少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和环境 创业园、田园综合体等平台和载体 产基地。加快中医药产业园区建设，
污染。
构建生态农业生产和服务体系。进一 完善中药材流通体系。做大做强一批
（三）持续优化清洁能源产业。 步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挥特色优 ｜中医药骨干企业，组建陇药集团，促
以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势，突出品牌质量，打造更多＂独一 进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以资源为依
系为目标，提高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利 份＂＂特别特＂＂好中优＂的特色农户 托，以资产为纽带，积极引进国内大
用比例。围绕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品。大力发展戈壁农业、节水农业， 型中医药企业来甘投资，扩大中医药
建设，坚持集中与分散开发并重，消 充分利用河西广袤的戈壁沙漠、盐碱 生产加工规模。深人挖掘道地中药材
｜纳和外送并举，优先存量、优化增 地和废弃地等资源，集合光照足、温 资源，盘活有市场潜力的药品批准文
量，合理控制风、光电开发节奏，促 差大、病虫害少等独特优势，集成有 号，加大新药研发和中药材品种二次
进风光电、生物质能等多种可再生能 机营养枕、水肥一体化、保护地裁格 开发，发展现代中医药大品种、中药
源互补融合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及光伏新能源等系列先进技术，建设 配方颗粒、保健品和提取物，开发药
高效的能源体系。建立鼓励清洁能源 一批戈壁农业产业园，形成设施装备 膳和药食同源中药材相关产品，提高
消纳的有效机制，加大电价市场化改 先进、科技支撑水平高、综合生产能 中药材资源的产品附加值。全力办好
革力度，着力推动新能源产业与先进 ｜力强、生态环境友好、产品特色鲜明 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打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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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回藏民族特色旅游目的地、 基地，实现＂共建丝路信息港、共享
药产业发展成果的永久性平台。推进 陇南乡村生态民俗旅游目的地。以线 陆海大数据＂。推动互联网、大数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展示全省中医

优质中医医疗资源纵向整合，引进 拓面，积极发展全域旅游，推广休闲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招鲜＂知名中医，发挥名中医带 游、乡村游、健身游、开发休闲度 拓展网络信息技术在制造领域应用的
动效应，构建新型中医药服务体系。 ｜假、探险运动、民俗体验等生态旅游 深度和广度。实施＂互联网＋＂行
建立医养结合、满足多元化需求的健 产品。促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开 动，加快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

康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健康养生 发更多的文化旅游产品，努力把资源 网＋旅游＂＂互联网＋医疗＂＂互联网＋ 甘肃
产业，整合医养护资源，推动养生保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逐 ｜ 交通＂等，建设云计算中心、西部数
健、医疗康复、健康管理、健康保 步实现从经济小省、文化大省向旅游 据存储中心、逼感图像解译中心、大 年鉴
数据决策服务平台，不断提升服务质 ２０Ｉｇ
险、心理咨询等服务发展，促进医疗 强省的转变。
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发挥我省
（七）巩因拓展通道物流产业。 量和水平。推进电子政务、智慧城市 ＧＡＮＳＵ
中医药资源和文化优势，在＂一带－ ｜依托兰渝、陇海、兰新、包兰、青藏 等建设，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
路＂沿线国家建立更多歧黄中医学 ｜线等国家铁路在我省形成的交通枢组 式，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
院、医院或中心，加大与国外高等院 优势和物流节点功能，构建＂一中心 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水平。提升

校、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 四权纽五节点＂现代物流产业布局， 流通消费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的合作，不断总结完善办医办学经 推动全省高铁经济带、兰州空港临空 能化水平，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
验，推进中医药教育科技文化国际交 经济发展，重塑甘肃的通道枢组和物 兰州、陇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

流，促进中医药文化传播，通过＂以
医带药＂和＂以药促医＂、推动中医
药走出去。

流优势。统筹兰州、武威、天水三大 设，搭建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行业
陆港和兰州、敦煌、嘉峪关三大国际 电子商务平台，积极培育本地电子商

空港及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兰州铁 务交易平台和服务平台。深人推进

（六）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 路口岸资源，进一步完善流通网络布 ｜＂电商扶贫＂，继续实施一批国家电子
发挥我省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富 局，加强多式联运，推进铁海联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省级电子商务

集的优势，打造＂交响丝路·如意甘 海陆联运。依托兰州新区综合保税
肃＂旅游品牌，推动特色优秀传统文 区，争取国家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引

｜示范项目。

（九）协同推进军民融合产业。

化传承发展。依托丝绸之路（教煌） 导绿色生产，促进绿色消费，打造绿 深入挖掘我省军工产业基础优势，进
国际文化博览会等平台，推动文化产 色高品供应链，建设绿色流通服务体 一步完善经济与国防建设需求对接机
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发展。深 系。落实《输桂黔陇四地政府合作共 制，加强军地人才融合，积极推进军
｜入挖掘敦煌文化、先秦文化、丝路文 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南向通道框架协 民资源互通共享和相互支撑、有效转
化、始祖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红色 议》，深化中新南向通道建设，联通 化。依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
文化等人文资源优势，推动文化产业 ｜南向通道，畅通西向通道，实现＂ 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甘科研院所、企
传承创新。着力打造国际敦煌学中 带＂与＂一路＂、西南与西北、中酉 ｜业的科研技术优势，加快推进兰州、
｜心，稳步推进先秦文化保护、拉卜楞 ｜亚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创新区域合 ｜天水、白银等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
寺文物保护、嘉峪关文化遗产保护等 ｜作机制，推动广西临海飞地经济区建 ｜设，积极争创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
重大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数字敦 设，鼓励有实力企业发展外向型产 区，打造军民融合创新平台。集中力
｜煌＂工程。引进国内外文化旅游企业 业、促进与沿海地区资源要素的融合 ｜量在核应用、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集团，吸引各类战略投资和社会资 发展。组建省级物流平台公司，组织 ｜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应急与公
｜本，组建旅游投资集团，加强旅游基 开行冷链物流国际班列，选择＂一带 共安全、军工服务等领域，实施一批
础设施建设和景区开发，打造高端品 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建设境外物流园 军民融合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培育
｜牌旅游产品。理顺景区管理体制机 区（中心），集中打造面向中亚、南 ｜一批具有品牌示范效应的产品，形成
制，大力发展全城旅游，打造＂四线 亚及中东欧的国际物流通道枢纽和国 军民协同创新的集聚效应。围绕乏燃
一区＂精品线路及五大区域旅游目的 示班列货源集散地。
｜料后处理、核设施退役、放射性废物
地，即丝路旅游精品线、黄河风情
（八）积极培育数据信息产业 治理以及国家核应急保障能力提升，
线、民族风情线、陇东寻根访祖旅游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信息港＂，整 加快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建设．提
｜线和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区，以及河西 合信息资源，形成以甘肃为支点，服高核能清洁利用、乏燃料后处理水
走寓精品丝路旅游目的地、兰白黄河 务西北，面向中西亚、南亚及部分中 平，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十）优化升级先进制造产业。
风情体验目的地、陇东华夏寻根旅游 东欧国家的信息通信权组和信息产业
附录｜ ５３５

围绕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甘肃行动纲要 度。以强化保护和自然恢复为重点， 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湿
｜和＂互联网＋协同制造＂，推动智能制 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开展山水林 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

｜造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大力发展新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促进生态 ｜大力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

材料、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等先进制 ｜系统良性发展，实现有序休养生息。 ｜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全面落实

造产业。依托原材料工业产业基础和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对祁 ｜＂河长制＂，实施流域环境综合治理、
技术优势，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大力 连山冰川、湿地、森林、草原等实施 全城尤垃圾三年专项治理鼓励企业

甘肃 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
年鉴 新型功能材料、高端结构材料和电池
材料等中高端产品。大力发展新能源

抢效性整体保护，加强退化草地治 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开展农村

｜理、天然林保护、水土流失防治，提 人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加快农村道
升水源涌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功 路硬化、改水改则、垃圾清运等设施
团 汽车、新型特种车辆，着力提升石化 能。实施生态移民工程，积极稳妥推 改造，实施绿化美化、河道治理、污
ＧＡＮＳＵ 装备、新能源装备、电工电器、数控 进重点区域生态移民，鼓励原住居民 ｜水处理等建设工程．不断改善城乡人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居生态环境。

机床、农业机械的智能化水平，组建 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探索生态保
电子电气集团，提高装备制造业系统 护与民生改善协调发展新模式。深入

（三）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集成和配套能力。加快发展半导体芯 落实祁连山生态保护整改方案，开展 加快构建权责清晰、多元参与、激励
片设计制造、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及电 专项整治行动，坚决清理整治违法违 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子器件研发制造，打造集成电路设计 规项目。建立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完 体系。严守生态功能、环境质量和资
中心与重点产品生产基地，推动我省 善基础设施、生态搬迁、生态廊道、 源利用红线，禁止一切不符合主体功
电子元器件制造向高端电子设备制造 科研监测、生态保护补偿等方面投入 能区、自然保护区功能定位的开发建

转变。积极推进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 ｜机制。
｜所大科学装置创新创业园建设，促进

｜设活动。推行碳排放权、用能权、水

（二）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权交易制度、加快实施排污许可制，

重离子束辐照应用技术研发及产业 力度。强化生态环境监测和地理测 ｜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健全

化。通过＂借船出海＂、强强联合等 绘，建立生态大数据平台，建设天地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在森林、草原、
多种方式，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资 空一体的生态环境监测平台，为生态 湿地、荒漠、水流、耕地等领域实现
｜ 金链、人才链、政策链深度融合，逐 保护修复提供支撑。加快实施生态系 全覆盖。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
步形成以绿色、智能、协同制造为特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重点推进河 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
征的先进制造模式。
西祁连山内陆河地区、南部秦巴山地 革，建立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体
四、筑牢生态安全屏摩
区、甘南高原地区、陇东陇中地区和 ｜系，加快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
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 中部沿黄河地区等五大区域生态保护 实施最严格的环境准人制度，实行最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大生 建设，构建生态彰道和生物多样性保 ｜严格的环境监管执法，实行最严格的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着力解决突 护网络。全面清理整治全省各类自然 追责制度，不断加大水气土污染治
出环境问题，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体制 保护区，以水源涵养、生态多样性保 理、污染物总量减排和环境整治力
｜机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护、草原治理、流城综合治理和水士 度，保障环境安全。提高污染排放标
（一〕全力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 ｜流失防治为重点，推动生态建设由分 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关停不能达标
体制试，点。围绕祁连山水源涵养和生 散治理向集中治理、单一措施向综合 排放的各类企业。健全环保信用评
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的生态功能定位， 措施转变。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体 ｜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
以创新生态保护管理体制机制为突破 ｜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健全耕地 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
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任，全 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继 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
面整改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新一轮退耕 体系。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先 还林还草、退牧还草、三北防护林等 度和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严格落实
｜行区域，巩固祁连山这一西部重要生 工程，加快推进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 环境保护＂党致同责、一岗双责＂和
态安全屏障，切实保护好河西走廊的 ｜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两 生态环保＂一票否决＂制度。
五、强化政策保障
＂生命线＂和＂母亲山＂。建立国家主 江一水＂、定西渭河源、河西走廊防
｜导、区域联动的生态保护管理新体 ｜沙治沙、甘南玛曲草原沙化治理等区
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大政策创
制，优化整合现有各类保护地管理机 ｜城生态综合保护和治理工程建设，提 ｜ 新力度，重点在规划引导、政策支
｜构，探索跨行政区划、跨部门管理的 高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 撑、要素供给等方面加大支持，促进
｜有效途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

｜５３６ ｜附 录

能。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 各类要素有效聚集，为构建生态产业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事业部。鼓励金融机构探索开展绿色 对属于绿色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

（一）突出产业政策引导。编制 资产证券化、绿色信托、绿色租赁、 日，土地出让底价按不低于所在地土
《甘肃省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 ｜绿色保险、环境权益交易等新业务。 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

划》，指导全省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符合绿色全企 低价标准》的７０？？行。鼓励原有士
严格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业和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创新 地使用权人进行改造开发，在符合相
和《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支 贷款抵质押方式，对绿色生态产业实 关规定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
｜持鼓励类产业发展。开留绿色生态产 ｜行差别化授信政策，加大对绿色生态 下，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可通过自 甘肃
业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优先受 产业项目融资支持。引进社会资本， ｜主、联营、人股、转让等多种方式对
理、优先办理。严格执行《甘肃省国 支持绿色生态企业面向符合条件的投 其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进行改造开 ｜年鉴

２０Ｉｓ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资者发行债券。支持绿色企业上市挂 发。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鼓励校企共

（试行）》，落实负面清单限制类、禁 牌，支持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通过 建绿色产业紧缺学科专业。制定绿色 ＧＡＮＳＵ
止类产业准人管控要求。积极推进社 在证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债 产业发展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落实
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褒奖和激励诚 券、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等募集资金。 引进人才项目扶持、资金支持、配偶

信行为机制，建立对失信行为的行政 ｜鼓励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子女安置、住房保障等政策措施。聘
性、市场性、行为性、社会性约束和 ｜（ＰＰＰ）模式实施绿色生态产业项目， 请国内外高层次专家，建立绿色产业
惩成机制，营造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 加大ＰＰＰ引导资金支持力度。
｜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借助外脑，借
市场环境。
（四）加强财税政策支持。充分 ｜用外力，指导推动我省生态产业体系
（二）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深化 发挥政府各类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的 建设。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坚决取消
产学研用合作，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 引导作用，加大对绿色生态产业发展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审批中介服

围绕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加强关键技 的支持。制定引导风险投资、私募资 务及收费。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完
术、共性技术、原创技术研究，实施 ｜金投资我省绿色生态产业的支持鼓励 善交易规则，落实输配电政策，扩大

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开发 政策。鼓励企业加快绿色化改造，对 交易准人范围，支持符合准入条件的
一批有利于促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 认定的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绿色 企业直接参与市场化交易。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以建设兰 ｜工厂、绿色产品和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六）加大组织实施力度。各地

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哭机．促进 ｜给予奖励补助。严格落实小微企业、 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构建生态
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 两部大开发、企业兼并重组、技术先 产业体系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加快 进型服务企业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结合实际制定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推

｜科研机构改制改革，组建科技投资集 完善节能环保产品政府强制采购和优 动生态产业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形

团，积极推动科研机构去行政化，建 先采购制度。落实支持符合国家产业 成部门协调、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立符合创新规律、职能定位清晰的组 ｜政策鼓励类、节能减排的企业所得 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

｜织方式、运行机制、管理体制。支持 税、增值税等优惠政策，继续落实资 致策的宣传解读，增强推动高质量发
骨干企业建立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 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从事国家 ｜展的专业化能力和本领，进一步树牢

（平台），加强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 鼓励类项目的企业进口自用节能减排 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引导全社会践行
支持，引导科技资源向企业聚集，组 ｜技术装备且符合政策规定的，免征进 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使绿色
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立以企 口关税，落实引进技术设备免征关 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
｜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税、重大技术装备进口关键原材料和 为，形成崇尚绿色生态发展的良好氛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打造丝绸之路 零部件免钰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围，营造加快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政
国际知识产权港，搭建知识产权服务 税、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抵扣增值税、 策环境。建立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统
交易平台，促进知识产权与金融资源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降低 计核算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和考核督
｜ 查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加大考核力
及产业的有效融合，提高知识产权价 企业投资成本。
值和转化实施率。
（五）优化要素供给保障。优先 度，强化监督问责，确保生态产业体
（三）构建绿色全融体系。鼓励 安排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用地，鼓励绿 ｜系建设不断取得实效。
｜和支持金融机构在我省设立绿色金融｜ 色生态产业合理使用国有未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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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Ｈ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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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发［２０１８］１２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领域准入，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 限范围内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大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毫不动摇鼓 ｜ 重点领域去除各类显性或隐性限制条 力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对重大产业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件，鼓励民营资本在医疗、养老、教 ｜项目，参考项目落地成本、投资进
｜积极营造兴商、富商、安意、护商、 育、文化、体育、旅游等民生领域投 度、投产情况、生产经营状况和对经
｜亲商的良好环境，进一步激发和释放 资兴业。支持省内外科研院所、军工 济发展贡献度，分别在项目开工、投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活力，现结合我省 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融合发展，激发 产和达产后给予奖励补助。
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四）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一、着力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准 二、持续加大政策、财税等扶持 济。鼓励、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参与混
力度
入环境
｜ 合所有制改革，除国家规定必须保持

（一）进一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 （三）捉升产业集聚水平。加强 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可
入。按照＂非禁即人＂要求，全面落 政策引导，对行业相近、潜力较大的 ｜根据实际确定国有股权比例，允许民
实有关政策规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企业，支持＂以大带小＂， 营资本控股。在资源开发、精深加
发展壮大。各级各部门要开展市场准 ｜打造各种形式的＂联合舰队＂，引导 ｜工、特色优势产业、公用事业等领
｜ 人限制专项清理，坚决取消针对民营 ｜非公有制企业向集团化、集约化、规 域，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组建一批体制

资本设置的歧视性附加条件和隐性条 模化方向发展。鼓励引导优势非公有 新、机制活、市场竟争优势明显的混

款，确保民营资本在市场准人条件、 制企业按市场规律实施强强联合、跨 合所有制企业，合作建设一批符合国
资源要素配置、政府管理服务等方面 地区兼并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 家产业政策、对全省带动力强的重点

更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在市场准 作，扩大规模、增强实力，以优带 项日。
｜人中，严禁擅自设置市场准人门槛， 劣，实现优势互补，不断提升全省非 （五）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
不得以领导批示、会议纪要、公布歧 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力。营造更加便利 ｜持。认真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
视性招标公告等任何形式设置或提高 的贸易环境，结合实施＂中国制造 法》，充分发挥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建立健全全程 ２０２５＂和＂互联网＋＂，鼓励非公有制 的作用，引导各级财政加大对中小微
代理服务机制，实行＂保姆式＂＂贴 ｜企业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电子商务。 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中小微
｜近式＂＂零距离＂跟踪服务。打破市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扶持培育非公有 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全力助推中小微
｜场主体住所和经营场所限制及壁垒， 制企业，做大做强优质品牌和优质产 企业发展。鼓励市州设立支持创新性
着力释放场地资源；稳步推进＂证照 品。加强规划布局，引导非公有制企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子基金，培育创新
｜分离＂改革。

（二）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业盘活资源要素，融入区域发展，增 性中小微企业。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加有效供给。以＂民企陇上行＂等大 或年度高校毕业生并为其缴纳社会保

度。加快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型招商活动为平台，结合产业布局、 险的初创小微企业，按有关政策给予
度，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电力、基 ｜发展方向和产业链配套，强化针对性 社会保险补贴。
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交通等 招商。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在法定权
（六）规范稳妥推进政府和社会

５３８ ｌ附录

率。合理解决快递物流配送车辆进城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甘肃）为载体，
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日引导资 难问题，优化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 推进全省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企
｜金，以资本金注人等方式对ＰＰ项目 ｜理、停靠管理；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 业融资能力，全方位、多渠道开展
进行补助，提升民营资本参与ＰＰＰ项 介服务，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行为，不 融资。
目的合理收益预期；要根据实际情况 得强制企业入会并以此为目的收取会 （十一）做好小微企业互助担保
｜和项目特点，灵活运用ＰＰＰ模式，规 ｜费。禁止垄断性行业指定经营、强制 贷款工作。把小微企业互助担保贷
范有序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积极 服务、强行收费等行为，加强涉企市 ｜款，作为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的有效 甘肃
推进ＰＰ项目资产证券化，增强民营 ｜场价格行为监管。进一步完善涉企收 途径。省级签约银行要制定和完普适
｜资本合作项日。各地要积极筹措政府

企业持续投资能力；充分发挥省促进 ｜费目录清单制度，及时更新目录清单 合小微企业互助担保贷款的工作机 年鉴
民间投资信息发布平台作用，定期宣 相关内容，实行动态管理，坚决砍掉 制，尽快下放审批权限，方便市州分 ２０ｇ
｜传和发布ＰＰ政策信息，组织项目推 不合法不合理的涉企收费事项，对没 ｜支机构进行放贷审批，缩短放贷审批 ＧＡＮＳＵ
｜介，实现ＰＰ项目信息与民营企业无 有法律法规依据、未经国务院授权设 时限，加快放贷速度。将小微企业互
｜缝对接，促进项目落地
定、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助担保贷款工作纳人非公有制经济发
（七）加强财税支持。大力支持 重复交又设置的涉企收费项目要坚决 展工作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确保小
｜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等 取消，切实为企业减负；积极降低用 微企业互助担保贷款工作有更大
省级科技计划专项，支持非公有制科 能成本，坚持市场化原则，加快推进 突破。

技型企业发展。对科技型＂小巨人＂ 电力、天然气等领域改革，合理降低

｜企业采取无偿资助、发放科技创新券 中小微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

｜和后补助等方式给予支持；对符合规

三、重点破解融资难题

四、大力犹化发展环境

（十二）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行＂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

（九）拓展融资渠道。积极探索 上办＂改革，加快推动＂互联网＋政
定的非公有制高新技术企业减按１５％
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中小微企业 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有效途径， 务服务＂和大数据平台建设，着力解
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切实落实好专 依法依规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金融产 ｜决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
利资助、补助等优惠政策。加快网上 ｜品，大力拓展非公有制经济融资渠 事慢、办事繁等突出问题。全面分析

办税服务平台建设，推行＂全省通 道。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非公有制 梳理证照种类，明确需要精简和合并
办＂，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
企业开展金融对接，＂一企一策＂实 的证照，加快涉企证照和登记备案整
（八）着力降低经营成本。大幅 施金融帮扶。进一步完善融资担保体 合，最大限度地将信息采集、记载公
降低要素成本，将非公企业中的外来 系，充分发挥担保再担保功能作用， 示、管理备查等证照事项集中整合到
务工人员纳入当地教育、基本医疗卫 不断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担保 营业执照办审上，切实提高审批效

生等公共服务覆盖范围，降低劳动力 能力。提高土地、房产、林权、知识 率，缩短企业证照办理时间。全力推
自由流动的成本；建立政府贮备用地 产权等抵押率，扩大信贷投放。探索 进＂政银便民通＂业务，方便企业在
制度，大幅度缩短非公企业用地审批 ｜建立适合非公有制经济特点的授信审 就近合作银行网点免费委托办理登记
时间，提高办事效率，统筹安排非公 批、信用评级、客户准入和利率定价 注册事项。推行审批＂最多跑一次＂
｜经济投资项目用地，工业园区、产业 制度。加大＂银税互动＂力度，推进 ＂零见面＂和＂一网通办、一窗核
国区等要为非公企业发展预留用地； ＂互联网＋税务＋金融＂综合服务平台 发＂，实现网上申请、受理、审核、
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切实解决惜 建设，实现＂一站式＂在线融资办理 公示、发照的全程电子化改革，营造
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政务环
｜贷、抽贷、断贷等现象发生。禁止各 服务。
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违规搭售理 （十）捉升融资能力。加强培训 境；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
财、基金、保险等产品。规范非公企 辅导，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通过 管、本着＂多服务、不打扰＂的原
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登记、审 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 则，减少对企业的各类检查，做到
计、保险等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收 业债务融资工具等进行融资。积极开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不求不应、
｜费行为，降低贷款成本，减轻非公企

展对重点非公有制企业股份制改造、 有求必应＂，实现对企业＂一次抽

业贷款压力；努力降低物流成本，鼓 上市和挂牌辅导，支持发展潜力较大
励骨干物流企业和第三方机构搭建面 的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上
向社会的跨行业、跨区城物流信息服 市、＂新三板＂挂牌、产权转让等方
务平台，整合仓储、运输和配送信 ｜式融资对挂牌上市的非公有制企业
息，提高物流供需信息对接和使用效 ｜省级财政给予奖励补助。以国家企业

查、全面体检＂、努力营造更加良好
的生产经营环境；探索开展小微企业
活跃度测评，建立普通注销和简易注
销相配套的市场退出制度，大幅简化
注销程序，破解企业＂退出难＂
附录 ｜ ５３９

问题

｜部联系商会和各级领导干部联系帮扶

｜（十三）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对 非公有制企业工作制度，经常深人企

进典型。大力培育陇商精神，支持企

业加快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法人

全省营商环境的考核，建立第三方评 业了解沟通情况，积极为企业排忧解 治理结构，扩大开放，推进合作、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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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制，健全评价体系，由第三方对 ｜难。鼓励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各种形式 进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实施＂典型引
全省营裔环境及各部门服务效能、政 的招商引资活动，拉动民间投资。各 领＂工程，每三年表彰一批推动非公
策落实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及时通 级招商引资部门要对领导干部引荐项 有制经济发展先进集体和个人，努力
报。实施执法人员素质提升工程，规 目或企业建立对接落地平台，实行备 营造全社会鼓励、支持、助推非公有
范执法主体、执法程序，维护非公有 案建档，并建立对接分流和落实机 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浓厚氛围。
｜制经济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建立非公 ｜制，各地、各相关部门做好衔接和跟

２的 有制经济市场主体投诉协调解决机

踪服务，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积极做

五、积极提供坚强保障

（十七）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制，积极解决企业的合理诉求，对损 好监督监察。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引荐 把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纳入重
害企业权益和营商环境的行为，督促 项目或企业免责机制，引荐项目或企 要议事日程，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
责任主体进行整改，并依法依规 业经备案建档．在对接平台要全程公 会要不定期听取汇报，及时研究解决
处理。
开办理进程，切实做到可追溯、可查 重大问题。各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协
（十四）营造法治环境。落实产 询。各级领导干部要明晰权力界限， 调推进领导小组要根据工作推进情
权平等保护的法律制度，加大产权司 筑牢道德底线、严守法纪红线、坚持 况，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困难问
法保护力度，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 等距离交往，做到不吃请、不收礼、 题，进一步加大协调推进力度，为促

和财产权。依法保护诚实守信、公平 不推诿、不失责。引导企业家遵纪守 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组

竞争，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 ｜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通过正 ｜织保障。

｜处理，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 常渠道表达诉求，做到不请吃、不行 ｜（十八）健全组织机构。加强
资、安心经营。婴充分考虑非公有制 贿、不欠薪、不逃税，努力营造非公 省、市、县三级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协
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和经济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调推进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力量，由党

犯罪、企业主个人财产与企业法人财

（十六）强化人才支撑和企业！

委或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进一步

｜产、合法企业与犯罪组织、合法财产 化建设。积极营造更加精细的人才发 强化责任，形成联动协调、合力推
与违法犯罪所得、企业正当融资与非 ｜展环境，要把非公有制经济人才队伍 ｜进、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非公办负
｜法集资等界限，严防刑事执法介入经 建设纳入人才强省战略和各级党委政 ｜责做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综合协
济纠纷、超标的超范围采取财产强制 府人才培养规划，加快建立非公有制 调、指导和服务工作，拟订和组织实

措施、财产处罚过宽过重等现象发 企业家培育体系，支持高等院校、科 施相关政策、规划，做好非公有制经
生，切实保护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 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开展精准化 济发展动态监测。发展改革部门要做

对非公有制企业在生产、经营、融资 培训，建设一支具有现代理念、国际 好促进民间投资各项工作，建立市场
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除法律、行政法 眼光、战略思维、创新意识的高素质 准入负面清单，规范涉企收费，切实
规明确禁止外，不以违法犯罪对待。 企业家队伍。针对非公有制企业人才 减轻企业负担。工信部门要做好中小
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 短缺的实际，引进、培养一批急需的 企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拟订促进中小
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对涉嫌违法的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分年 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和人员的财产处置规则，不轻易对涉 ｜度对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管理 ｜指施，指导和推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
嫌一般违法行为的企业和个人采取强 者实施全员轮训。积极引导非公有制 务体系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

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强化社 商部门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
｜会责任，培育一批拥有优秀企业文化 积极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加强
的非公有制示范企业。提高非公有制 事中事后监管，努力营造非公有制经
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优 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非
秀的非公有制企业家在推选人大代 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
打击力度。
表、政协委员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会和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组带作
（十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各 省内主流媒体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 用，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
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发展工作的宜传力度，深人解读国家 ｜想政治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管理
的＂先行官＂，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和我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 ｜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
十九）强化目标责任管理。健
规范政商交往行为，落实省级领导干措施，积极宣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
制措施，坚决杜绝利用公权力侵害私
有产权、违法查封扣押冻结非公有制
企业财产等现象的发生。加强对专利
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运
用和保护，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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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平时检查、 标责任管理。强化对各地区各部门推充分运用各查、考核结果，适时通报

半年督查、年终考核及统计评价机 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考核力度，并 表彰工作任务完成好、考核排名靠前
制，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日对排名靠后的地区和部门进行约谈。 的地区和单位，切实推动工作落实。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肃省深人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年鉴
｜２０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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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发〔２０１８］１５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日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兰州

甘肃

认识，不断增强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
｜些成效，但思想观念、创业精神、能

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委各部门， 力素质、作风方法等方面还有很大差 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省级国家机关及各部门，省军区、武 距，特别是不作为、不尽责、阳奉阴
（二）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
警甘肃省总队，各人民团体，中央在 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慵懒散慢 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迫切要求。
甘各单位：

等作风的顽症腐疾在一些地方、部门 各级各部门是本地区本行业改革发展

现将《甘肃省深入开展＂转变作 和干部身上表现还比较突出，不仅严 稳定各项事业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其
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 ｜重影响了各项事业发展，而且在全社 作风建设的成效直接影响党中央和省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会引起不良反响，必须进一步提高政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成效，
彻落实。
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以刮骨疗 直接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彻底祛除作风积 ｜全面修复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坚决

弊，若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驳贫、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为确保与全国 污染勋治三大攻坚战，切实解决人民
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作风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否平衡不
保障。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各级各部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人贯彻落实 （一）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 门进一步转变作风，以切实有效的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指 ｜ 是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措和严谨务实的作风抓好工作落实，
甘肃省深入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
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

示批示精神，推动全省各级各部门进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体 加快推动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步伐。
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强化责任担 现。党的十九大对作风建设提出了更 ｜（三）转变作风改吾发展环境，
当、切实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 高标准和更严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就 是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的现实需要。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 作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是要有
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在甘肃 求各地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 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从转

落地生根，确保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决 距，抓住主要矛盾，拿出过硬措施， ｜变作风人手，下大气力解决广大群众
策部署落到实处，省委省政府决定在 ｜扎扎实实地改。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 深感痛绝、反映强烈的突出同题，切

全省范围内深人开展＂转变作风改善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以下简称 ｜示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锲而不 感，才能赢得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信
＂作风建设年活动＂），现制定如下实
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作风是党的形象和生命，作风建

设牧关事业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各级各部门的作风建设取得了一

舍抓好作风建设，是旗帜鲜明讲政 任，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厚植

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党的执政基础。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

领导的政治要求，是全面落实党中央 识加强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作

决策部署、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婴体现。各 检修、大扫除，切实提高办事效率和
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化思想 服务质量，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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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的答卷。

曾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

（一）着力解决政治上不过硬、

（四）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 面纠正＂冷硬推拖＂等不正之风和特 ｜履行主体★任不到位、压力传导层层
是坚决全面彻底育清王三运流毒和影 权思想，坚决杜绝＂吃拿卡要＂等违 选减等问题。重点解决在维护以习近

｜响的具体举措。目前，一些地方、部 纪违规行为，有效解决企业反映强 平周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门和干部作风漂浮，重形式轻内容、 烈、群众反映集中、社会普遍关注的 一领导这个重大原则上立场不够坚

重面子轻里子、重过场轻实效，坐而 问题，持续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定、旅帜不够鲜明，贯彻落实习近平
｜论道、只说不做，甚至欺上瞒下、弄 ｜ （四）全面激发改革创新的动力 ｜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

甘肃 虚作假，把想法说成做法、把开会视 活力。积极稳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年鉴 ｜为落实、把发了文件当作已经完成任 进一步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不新

｜力＂重要指示精神不够坚决有力的问
｜题；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暖昧、搞
务等问题，都与王三运流毒和影响有 扩大改革的受益面，主要领域和关键 ｜＂爱惜羽毛＂、不敢较真碰硬、听之任
ＧＡＮＳＵ 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坚决全面彻底 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影响和制 ｜之的问题；贯彻执行党中央和省委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肃清王三运流毒和影响，彻底修复被 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打折变通，表态多
污染的政治生态，进一步严肃政治纪 得到有效破除，加速释放改革动力和 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问题；全面
律和政治规矩，就是要实事求是作决 创新活力。着力深化＂放管服＂改 从严治党宽松软、党建业务＂两张
策，真抓实干促落实，以对党和人民 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基本实现 皮＂、省直机关党建＂灯下黑＂、基层
高度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思想和工 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最大限 ｜党组织软弱涣散、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作作风整顿，促进各地各部门和广大 度利企便民。
矩意识淡漠、教育监督管理缺失、压
干部彻底转变作风。
（五）着力俄造敢担当善作为的 ｜力责任传导逐级衰减的问题。
二、总体要求
优良作风。自觉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 （二）着力解决能力不足、视野

２０

通过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着力
解决影响和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建
立健全促进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形
成有利于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为基本要求，不渐提升谋划发展、改 ｜不宽、办法不多等问题。重点解决能
革创新、破解难题、促进落实的能力 力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谋划部
和魄力，面对改革发展稳定深层次矛 署工作生搬硬套、简单机械，上下一
｜盾敢于迎难而上、攻坚克难，面对急 ｜般粗、左右一般齐，缺乏针对性、操

难险重任务豁得出来、顶得上去，面 ｜作性和实效性的问题：对本地本部门

（一）进一萝增强＂四个意识＂。 对各种歪风邪气敢于较真、敢抓敢 发展既没想法又没办法，工作打不开
自觉把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 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贵、守土 局面，缺乏改革创新精神，观念保
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尽责。
守、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的问题：研
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明确的政治准则
（六）扎实推进重点工作落地见 ｜究政策不深不透，面对新矛盾新问题
和根本的政治要求，切实增强对习近 ｜效。以敢死拼命精神推进脱贫攻坚， ｜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

平总书记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
感认同，真正从灵魂深处忠诚于党、
维护核心、追随领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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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大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 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本领不
件，确保预期脱贫群众高质量退出： 强、专业不精、底数不清、情况不
深人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深化供给 明、数字不准、措施不实的问题。
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三）着力解决股职担当不够、

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稳步回升，实 ｜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官徐主义、衙

｜现经济发展企稳向好；加大生态环境 ｜ 门作风等问题。重点解决对贯彻落实
（二）深入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 ｜保护力度，不断巩固祁连山国家级自 ｜ 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推
｜宗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 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和中央环保督 诿扯皮、＂只传球不射门＂、只研究不

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 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以重大生态工 跟进、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
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在推进 ｜程为载体，打好生态环境保护整体 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的问
｜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中，始终把事 战：稳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各环 题：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对社
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想在前、做在 节工作，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
会各方和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事项置
三、重点任身
前，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扰、
｜若罔闻、蛮横刁难、层层推拖、糊养
办群众之所需，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要坚持问， 应付的问题：特权思想严重，部门利
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导向，在全面查摆解决作风建设各类 益固化，把公共资源异化为内部＂福
（三）切实解决影响发展的交出 问题的基础上，重点聚焦解决以下六 利＂的问题；碰到困难找借口，遇到
着力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着力个
矛盾绕道走，＂宁可不干事、以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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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事＂，甘于当＂太平官＂的问题： ｜决，扶贫项目实施包装注水、偷工减 ｜扎实细致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形成一

奉行好人主义，遇事明哲保身，缺乏 料、克扣做留、暗箱操作的问题。
较真精神，不愿动真碰硬的问题；干
四、工作措施
工作四平八稳、得过且过，拖拖拉
针对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Ｆ

批高质量的调研成果。改进调研方

法，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

多到情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

题，既要精准施策、对症下药，确保 ｜去，多到自然条件差、工作基础差的
（四）着力解决热表于搞形式、问题解决见底见效，也要举一反三、 地方去，通过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

｜拉、消极应付的问题。

走过场、不求实效等问题。重点解决 全面整改，推动全省发展环境实现明 流、心与心沟通，真正把各方面情况
调查研究走马观花、蜻挺点水，把调 显改善。
摸清吃透。坚持说实话、道真情，有
研现场当成＂秀场＂的问题；注重打
（一）深化理论学习，加强政ｉ 喜报喜、有忧报忧，不得设计所谓

甘肃
｜年鉴

建设。按照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党 ＂经典调研线路＂，不得安排有关人员 ２０ｓ
｜＂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 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当＂群众演员＂，不得避实就虚、回 ＧＡＮＳＵ
｜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

意＂，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 领，着力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 避矛盾、提前定调找实证，更不得默
绩工程＂的问题；层层重复开会，用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许、暗示、纵容调研对象编假造假，
会议落实会议的问题；起草文件照抄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思 ｜确保调研情况真实可靠，实事求是反
｜照搬照转，出台制度决策＂依葫芦画
｜瓢＂的问题；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

力放在材料美化、填表造册、数字造

陵悟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真正做 映情况。
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 （四）突出严实标准，强化责任

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 担当。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忘初心、

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 ｜牢记使命，以严实标准履职尽责，主
｜绩＂的问题。
实肩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解决 动作为、敢于担当，善始善终、善作
（五）着力解决行政效能低下， ｜主体责任洛实不到位、省直部门党建 ｜普成。坚持在改革发展的第一线、脱
营高环境不优等问题。重点解决深化 ＂灯下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 ｜贫攻坚的主战场、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假上，搞＂材料出政绩＂＂数字出政

＂放管服＂改革的集成性、协同性不 等问题为突破口，层层传导压力，全 ｜检验和识别干部，旗帜鲜明地支持担
够，相关改革举措配套衔接不到位的 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强作风，以作 当者，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建立健
问题：简政放权不够彻底，行政审批 风促发展。

项目多、审批方式不够优化、准人门 （二）注重破立并举，进一步解
槛过高，涉企税费管理不规范的问 放思想。紧跟新时代、适应新形势、
题；政务服务质量不高、效率低下， 贯彻新理念，坚持继承创新、破立并
部门专网林立、互不兼容、业务不协 ｜ 举，坚决破除因循守旧、消极等待、

｜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敢于担当的干部
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让想
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

｜成事的有地位。加强干部政治理论和

业务技能教育培训，坚持干什么学什

｜同，办事程序复杂、要件多、时间 小进则满、畏首畏尾、狭隘封闭、急 么、缺什么补什么，全面增强工作本
｜长，群众＂多头跑＂＂事难办＂＂来回 于求成、坐而论道的思想，树立开拓 领，着力打造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

奔波＂的问题；行业主管部门监管缺 创新、抢抓机遇、创先争优、敢于担
失，工程项目建设乱象从生，搞利益 当、包容合作、蹄疾步稳、真抓实干
输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问题。 ｜的意识、切实解决思想观念、精神状
（六）着力解决阳奉阴违、欺上 态、发展思路和工作举措等方面存在
瞒下、弄虚作假、慵懒散慢、落实不 的突出问题，一条一条梳理、一项－
｜力等问题。重点解决对上级决策部署 ｜ 项分析、一个一个整改，切实把解放
不执行或搞选择性执行，政策空转、 ｜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
截留，落实＂最后一千米＂掐脖子， 持续健康发展的实际成效。
浪费人力财力物力，落实效果不好的 ｜（三）坚持唯实求真，深入调

｜队伍。

（五）提高服务效能，优化营商
环境。把深人推进＂放管服＂改革作

为优化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加
快推行＂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

马上办＂四项改革，使审批更简、监

管更强、服务更优，努力实现群众和
｜企业到政府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进一步健全完善权力清

问题；对上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 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调查研 单制度，积极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
后一套，谎报情况、虚报数字、夸大 ｜究贯穿决策和执行全过程，坚持抓工 设，不断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创新公

成绩、编造经验，对下纵容、酸使、 作调研在先，充分发挥调研上情下 ｜平公正的监管方式，有效保障市场主
暗示或强迫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问 达、下情上传、摸清情况、服务决策 体依法有序参与市场竞争，着力营造
题；抓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不强， 的作用。围绕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庸政懒政怠政，推一推动一动、不推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不动，群众关切的民生工程久拖不 ｜最急最忧最怨最酚的间题，组织力量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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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树立实干导向，根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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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逐项逐件抓好整改落实。领 的＂领头雁＂，以加强和改进作风的

落实。始终以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 导小组办公室要对各级各部门开展作 实际行动为全省树起标杆。各级领导
｜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持之以 ｜ 风建设年活动情况和整改落实情况及 ｜干部要切实发挥＂关键少数＂作用，

恒抓落实，不搞花拳绣腿的形式主 ｜时跟进督查，建立健全台账，实行；

义，不求哗众取宠的裁动效应，不开 牌销号，推动问题整改。
不解决问题的会议，不发不解决问题 第三阶段：广泛开展评议，全
｜的文件，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 ｜考核总结（２０１９年２月）。

风和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

｜在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上走在前、
做表率，对影响和制约本地本部门发

｜展的作风问题，深入细致研究，谋划

破解之策。省直机关既要在转变作风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采取单位自 改善发展环境中带好头，也要督促指

作。靠实工作责任，健全责任落实体 评、社会评议、机关互评、领导评价 导市县相关行业部门改进工作、优化

系，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制定务实 以及第三方评价等多种方式，对各地 作风，通过层层带动、传导压力，全
ＧＡＮＳＵ 管用的措施，建立工作台账，逐项分 各部门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满意度 面推进作风建设年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解、逐件落实，一抓到底、抓出成 情况进行综合评议，评议结果纳入政 （三）统筹部署推进。结合全党
｜效。强化督促检查，紧旧不落实、落 绩考核体系，作为年度领导班子和领 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不实的人和事跟踪问效，直至落实到 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政 主题教育、全国正在开展的＂脱贫攻
位，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 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从 坚作风建设年＂活动、我省正在开展
｜生根。

｜五、步骤安排

＂两代表一委员＂以及各类企事业单 的＂三纠三促＂专项行动和深化＂放

位中聘任作风建设年活动监督员，参 管服＂改革工作突破年活动，大力整

作风建设年活动从２０１８年２月开 与明查暗访和监督评议，倒逼作风转 治解决履行职责不担当、为民服务不

始，至２０１９年２月底结束，分三个阶 变。各级各部门对开展作风建设年活
段进行。
动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２０１９年１月底
第一阶段：精心谋划准备，全面 书面报告省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
安排部署（２０１８年２月至４月上旬）。 ｜组。２０１９年２月底省作风建设年活动
成立＂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 ｜领导小组召开总结大会，对活动开展
年＂活动领导小组，召开动员会议进 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安排部署巩固提
行安排部署。领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 升任务。

｜ 作为、推动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切实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注重建章立制。围绕查摆
出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
｜靠实整改责任，做到即知即改、立行

立改。结合整改落实情况，对本地本

部门已有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执行情
六、组织保障
｜排各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分工、工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委省政 ｜ 况进行一次系统梳理，深入查找制度
｜作措施和完成时限，督促推动各成员
府成立作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省
｜单位抓好落实。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把
建设中的洞洞和缺陷，认真抓好制度

思想动员和学习教育贯穿作风建设年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省级 的修订和完善，把有效的做法通过制

活动始终，切实提高广大干部对转变 ｜领导任副组长，省直有关单位为成员 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切实形成科学完

｜ 作风改善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备、务实管用、针对性强、有利于发

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 设在省直机关工委，具体承担领导小
｜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转变作风 组口常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的思想共识，形成改善发展环境的行 担任办公室主任，省直有关单位负责
动自觉。
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下设
第二阶段：集中查找问题，狠抓 综合协调、督促检查、执纪问责、考
整改落实（２０１８年４月中旬至２０１９年 核评价四个工作小组。各级各部门参
１月）。各级各部门要重点对照习近平 照组建专门工作机构，加强对本地本

展的制度体系。

（五）真型引领示范。充分利用
报纸、网络、电视、微信等媒体平
台，全方位、多层次地对作风建设年

活动进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宣传部
门在主流媒体开设专栏，既注意宣传
好经验好做法，教育广大干部增强学
｜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 ｜部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组织领导。各 习研究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群众工
批示和新华社文章列举的形式主义、 ｜市州、省直各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紧 作能力、推动落实能力，又要曝光突
官僚主义的１０种新表现，对照本实施 密结合木地、本部门、本系统实际， 出问题，引导广大干部敢于担当、敢
方案列举的需婴着力解决的６各方面 精心谋划部署作风建设年活动，有计 ｜于负责，进一步增强改进作风、优化
突出问题，联系本地本部门实际，通 划、按步骤、分层次组织实施，务求 发展环境人人有责、层层负责的强烈
过深人调研、座谈走访、间卷调查、 取得实效。
意识，大力营造转作风、树新风、重
设立意见箱、开通熟线电话等方式，
（二）坚持以上率下。省委常委 实干、促发展的浓厚氛围。
认真查找和梳理本地本部门存在的突 会和省级领导干部自觉当好转变作风
六）严肃通报问黄。切实加大

５４４ Ｉ附录

通报间责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线 问题多发频发、影响恶劣的地方和部 众利益的典型案件，及时通报曝光，
索具体的问题直查快办，对查实的间 门，要从严从快从重问责处理。加大以强有力的问责和曝光形成强大
题坚决纠正、问责到人，绝不姑息迁 通报曝光力度，每季度在省市主要新震慑。
就。特别是对中央和省委三令五申强 ｜闻媒体集中通报一次反面典型案例，
调的事项依然我行我素的人和事，对 对严重破坏发展环境、损害企业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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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

２０Ｉｇ
ＧＡＮＳＵ

甘发［２０１８）２０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

（一）指导思想

区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
路，贫困村全部通动力电，全面解决
｜ 起、等不起、没有退路的硬仗。近年 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 贫闲人口住房和饮水安全问题，贫困
｜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全而贯彻中央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村达到人居环境干净整洁的基本要
｜策部署，认真洛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 求，切实保障贫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
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 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义务教育，确保有学上、上得起学，
示精神，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省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 贫，取得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效。但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村抓具体的 保险实现贫困人口全覆盖，最低生活
｜必须清醒看到，我省是全国打赢脱贫 工作机制，坚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 保障实现应保尽保。集中连片特困地
攻坚战最困难的省份，面临的形势异 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准，紧 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发展环填明
常严竣，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挑战前 ｜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短板 显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全面
所未有。各级各部门要以＂百年目 和明显弱项，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 脱贫任务。
标、全党使命＂的致治站位，把打赢 殊贫闲群体，突出问题导向，优化政
今后三年，贫困人口分年度分措

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一场输不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作为 策供给，下足锈花功夫，抓细抓实 施脱贫和贫因村、贫困县退出指导时

＂一户一策＂，着力夯实精准帮扶基 序的预期目标：
近平总书记看齐的重要标尺，充分认 础、产业扶贫基础、各方责任基础、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未脱贫的
树牢＂四个意识＂，向党中央、向习

识脱贫攻坚在我省全局工作中的地位 ｜ 基层队伍基础和工作作风基础，注重 ｜１８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户因人
和分量，切实增狐政治责任感和历史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切实提高贫 综合施策，通过发展产业脱贫３５．２万
使命感，咬定总攻目标，落细攻击点 困人口获得感，确保到２０２０年贫困地 户４７．６万人，转移就业带动脱贫６０
位，完善督战机制，强化担当，真抓 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目万人，易地扶贫搬迁１６万人，结合生
实干，尽锐出战，发扬敢死拼命的精 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 ｜态保护脱贫２万人，低保兜底３５．４万
人，危房改造４．１万户，巩固提升饮
神，拿出争分夺秒的劲头，以更加昂 基础。
（二）任务目标
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
水安全１７万户６９万人。２０１８年脱贫
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

｜到２０２０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全省 ７１万人，２０１９年脱贫７１万人．２０２０

心、顽强奋斗，努力夺取我省脱贫攻｜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 ｜年驳贫４７万人。
坚全面胜利。
困；确保贫因县全部摘辑，解决区域 贫困村全部退出。７２６２个贫困村
根据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性整体贫困。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 （（包括６２０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１０４２
年行动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制定 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 个纳入深度贫困村的非建档立卡贫困
如下实施意见。
、准确把挺总体要求

平。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 村），除已退出的９０７个村，２０１８年退

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贫困地 出２１８１个，２０１９年退出２６４６个，

附录｜ ５４５

２０２０年退出１５２８个。

虽

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 ｜务限额。规范扶贫领域融资，依法发
贫闲县全部摘帽。全省７５个贫困 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行地方政府债券，加大深度贫困地区
县中，除２０１７年拟脱贫退出的１８个 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 扶贫投入。新增金融资金优先满足深

县（６个片区县、１２个插花基），２０１８ ｜统筹。把开发式扶贫作为脱贫基本途 度贫困地区，新增金融服务优先布局
年退出１４个（１０个片区县、４个插花 径，针对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 深度贫困地区，对深度贫困地区发放
县），２０１９年退出２４个（２３个片区 加强和完善保障性扶贫措施，造血输 的精准扶贫贷款实行差异化贷款
甘肃 县、１个插花县），２０２０年退出１９个 血协同，发挥两种方式的综合脱贫 ｜利率。

年鉴 片区县。

｜效应。

２．优先安排并足额保障深度贫困

（三）工作要求

坚持脱贫攻坚与锤炼作风、锻炀 ｜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易地
｜ 坚持严格执行现行扶贫标准。严 队伍相统一。把脱贫攻坚战场作为培 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用地，新增建
ＧＡＮＳＵ 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要求，确 养干部的重要阵地，强化基层帮扶力 设用地计划指标不足的可预支使用，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保贫困人日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贫

２０ｇ

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由国土资源部／从全省计划中调剂解

｜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确保 提高干部干事创业本领，培养了解省 决。对深度贫困地区每县每年单列下

｜达１０００亩计划指标，对临夏州和甘南
有学上、上得起学；保障贫困人口基 情农情的干部队伍。
｜本医疗需求，确保大病和慢性病得到 坚持调动全社会扶贫积极性。充 州每年各预留１０００亩计划指标。涉及
｜有效救治和保障；保障贫困人口基本 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 深度贫困地区的省级以下基础设施、
居住条件，确保住上安全住房。要量 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 易地扶贫搬迁、民生发展等建设项
｜力而行，既不能随意降低标准，也不 发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目，确实难以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
可以纳人重大建设项目范围，视为已
能擅自拔高标准、提不切实际的日 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二、集中力量改克深度贫困堡！
标，避免陷入＂福利陷阱＂、防止产
列入上地利用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清
生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
继续完善和落实全省深度贫困地 单，由省级国上资源部门办理用地预
闲户待遇的＂悬崖效应＂，留下后 ｜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两州一县＂ 审。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城乡建设用地
｜遗症。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增减挂钩不受指标规模限制，建立深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年），紧盯最困难地区、瞄准最困难 度贫困地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略。把完善落实＂一户一策＂精准脱 群体、抓住最急需解决问题，采取超 ｜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机制，积极争
贫计划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和重要 常规举措，综合施策，合力攻坚，确 取深度贫困地区３５个县增减挂钩节余
抓手，按照＂精准再精准、聚焦再聚 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
指标在国家统筹调剂下开展跨省交
（一）着力加大政策循针支持
｜焦＂的要求，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
易。深度贫困地区建设用地涉及农用
日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力度
｜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依法加快
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 １．争取中央财政进一步增加对我 审查。
准、脱贫成效精准。
省深度贫困地区专项扶贫资金、教育 ３．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为藏
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医疗保障等转移支付，加大重点生态 区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加快建设小康社
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急功近利， 功能区转移支付、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会进程制定的差异化政策。继续落实
不好高骛远，把贫困退出的底线性要 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收人 好省内对口帮扶藏区发展工作机制，
｜求与工作措施的高标准推进结合起 ｜补助地方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 今后三年、除临夏州、甘南州和冀南
来，更加注重帮扶的长期效果，切实 制奖补资金等倾斜力度。从２０１８年开 市、定西市＂两州两市＂外，全省１０
提高贫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夯 始，对＂两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 ｜个市按地方财政改入的一定比例，每
实稳定脱贫、逐步致富的基础。合理 ｜贫困县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高 年筹集１亿元以上资金支持藏区发
确定脱贫时序，不搞层层加码，不赶 于市县平均水平３个百分点。完善基 展，每个市原则上帮扶１个藏区县
时间进度、搞冲刺，不拖延、不耽 本财力保障机制，扶贫开发支出标准 （市）；每个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原则上
误，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确保脱贫 由２０１７年人均８００元提高到１２００元， 帮扶１个藏区县（市）。
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到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２０００元。深度贫困 （二）着力解决贫困群众特殊
｜ 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 地区市县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除 召难
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 ＂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１．全面实施大病和慢性病患者分
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 外，新增财力重点用于脱贫攻坚。争 ｜类教治。逐步扩大专项救治病种范
重培养贫闲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 取中央增加安排深度贫困地区一般债 围，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思有大病的农村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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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人口全部得到救治和管理。家庭医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对未入学
２．推进深度贫困地区整合资金、
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因病致贫的特殊 适龄残疾儿童逐一调查登记，逐一制 ｜统一规划、统筹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

困难群体，建立特困户＂送医上门＂ 定教育方案，通过普通学校随班就 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藏区退牧
＂送人就医＂制度。加强深度贫困地 读、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等 还草工程。加快福连山生态保护和综
区县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造 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家庭残疾儿童接受 ｜合治理。实施贫闲村提升工程，争取

义务教育，加快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 实现每个贫困村有基本完备的基础设
深度贫困村卫生室全覆盖，２０２０年深 特殊教育。到２０２０年，建立与全面建 施、有基本完善的公共服务、有稳定 甘肃
度贫困乡镇卫生院按每万人配备２—３ 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残疾儿童康 增收的特色产业。
｜扩建未达到要求的乡镇卫生院，实现

名全科医生，每个村至少配备１名合 复救助制度体系，基本实现残疾儿童

三、落实＂一户一策＂精准帮扶

女举措
｜格村医。选派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干 应救尽救。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优先安
（一）突出抓好产业扶贫
部、专家到深度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 排贫困残疾人家庭。

挂职，开展卫生支农工作和＂组团

３．继续实施社会服务兜底工程

１．落实到户产业扶持政策。按照

年鉴

２Ｐ

ＧＡＮＳＵ

｜式＂健康扶贫。加大健康扶贫信息化 加快建设为老年人、残疾人、精神障 到户产业财政扶持资金人均５０元标
大数据建设力度，远程会诊网络覆盖 码患者等特殊群休提供服务的设施， 准进行帮扶，每户最多不超过３万
深度贫困地区县级医院和８０？？乡镇 对规模小、床位少、人住率低、设施 元，支持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业，原

卫生院。加大疾病与残疾预防控制和
健康促进力度，重点做好艾滋病、大
骨节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等疾
病综合防治。加强禁毒脱贫工作，分

级分类落实禁毒脱贫举措。
２．开展贫闲残疾人脱贫行动，将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中主要成员
重度残疾、缺失劳动力、基本没有收
入来源的纳人农村低保和城乡医疗教
助范围。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条件差、安全隐患高的农村敬老院予 则上一半用于补助种养产业发展，另

｜以撇并和改造提升，发展乡镇中心敬 一半用于入股、配股到与贫闲户发展

｜老院和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鼓励各 产业密切关联的龙头企业或专业合作

地通过互助养老、设立孝善基金等途 社，扶持金额和人股配股金额比例眼

径，创新家庭养老方式。加快建立贫

困家庭＂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落

｜据贫困户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农

户意愿和经营主体发展状况调整，具

实家庭赡养、监护照料法定义务，探 体由县级政府确定。按照全省培育壮

索建立信息台账和定期探访制度。对

农村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
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四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逐步探索 类＂重点救助对象，综合运用医疗教
建立＂两项补贴＂标准与当地收人和 助、临时教助、经济困难老年人
物价水平相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有 贴、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多种措

条件的地方逐步扩大政策覆益面。深 施，提高教助水平，保障基本生活。
入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项日，优
（三）着力改善深度贫因地区身
先为贫困家庭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提｜展条件

｜大特色农业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

见和牛、羊、蔬菜、果品、中药材、

马铃薯六大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
动工作方案，全面对接＂一户一策＂

｜产业发展计划，２０１８年到户扶持的增

收项日和资金实现对发展产业的建档
立卡贫闲人口全覆盖，确保产业项目
精准到户，资金足额匹配到位。同
时，因地制宜发展小庭院、小养殖、

１．优先在深度贫困地区安排公益 小买卖、小作坊，推动形成各类特色
性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事业领域重大 富民产业竟相发展、遍地开花的良好
有基本康复服务。对１６周岁以上有长 工程建设项目以及能源、交通、水利 格局。县级政府要研究制定到户产业

｜供基本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
｜务，推动实现有需求的贫困残疾人享

期照料护理需求的贫困重度残疾人， ｜ 等重大投资项目，将已布局深度贫闲
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纳入特 地区的建设项目提前实施。加快深度
｜困人员救助供养；不符合救助供养条 ｜贫困地区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推进深
件的，鼓励地方通过政府补贴、购买 度贫因地区在建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
服务、设立公益岗位、集中托养等多 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电网建设
种方式，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集中 攻坚，实现农网动力电全覆盖，加快
照料或日间照料、邻里照护服务。全 ｜解决网架结构薄弱、供电质量偏低等

面落实临时教助政策，对符合临时教 同题。加大深度贫困地区互联网基础

资金投放管理的具体办法，加大对产

业到户资金和保险资金等的监督管理
力度。将产业扶贫纳入贫困县扶贫成
效考核和党政一把手离任审计，引导
｜各地发展长期稳定的脱贫产业项目。

２．加快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制定

出台引进和扶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及优惠政策，坚持外引和自建两

助条件残疾人家庭或个人，县级民政 ｜设施建设投资力度、２０１８年实现所有 ｜手发力，通过自身发展壮大一批、嫁

｜部门及时给予救助，情况特殊的经认 深度贫困村通光纤网络宽带。在深度 ｜接引进一批、政府主导组建一批等方
定后给予二次救助。逐步推进农村贫 贫困地区严格落实公益性建设项目取 式，尽快培育发展龙头企业，实现每
｜闲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实施 消市、县级配套资金政策。
个贫困县每个特色优势产业都组建１

附录｜ 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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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带贫能力强、辐射面广的龙头 ｜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进入京津沪、粤 贫困村集体经济收人＂空壳村＂，到
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对特色产业合作 ｜ 港澳、成渝地区、东西部扶贫协作区 ２０２０年全省７２６２个贫困村村级集体经
社全覆盖。加快推进贫困村农民合作 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等市场。加大我 济年收入力争达到２万元以上。同
社发展，坚持产业培育与合作社建设 省特色农产品推介力度，办好甘肃特 时，加大对村级组织运转、村级公共
｜相结合，采取定额补助、先建后补、 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中医药博览会 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转移支付力度。
贷款贴息等方式，对贫因村新建合作 和马铃薯产销对接会等展会。大力实 ６．积极推进旅游扶贫。争取中央
社进行扶持，实现每个贫困村有２个 施品牌营销战略，着力培育我省＂独 预算内基建资金６４亿元，省级财政
｜以上运行规范、带动能力强的专业合 ｜一份＂＂特别特＂＂好中优＂＂错峰 预算内基建资金补助６０００万元，扶持
｜作社，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实现贫困村合 头＂等特色农产品。大力推进无公害 ３５个深度贫困县开展旅游扶贫工作。

死 作社全覆盖，合作社有效辐射带动贫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每年从省级旅游产业发
ＧＡＮＳＵ 困户。结合农村＂三变＂改革，以贫 理标志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引 展专项资金中安排１亿元，支持贫困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困户人股资金为组带，鼓励和引导龙 导龙头企业做大做强贫因地区区域公 地区实施以旅游专业村、乡村客栈、
头企业以代养、托管、订单托底收购 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加强特色优 旅游则所等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等形式，构建与合作社、贫困户建立 ｜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冷链物流设施建 目，改善乡村旅游环境条件、提高乡
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和多种形式的利 ｜设，按照每个有需求的贫困村至少建 村旅游服务能力。立足贫困地区资源
益联结机制。
设１个果蔬保鲜库或配置１台箱式冷 优势，扶持建设一批不同模式、各具
３．强化品种技术支撑。建立健全 藏车的标准，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 ｜特色的旅游示范村。结合农村＂三
良种繁育推广休系，加快引进省外、 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变＂改革，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专业合
国外种养优良品种、发挥省内良种紧 产销大户和供销社等建设主体，新建 ｜作组织，创新农家乐发展方式。实施

育场的优势，在纯繁扩群的基础上， 贮＇藏能力２０吨以上的果蔬保鲜库，按 乡村旅游周末工程，组合推出一批乡
加大对本地品种的改良力度，满足贫 每百吨１０５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新 村旅游周末休闲度假精品线路，加大
困户发展产业的良种需求。加强县乡 建果蔬保鲜库９７５座，新增储藏能力 市场宣传营销力度，提升乡村旅游影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强化畜禽重 ３８．１万吨，对有需求的贫困村购置移 响力。加大旅游扶贫培训力度，实现
大疫病强制免疫，充分发挥乡镇畜牧 动保鲜库给予适当补助，２０１９年底实 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培训全覆盖。今后
兽医站和村组防疫员作用，注意发挥 现果蔬保鲜库对果品和蔬菜产业有－ 三年全省集中扶持５００个贫困村发展
乡村旅游，创建２０６个乡村旅游示范
好龙头企业、养殖大户防疫多元社会 定规模贫困村的全覆盖
５．培育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泽
村，建成农牧）家乐４００户，通过
化技术服务功能，抓好肉牛等大牲备
｜普通病和高致病禽流感、口路疫等动 ｜实全面消除贫困村村级集体经济＂空 发展旅游带动脱贫人数占总脱贫人数
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加强技术指导与 壳村＂的部署，选择资产盘活型、资 的２０？？上。
服务，为６２０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２ 源开发型、为农服务型、项目带动 ７．推进光伏扶贫工程。出台我省
个岷漳地震移民靖远县安置村增派１ 型、多元合作型等多种模式，探索创 光伏扶贫电站实施细则，加强督促指
名农业科技人员，与驻村帮扶队一起 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有 导，落实责任主体，加快推进＂十三
为贫困户开展技术帮扶。省市统筹成 效途径，全方位推进消除贫困村村级 五＂第一批光伏扶贫项目建设，争取
立专家组，开展巡同技术指导，为贫 集体经济＂空壳村＂工作。多渠道多 ２０１８年底前建成并网３１万千瓦村级
困户提供免费服务。加大技术培训力 途径加大投人力度，加大光伏发电、 ｜电站，扶持１１８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度，加强对贫困村干部、贫困户产业 乡村旅游、土地整治等发展项目资金 ５８２７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２０１９
｜技术培训，依托龙头企业和新型经营 投入。通过＂千企帮千村＂＂村企结 ｜年底前建成剩余１１７５万千瓦村级电
主体，大力开展在生产车间、产业基 对＂等方式，引导企业给予资金扶 站，扶持３１３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地的实地培训，三年实现对贫困村干 持、项目帮扶和产业带动。按照政策 ｜１８５５７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积极
部和贫困户的轮训，确保每个贫困户 退出后用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村级 争取国家同意我省启动实施＂十三
有１个科技明白人。
扶贫互助资金，入股企业或合作社等 ｜五＂第二批光伏扶贫项目，待国家下
｜ ４．抓好抓实产销对接。加大农产 经青主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利用补 ｜达项目计划后，由省上统一筹措建设
品营销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充分发挥 交党费帮助村集体经济发展。对于既 ｜资金，力争２０１８年内启动、２０１９年底
甘肃省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的作 ｜无可利用资源资产、又无主体带动、 前建成投运。两批光伏扶贫项目实施
用，有效组织省内农产品青销企业抱 产业基础薄弱的村，按照县级为主、 ｜完成后，实现全省符合条件地区无集
｜团出省，占领全国终端大市场，推动｜省市补助的原则，确保年内全部消除 体经济收人建档立卡贫因村全覆盖。

｛５４８｜附 录

８．加快推进电商扶贫。大力推广 当增加。选聘贫困家庭劳动力在护就
电商扶贫＂陇南经验＂，优先在贫困 ｜路、保洁、绿化、水电保障、养老服 （三）加快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县建设农村电商县乡村三级服务体 务、群防群治、就业社保协管、公益 ｜ １．全面落实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

系，力争到２０２０年底有建档立卡贫困 ｜设施管理等岗位转移就业，提高贫困 策要求和规范标准，进一步提高集中
村的乡镇实现乡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全 家庭人员收入水平，
安置比例，稳妥推进分散安置并强化

覆盖，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点实现功能 ３．支持发展＂扶贫车间＂。制定出跟踪监管，完善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
全覆盖。加大与国内知名电商大平台 台扶持发展＂扶贫车间＂促进贫困群｜和公共服务设施，严守贫因户住房建
企业合作，着力培育壮大本土电商平 众就业的实施方案及优惠政策，鼓励 设面积和自筹资金底线，按照省负总
｜台企业，加强电商企业与贫困县和贫 引导各类经济组织兴办厂房式、居家 ｜责的要求，严格落实省级投融资主体
困户的精准对接，促进线上线下融合 式、合作社式、＂互联网＋＂等多种形 的偿还责任。今后三年，集中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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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ｇ

发展，不断扩大我省特色农产品网上 式的＂扶贫车间＂。经认定的＂扶贫 成我省＂十三五＂规划５０万建档立卡 ＧＡＮＳＵ
销售规模。精心组织实施同家电子商 车间＂吸纳１０名以上贫困劳动力，且 ｜贫因人口的搬迁任务。对于２０１６年实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力争到２０１９ 稳定就业半年以上、按时足额支付劳 施搬迁的１６．１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年底实现深度贫困县全覆盖。
动报酬的，可给予２万元的一次性补 ｜２０１８年８月底前全部实现搬迁入住，
（二）全力推进就业扶贫
｜助；稳定就业３年以上、按时足额支 ２０１８年底基本实现稳定脱贫；２０１７年
１．实施就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 付劳动报酬的、可给予６万元的一次 实施搬迁的１８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９０万人，建 ｜性补助。对返乡人员创办的新型农业
档立卡贫困户中有输转意愿的劳动力 经营主体认定为＂扶贫车间＂的，按
实现应输尽输。今后三年通过乡村公 有关规定给予５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益性岗位、劳务输转等就业扶贫方式 ｜省级创业典型创办的＂扶贫车间＂，
｜取得的工资性收人，支撑和带动６０万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１０万元的一次性

２０１８年底前全部实现搬迁人住，２０１９

年底基本实现稳定脱贫：２０１８年实施
搬迁的１５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年

底前完成住房主体工程建设，２０１９年
底前全部实现搬迁人住，２０２０年６月
底前，５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

以上贫困人口达到现行标准下脱贫的 补助。
收人水平。统筹各类培训资源，组织 ｜ ４．推动返乡创业。加大农民工等 现稳定脱贫。

人员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策应乡村 ｜ ２．因地制宜选择安置方式，鼓励
业技能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全面落 振兴战略，综合运用免费创业培训、 引导＂两州一县＂对＂一方水土养不
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将就业补助资 创业贷款贴息、灵活就业补贴、初始 活一方人＂的自然村实施整村搬迁，
金的使用向培训补贴倾斜。对培训并 创业补贴、带动就业补贴、创业孵化 在确保建档立卡搬迁户住房建设补助

｜有培训意愿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加就

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的企业，企 ｜补贴等扶持致策，鼓励各地发展创业 标准不降低、自筹标准不提高前提
业培训并与贫困家庭劳动力签订６个 ｜解化服务载体，积极推进创业穿化与 下，统筹国家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中

｜月以上不满１年劳动合同的，按１０００ ｜精准扶贫跨界融合，吸纳建档立卡贫 央预算内投资除外）等脱贫攻坚资
｜元人的标准给予培训补助；签订１年 困家庭劳动力人园就业创业。对入驻 金，用于支持边缘贫困户同步搬迁。
以上劳动合同的，按２００元／人的标 省级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 ｜边缘贫困户界定标准、补助标准、自

准给予培训补助。依托中央单位定点 内的创业项目和创业实体，符合条件的 筹标准等由省政府制定并报国家发展
帮扶、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可按规定一次性给予５万元补助。对 改革委备案。允许＂两州一县＂按照
｜＂携手奔小康＂等帮扶单位和资源， 人驻创业示范基地、解化基地、农民 ｜不超过工程项目国家下达资金总额
加强劳务合作，扶持壮大各类劳务中 ｜创业园的创业者，可按规定减免租 ２．５？？比例，列支安置区地质勘察、
｜介机构及劳务经纪人和劳务带头人队

｜金、水电等费用，并给予税费优惠。

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工程监理等前

｜转移就业。

训补助等方面的涨励糟施，鼓励企

｜益岗位、资产收益分红等多种措施，

伍．引导和支持劳务经纪人、劳务带 ５．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吸纳就业。 期工作费。统筹各项扶贫和保障措
头人在有条件的贫困村设立劳务合作 制定鼓励各类经济组织吸纳建档立卡 施，按照以岗定搬、以业定迁原则，
社或劳务合作联社，提高劳务输转组 ｜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奖励办法，落实 结合＂一户一策＂，通过特色种养、
｜织化程度，推动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就业奖补、创业补助、社保补贴、培 扶贫车间、社区工厂、乡村旅游、公

２．开发多种形式的公益性岗位。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家 引导搬迁群众在安置点就地就业，做
今后三年在全省３７２０个深度贫困村和 庭农场、农村电商等各类生产经营主 到搬迁一户、稳定脱贫一户。
＂两州一县＂其他１４８０个村，开发７ 体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帮助
３．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占新腾
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并根据需要适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实现稳定１
定旧＂规定，及时与搬迁群众签订旧宅
附 录 ｜ ５４９

基地腾退协议，积极推进旧房拆除、 让保护生态的贫因县、贫困村、贫困 落实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在职称评
旧宅基地复垦和生态恢复工作，利用 户更多受益。结合建立国家公园体 聘、津贴补助、教师周转房等方面给

舅

好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强化安置区社 制，多渠道筹措资金，对生态核心区 ｜予倾斜支持。加大贫困地区教师特岗

区管理和服务，切实做好搬迁群众户 内的居民实施生态搬迁。认真组织开 计划实施力度，深人推进义务教育阶

口迁移、上学就医、社会保障、心理 展林业碳汇计量和监测，为贫困地区 ｜段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和对口帮扶工
疏导等接续服务工作，引导搬迁群众 早日进行碳汇交易、开发利用林业碳 ｜作，国培计划、公费师范生培养等重
｜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尽快融入新环境 汇资源打下坚实基础
点支持贫困地区，采取县管校聘、调
（五）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
新社区。实行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易
动交流、学校联盟、学区一体化管

甘肃
年鉴 地扶贫搬迁工作机制，持续开展易地行动
Ｐ０

｜扶贫搬迁常态化专项督导督查，在全
ＧＡＮＳＵ 省开展拉网式巡查，做到安置点和搬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迁农户全覆盖。
（四）加强生态扶贫
｜１．推进生态保护扶贫行动，摸清

理、对口支援、教师走教等多种途

｜ １．加强控辍保学，以保障义务教 径，重点推动中小学校长、教师向贫

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困地区乡村合理流动。优先实现＂两
进一步降低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 州一县＂所有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
地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辍学率，稳 轮训一遍的目标。优先向＂两州一
｜步提升贫因地区义务教育质量。强化 县＂选派优秀教师或在校大学生支
林业生态资源底数，抓住国家新增选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联保联控责任，在 教，缓解师资结构性紧缺、优秀师资

聘生态护林员、草管员岗位的政策机 ｜银学高发区制定＂一县一策＂工作方 不足的矛盾。鼓励通过公益捐赠等方
遇，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扩大选聘生 案，实施贫困家庭学生台账化精准控 式，设立贫困地区优秀教师奖励基
态护林员、草管员岗位规模。

辍，建立控辍保学责任落实约谈制度 ｜金，用于表彰长期扎根基层的优秀乡
２．实施好生态扶贫工程项目，加 和管控成效通报制度，综合运用宜传 ｜村教师。加大贫困地区推广普及国家
大对贫困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支 引导、帮扶救助、行政、法律等办 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力度。开般民族地
｜持力度。探索天然林、集体公益林托 ｜法，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学生不因贫失 ｜区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行动。

管，推广＂合作社＋管护＋贫困户＂模 学辍学。到２０２０年，贫闲地区九年义 ５．强化职业教育贯通培养，进一
｜式，吸纳贫困人口参与管护。鼓励有 务教育巩固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步拓宽中高职贯通培养渠道，扩大

２．建立以学籍为基础的全省学生
（队），吸纳贫困人口参与造林、抚 资助信息管理系统和资助贫困家庭学
｜育、管护。推进贫困地区低产低效林 生数据库，健全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
｜提质增效工程。加大贫闲地区新一轮 资助政策体系，重点落实义务教育
退耕还林还草支持力度，将新增退耕 ＂两免一补＂政策，实施好农村义务
还林还草任务向贫困地区倾斜，在确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切实改善农
保省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任 村学生营养状况。完善建档立卡贫困
务前提下，积极争取将２５度以上坡耕 家庭学生教育和资助状况年度报告制
地、重要水源地１５—２５度坡耕地、严 度，有关结果作为监测和评价市县政
｜重沙化耕地、陡坡梯田、严重污染耕 有教育脱贫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地、小麦条锈病病源区耕地、重度盐 ３．全面推进贫因地区农村义务教
碱（漠）化耕地等不宜农作物生产的 育薄弱学校改造工作，＂全面改薄＂
｜耕地纳入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范 资金按在校学生数的１２０Б民族地
围，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 区倾斜支持，重点加强乡镇寄宿制学
户实现全覆盖。坚持把实施退耕还林 ｜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确保所有
等林业重点工程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 义务教育学校达到＂２０条底线＂要
特色林果产业结合起来，实现生态改 求。在贫困地区优先实施教育信息化
详和脱贫双赢。
２０行动计划，加强学校网络教学环境
３．深化贫困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 建设，优先实现贫困地区所有中小学
革，鼓励引导贫困人口将林地经营 ｜和教学点宽带网络与＂班班通＂全覆
｜权、林木所有权、财政补助资金等入 董，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师信
股林业合作社，增加贫闲人口资产性 息化教学能力。
收入。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４．改善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待遇，
｜条件的县（市、区）建立林业合作社

５５０｜附录

＂三校生＂本专科和＂专升本＂招生
规模。强化精准培养，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户有技能需求人口职业教育全覆

｜盖。推动＂职普＂融通，开发通用职

业技术教材，在全省初级中学开设职
业技术教育课程。利用职业教育东西
部协作政策，构建＂３＋１＂职业教育
脱贫帮扶机制（１所省外对口帮扶职
｜业院校＋１所省内高职院校＋１个职教集

团，对口帮扶１个深度贫困县），实现
东西部职业院校结对帮扶全覆盖。

（六）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
｜ １．落实健康扶贫保障政策，将贫

困人口全部纳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范围。
落实贫困人１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个人缴费财政补贴政策和医疗教
｜助政策。继续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三

｜个一批＂行动计划，切实降低贫困人
口就医负担，在控制医疗费用、确定

诊疗方案、确定单病种收费标准、规
范转诊和集中定点教治的基础上，对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支

付后自付费用仍有困难的患者，加大 ｜障碍等慢性病规范管理。实施贫困地 综合保障体系，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医疗敦助和其他保障政策的帮扶力 区健康促进三年行动计划。将脱贫攻 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依靠产业

度，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合规医疗 坚与落实生育政策紧密结合，倡导优 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因人口提供兜底保

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８５？？上、个 ｜生优育，利用基层计划生育股务力 障。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人自负合规医疗费用年累计控制在 量，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宣传 度，对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未标

｜００元以内。全面落实农村贫困人口 ｜教育。

｜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先诊疗

（七）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

注脱贫的贫困人口、一二类低保对

｜象、一二类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 甘肃
后付费，在定点医院设立综合服务窗 １．按照摸清底数、专业鉴定、建 ｜＂两户＂（独生子女领证户和农村双女
口，实现各项医疗保障政策＂一站 立台账、稳步推进的要求，明确农村 户）等困难人口，由当地政府代缴全 ｜年鉴
式＂信息交换和即时结算。
危房改造基本安全要求，保证正常使 ｜部或部分最低档次个人缴费。对多灾 ２０ｇ

２．加强健康扶贫基础建设，加快
推进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标
准化建设，确保每个贫困县建好１－２
所县级公立医院（含中医院），加强

用安全和基本使用功能、推广简便易 ｜的贫困地区适度降低省级教灾应急响 ＧＡＮＳＵ

行的危房鉴定程序，规范对象认定程 应启动条件，在下拨省级自然灾害救
序，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 助资金时给予倾斜支持。加大临时教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 助力度，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返贫人口

｜贫因地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能力 等四类重点对象，逐户开展专业危房 ｜纳入救助范围。

建设。全面实施贫困地区乡村医疗卫 鉴定，全面核清农村存量危房、建立

生机构一体化管理，逐步实现县乡村 完整的存量危房信息台账并实施精准
一体化管理，构建三级联动的医疗服 ｜管理，改造一户、销档一户。２０１８年
务和健康管理平台，为贫困群众提供 实施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危改任务３．７６
基本健康服务。争取全国三级医院与 万户，优先保障＂两州一县＂和年度

｜ ２．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健全低保

对象认定方法，逐户排查＂三保障＂
问题未解决的农村低保一、二类对

象，切实摸清底数，分类建立台账，
纳入建档立卡范围。同时，将完全丧

我省贫困县县级医院结对帮扶，为贫 退出县危改计划，２０１９年实施剩余四 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

困县医院配置远程医疗设施设备，全 类重点对象存量危房改造，２０２０年全 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
面建成从三级医院到县医院互联互通 面收尾。
纳人低保范围。建立建档立卡数据和
低保数据定期比对机制，依据解决特
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组织开展省市 ２．因地制宜推广农房加固改造
｜医院＂一对一＂帮扶深度贫困地区县

在危房改造任务较重的地方开展农房 殊贫困群体＂两不愁、三保障＂情

级医院。贫困地区通过区域内流动配 改造加固示范，结合实际推广现代生 况，逐年确定纳人建档立卡范围的兜
置达到每个乡镇卫生院有１名全科医 土农房等改良型传统民居，鼓励通过 底保障对象，及时更新数据台账。完
生。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免费培养农村 闲置农房置换或长期租赁等方式，兜 善落实农村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高职（专科）医学生，助理全科医生 底解决特殊贫困群体基本住房安全 确保兜底保障对象持续实现收入上的
政策性保障。
培训合格后，补充到贫困地区村卫生 问题。
（九）开展扶贫扶志行动
室和乡镇卫生院。贫困地区可在现有 ３．落实补助资金，完善分类分级
编制总量内直接面向人才市场选拔录 ｜补助标准，实行差异化补助，在原定
１．组织实施以扶志扶智为主要内
用医技人员，优先考虑当地医疗卫生 户均２方元补助标准基础上，适度提 容的＂精神扶贫＂工程。创办脱贫攻

｜高＂两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闲 坚＂农民夜校＂＂讲习所＂等，加强
３．开展专项行动，降低因病致贫 县户均补助标准。严格危改面积管 思想、文化、道德、法律、感恩教
返贫风险。加强对贫困地区慢性病、 控、质量管控、举债管控、工期管 育，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防
｜事业紧缺人才。

常见病的防治，开展地方病和重大传 控。加强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 止政策养锻汉、助长不劳而获和＂等
染病攻坚行动，实施预防、箭查、治 查，支付给农户的资金及时足额直接 ｜靠要＂等不良风气。

疗、康复、管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治。 拨付到户。建立完善危房改造信息公 ２．改进扶贫方式。加大以工代赈
实施力度，动员更多贫困群众投工投
贫闲地区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和 ｜示制度。
新生儿疾病简查项目等扩大到所有贫
（八））完善社会保障兜底扶贫
劳，建立生产奖补、就业补助等帮扶
困县。实现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 １．按照＂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要 机制，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

｜务全覆盖、落实签约服务政策，优先 求，加强衔接配合、形成制度合力， ｜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
为妇幼、老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开 ｜统筹各类保障措施，建立以社会保 ｜扶做法，实现社会爱心捐赠与贫困群
｜展健康服务和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 众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鼓励各地
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 体，以社会帮扶、社工助力为辅助的 ｜总结推广脱贫典型，宣传表彰自强不

｜附录ｌ５５１

息、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和 危桥改造，推进产业路、资源路、旅 大力推进贫困村小水电、太阳能、风

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示范带动 游路建设。加大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 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积极开展
贫困群众。

｜支付用于贫闲地区农村公路养护 农林、畜牧废弃物沼气化处理和能源
｜化利用。

３．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紧盯 力度。

甘肃
年鉴

｜贫困地区高价彩礼问题突出的乡村和 ｜２．加大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 ２．深入实施网络扶贫行动。统
群体，明确规定县域内婚嫁彩礼、礼 路网连接贫困地区项日争取力度，加 推进网络覆盖、农村电商、网络扶
金、酒宴等最高限额并逐步加严；开 快同省道改造和支线机场、通用机场 智、信息服务、网络公益五大工程向
题建设。
展薄养厚粪、子女不瞻养老人等问题

纵深发展，创新＂互联网＋＂扶贫模

（二）大力推进水利扶贫行动
式。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引
死 间，使贫困地区群众婚嫁观念明显转 １．加快实施贫困具农村饮水安全 导基础电信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到
ＧＡＮＳＵ ｜变、婚丧事新风尚基本形成，农村乡 巩固提升工程。按照＂三年任务两年 ２０１８年底率先实现建制村宽带网络基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风文明明显提升。在贫困地区大力开 完成＂的目标要求，２０１８年完成一半 本全覆盖。鼓励基础电信企业针对贫
｜展平安乡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 建设任务，较大规模工程全部开工； 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推出资费优惠举
动，组织实施以文明村镇创建、五星 ２０１９年底前基本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措，鼓励企业开发有助精准脱贫的移
级文明户创评、村规民约、红白理事 ２０２０年完善扫尾。对已经建成人户工 动应用软件、智能终端。
会、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队、文化广 ｜程地区，配套完善工程薄弱环节，提 （四）大力推进贫因地区农村人
场、好人榜等为主婴内容的农村精神 高供水保障程度；在人户条件限制地 居环境整治
文明建设＂八个一＂工程示范点建 区，推行建设集中供水点；在水源条 １．开展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整
｜设，选树一批文明村镇和星级文明 件限制地区，加强运行调度和完善集 治三年行动。因地制宜确定贫困地区
｜的专项治理，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

户，推广＂星级评比＂等做法，引导 雨水客，在饮用水客水的区域推广安 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目标，重点推进贫
｜贫困村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发挥村民 装水质净化设备，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全省 困村生活垃圾处理、卫生则所改造、

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 ｜ 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
｜禁毒禁赌会等群众组织作用，教育引 及率、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显著
导贫困群众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文明 提高，全面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
｜新风。开展新乡贤选树宜传和引领带｜问题。
动，弘扬自强不息、注重操守等优秀
｜ ２．加快贫困地区水利工程建设，
｜品质。把扶贫领域诚信纳人信用监管 加快贫困地区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
体系，将不履行瞻养义务、虚报冒领 节水改造、小型农Ⅲ水利工程建设，
扶贫资金、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等行为 实现灌溉水源、灌排骨干工程与Ⅲ间
人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深人推进文化 工程协调配套。切实加强贫困地区防
扶贫，提升贫困群众公共文化服务获 ｜洪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继续推进贫
得感。
困地区水土保持和水生态建设工程。
四、加决补齐贫困地区基忌设施
（三）大力实施电力和网络扶赏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农村面源污染治

理。推进全省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
｜动，到２０２０年，９０？？上贫困村的生

活垃圾得到治理，普遍建立村庄保洁
制度，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公共活动
场地、道路、河道无垃圾、无杂物。
推进＂则所革命＂，因地制宜普及不
同类型的卫生厕所，同步开展厕所粪
污治理，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农村卫生则所
普及率达到３０？？上。有条件的地方
逐步开展生活污水治理。
２．推进通村组道路建设。因地制

宜，量力而行，就地取材，采取水泥
（一）加快实施交通扶贫行动
１．强化贫困地区电力建设管理和 路、砂研路、石块路、砖路等多样化
１．加快贫困地区乡镇、建制村供电服务。实施贫困地区农网改造升 方式，到２０２０年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
＂畅返不畅＂路段整治，２０１９年底前 级，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贯 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
五、加强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完成７５个贫困县＂畅返不畅＂整治 彻落实好国家贫困地区电力普遍服务
５８０５千米，加快建成外通内联、通村 检测评价体系，引导电网企业做好贫 动支撑保障
（一）强化财政投入保障
畅乡、客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 困地区农村电力建设管理和供电服
１．健全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的
｜输网络。到２０２０年，全省贫困地区具 务。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大电网延伸覆盖全
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其 部县城，贫困村基本实现稳定可靠的 投入保降机制，支持贫困县围绕现行
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客车，基本完成乡 供电服务全覆盖。落实对５８个贫因县 脱贫目标，尽快补齐脱贫攻坚短板。
｜道及以上行政等级公路安全隐患治 １４９０户农业扶贫产业龙头企业（不含 积极争取中央加大对我省财政专项扶
｜理。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实施 农业排灌用电）新增生产用电价格每 贫资金和教育、医疗保障等转移支付
窄路基路面农村公路合理加宽改造和 千瓦时降低０．１元的电价支持政策。 支持力度。严格按照政策要求打足做
短板

５２ ｜附录

行动

实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规范低于６０？？比例将省上下达的一般债 ｜作的贫困地区产业投资基金和扶贫公
扶贫领域融资，增强扶贫投入能力， 券额度安排用于脱贫攻坚项目。
｜益基金。用好＂即报即审、审过即
疏堵并举防范化解扶贫领域融资
２．综合运用好扶贫再贷款、普惠 ｜挂＂和减免挂牌初费政策，推动贫困
｜风险

２，严格执行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

金融定向降准等央行资金或政策工 ｜地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和定向发行股
具，将扶贫再贷款优先向符合条件的 票。支持我省贫困地区中小微企业在
｜贫困地区特别是３５个深度贫困县 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和开展融资活
（市、区）安排并执行优惠利率，严 ｜动。鼓励期货公司在贫困地区推动
格控制利率上浮加点幅度，引导金融 ＂保险＋期货＂试点，提高新型经营主

资金政策，对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中
央和省级涉农资金集中向贫困地区倾
斜，确保分配给贫困县的资金增幅高
于该项资金的全省平均增幅，资金一 ｜机构合理合规增加对贫困户就业的企 体化解市场风险能力。
（三）加强上地致策支持
｜律采取＂切块下达＂，不得提出与脱 业和贫困户生产经营的信贷投放，减
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求。
｜ ３．紧扣脱贫攻坚任务，调整扶势

轻贷款利息负担，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

１．支持贫困地区编制村级上地利 ＧＡＮＳＵ

｜３．创新产业扶贫信贷产品和 ｜用规划，挖掘土地优化利用脱贫的潜
资金使用投向，中央、省、市、县安 式，充分发挥省级担保机构担保增信 力。贫困地区建设用地符合土地利用
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７０？？上的 ｜功能，重点支持带动贫困户脱贫的农 总体规划修改条件的，简化审批流
整合涉农资金安排用于建档立卡贫困 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融 程，优先审核批准。新增建设用地计
户到户到人扶持项目，其中７０？？上 资，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与带 划、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计划、工
｜的到户资金原则上用于＂一户一策＂
确定的种养业和光伏扶贫等产业增收
｜项目，其余资金可用于劳动力转移就
业、危房改造、安全饮水、增加村集

动贫困户脱贫的挂钩机制和扶持政 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计划向贫困地区倾
策。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推动普惠金 斜。积极争取国家每年对我省片区县

融共享家园移动服务平台（ＣＧＩＷＳ） 专项安排一定数量新增建设用地

后期系统建设上线，推广电子支付方
体经济收入等项目。脱贫攻坚期内上 式，推动便民金融服务点转型升级，

计划。

２．对贫困地区建设我省确定的优

述资金一律不得安排与脱贫攻坚无关 ｜提升基础金磁服务＂进村到户＂覆盖 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工业项目和
｜的行业搭车项目。
｜ ４．全面加强各项扶贫项日绩效管

理，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主体责
任，明确绩效日标，加强执行监控，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严格执行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月报告季通报制
度，切实加快支出进度，不新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强化各级各部门扶贫项
目和资金监管主体责任，建立多部门
联动的动态监管体系和常态化监督检
查机制，实现对所有贫困县和所有脱
贫攻坚涉及的政策、项目和资金监督

｜检查全覆盖。加快建立扶贫资金动态

监控系统和全省扶贫资金总台账，推
动上下级、内外部大数据共享融合。
建立健全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严格
执行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制度。
（二）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

面，逐步实现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 以农林牧渔业产品初加工为主的工业
４．规范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落实 项目，在确定上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

调整完善精准扶贫专项贷教有关政策
规定，分类实施收回或续贷政策。加
强金融扶贫风险管控，完善风险补偿
机制，深入研究精准扶贫专项贷款风

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

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７０？？

行，按比例拟定的出让底价低于该项

目实际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
险补偿全使用办法。规范贷款资金用 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途，加强扶贫贷款贷后管理和风险防 的，应按不低于实际各项成本费用之
｜范等工作。

和的原则确定出让底价。对企业兴办

５．落实全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农业保 规模化畜禽养殖所需用地，实行分类

｜险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建立保险 ｜管理，畜禽舍等生产设施及绿化隔离

｜保本垫底、人股分红保底、公益岗位 带用地作为农用地，不需办理农用地

托底和低保兜底＂３＋１＂保险保障体

｜系．围绕牛、羊、果、菜、薯、药等

转用审批手续。

３．贫困地区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

特色农业产业，支持贫困地区开发特 ｜余指标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节余指
色农业险种，扩大保险规模、提高保 ｜标，允许在省域内调剂使用。建立土
险金额、降低保费，实现农业保险对 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

建档立卡贫困户所有种养产业全覆 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贫困地区符合
盖。积极开展扶贫小额货款保证保险 条件的补充和改造耕地项目，优先用
亿元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和００亿 等业务，探索发展价格保险、产值保 ｜于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所得收
｜ １．拓宽资金投人渠道，用好１００

｜元农产品收购贷款以及５００亿元特色 险、＂保险＋期货＂、物流仓储、设施 益通过支出预算用于支持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基金，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 农业、＂互联网＋＂等新型险种。 积极争取国家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
支持聪贫攻坚。调整地方政府债券资 ６．鼓励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市 ｜建设补助资金，并向贫困地区倾斜。
金使用结构，２０１８年贫困县政府按不 场主体依法依规设立或参与市场化运 ｜指导和督促贫困地区完普县级土地整
附录｜５５３

｜治规划

（四）实施人才和科技认贫计划

省直相关部门，加大对接力度，凝聚

｜ ２．聚焦深度贫困，按照＂一户一

双方合力，促进各类项目逐项有序实 策＂脱贫计划，拟定引进产业、劳务

｜ １．实施边远贫困区、边疆民族地 施、落地见效。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培训输转、人才交流、特产销售等方

区和革命老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责任落实，加强组织协调、工作指 面需求清单，完善定点扶贫项目库，
科技人员专项计划，扩大急需紧缺专 导、督导检查和保障服务，健全扶贫 配合中央定点扶贫单位编制实施三年
业技术人才选派培养规模。贫困地区 协作台账，每年对账考核。优化结对 行动规划，争取加大帮扶力度。

甘肃 在县乡公务员考试录用中，从大学生
年鉴 ｜村官、＂三支一扶＂等人员中定向招
录公务员，从贫困地区优秀村干部中

Ｐ０

协作关系，完善县区之间、乡镇之

３．积极协调中央定点帮扶单位选

｜间、行政村之间结对帮扶措施，推广 ｜派优秀中青年干部、后备干部到我省

＂阂宁示范村＂模式。

贫因县挂任县委或县政府副职，分管

招录乡镇公务员。在贫困地区全面实 ２．围绕产业帮扶提出有效需求， ｜ 或协管定点扶贫工作。
ＧＡＮＳＵ 施农技推广特聘计划，从农村乡土专 ｜完善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项目库，通 （三）澈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家、种养能手等一线服务人员招聘一 过共建产业园区、兴办＂扶贫车扶贫
批特聘农技员，由县级政府聘为贫困 间＂、举办投资推介活动、合作建设

１．落实省属国有企业精准扶贫责

村科技扶贫带头人。加强贫困村创业 ｜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等方式，建立企 ｜ 任，通过发展产业、对接市场、安置
致富带头人培育培养，提升创业项目 ｜ 业参与扶贫协作长效机制，力争每个 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贫困户脱贫。深
带贫减贫效果。
贫困县都能依托主导产业引进１户东 ｜人推进＂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
２．以县为单位建立产业扶贫技术 部大中型骨干龙头企业，引导企业精 动，动员１０００家以上民营企业，帮扶
专家组，每年从省市高等院校、科研 ｜准结对帮扶。建立劳务输转精准对接 我省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远山区

院所和涉农企业选派１０００名左右中级 机制，有组织地开展人岗对接，提高 的１００个以上深度贫因村，积极开展
职称以上农业科技人员到全省５８个贫 协作规模和质量。将帮扶贫困残疾人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鼓
｜困县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工作，重点为 般贫纳入东西部扶贫协作范围。
励有条件的大型民营企业通过设立扶
贫困村、贫困户提供技术服务。并依 ｜ ３．加大力度推进干部双向挂职 贫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参与脱贫攻
｜托相关培训机构为贫困县（市、区） 人才双向交流，提高干部人才支持和 坚。动员异地甘肃商会会员企业结对
培养本土农业科技人员。建立农技人 培训培养精准性，每年从贫困地区选 帮扶深度贫困村，提高精准扶贫
员驻村帮扶制度，从省市县乡四级农 派一批干部到东部协作市挂职锻炼， 成效。
业技术单位为每个贫困村选派１名农 ｜增长脱贫攻坚的能力才干。支持援甘 ２．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业科技人员，实现科技特派员对贫闲 挂职干部聚焦脱贫攻坚，探索＂组团 加快建立社会组织帮扶项目与贫困地
式＂帮扶
村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全覆盖
区需求信息对接机制，确保贫闲人口
４．争取东部协作市逐年加大资 发展需求与社会帮扶有效对接。鼓励
３．支持有条件的贫困县建设农业
科技园和星创天地等载体，到２０２０年 帮扶力度，严格执行我省东西部扶贫 引导社会各界使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
｜力争新建成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２ 协作资金使用管理的规定，加强扶贫 务，推动贫因地区和贫困户融入大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９家，国家级 协作资金和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东 市场。
｜星创天地３０家以上，展示和推广农业 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精准使用。按照东 ３．积极争取全国性社会组织参与
先进科技成果。
西部扶贫协作协议书以及省、市东西 我省＂两州一县＂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六、动员各方力量参与既贫攻坚 ｜协作责任书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东 攻坚行动。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一）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
西部扶贫协作成效的考核。
服务三区计划＂＂服务机构牵手计
（二）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１．坚持把人才支持、市场对接
｜划＂＂教育对口扶贫计划＂，为贫困人
｜劳务协作、资金支持等作为重点，深 １．强化定点扶贫对接服务工作责 口提供生计发展、能力提升、心理支
化东西部扶贫协作，持续推进＂携手 任落实，加强与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的 持等专业服务。
奔小康＂行动并向贫困村延伸。科学 经常性沟通联系，主动做好汇报对接 ４．加强对社会组织扶贫的引导和
｜编制东西部扶贫协作三年行动规划， 服务工作，积极协调中央单位定期深 管理，优化环境、整合力量、创新方
进一步细化实化分市（州）、分县 入我省调研指导定点帮扶工作；制定 式，提高扶贫效能。发布一批具备承
（市、区）、分年度的帮扶项目需求清 相应配套措施，保障定点扶贫项日、 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资质的社
单。全面落实我省与天津、福建、山 ｜资金、措施落地；建立健全数据清单 会组织名录，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
｜东三省市签订的年度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资料台账，为定点扶贫日常工作、 区、养老、救助、助残服务。落实社
｜协议，将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到市县和 领导决策、年度考核提供可靠依据。 会扶贫资金所得税税前扣除改策。
｜５５４ ｌ附录

（四）大力开展扶贫志愿服务
活动

１．动员组织各类志愿服务团队、

予以剔除，或不作为硬性指标，取消 定、帮扶政策措施落实、行业政策培

行业部门与扶贫无关的搭车任务，压 训、贫困退出验收、数据录人审核中
｜实各级党委政府的退出验收责任，强 的责任，制定本行业系统到户帮扶工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扶贫志愿服 ｜化部门到户验收工作。建立和完善贫 作实施意见，实化细化三年行动方

务。实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 ｜困县退出省级专项评估检查工作机
地区系列行动计划，支持引导专业社 制，严格资料审核和实地评估检查程

案，并抓好组织实施工作。

｜ ３．各专责工作组及成员单位具体

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力量积极参与精准 序，靠实工作责任，配合国务院扶贫 负责分解落实各地脱贫目标任务，结
扶贫。支持社会组织在全省贫闲村开 开发领导小组做好摘相贫因县的 合＂一户一策＂，找准行业扶贫政策
｜展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参与脱贫攻坚 ｜抽查。
｜试点工作。

甘肃

项目与贫困村、贫困户脱贫需求的结 年鉴

５．开展深度贫困跟踪监测，对贫 ｜合点，把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分解落实 ２０Ｉｇ

２．推进扶贫志愿服务制度化，利 ｜ 困发生率在２０？？上的县和３０？？上 ｜到产业、就业、搬迁等具体措施上， ＧＡＮＳＵ

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建立扶贫 的村，开展＂解剖麻雀＂式分析研 分解到年，精准到人。指导市县行业
志愿服务人员库，鼓励国家机关、企 究，实施重点管理。建立脱贫成效巩 部门逐级分类建立到村到户工作台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组 ｜固提升监测机制，对已捅鞘贫困县、
建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团队，赴贫困 退出贫困村和脱贫人口实施跟踪和动
地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制定落 ｜态监测，定期开展＂回头看＂核查，
存在潜在返贫风险的，制定＂回头
实扶贫志愿服务支持政策。
七、夯实瓦贫政坚基础性工１
一）完善贫困识别和退出

账，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细化

行业标准，明确验收责任和程序，加
强对市县行业部门的业务培训和工作
｜指导。

帮＂措施，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确保 ４．健全落实定期报告和考核监督

｜持续稳定脱贫。脱贫攻坚期内扶贫致 机制，研究制定省直部门脱贫攻坚成

１．每季度进行一次贫困人口动态 策保持稳定，贫困县退出后，相关政 效考核办法，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
管理、剔除不符合条件的人口，及时 策保持一段时间。
｜实、工作落实。坚持＂紧盯标准、结
｜纳人符合条件但遗漏在外的贫困人口 ６．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１年初，按照国３ 果倒通、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条块
和返贫人口，确保应纳即纳、应退即 院部署，开展脱贫摘帽县普查工作， 结合、严肃向责＂的原则，严格落实
退。严把退出时序、退出标准、退出 全面了解贫因人口脱贫实现情况，重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专责工作组成员
程序、核查比对、评估检查＂五个关 点围绕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单位责任清单及问责办法，强化督查
口＂，调整完善贫困县摘帽退出指导 调查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实 问责，倒逼工作落实。脱贫攻坚期
时序和减贫人口滚动计划。开展建档 现情况、获得帮扶情况、贫困人口参 内，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部

立卡专项评估检查。

｜２．完善省市县三级行业部门与扶

与脱贫攻坚项目等情况。
门扶贫干部、定点扶贫干部要按政策
（二）充分发挥专责小组职能 规定保持稳定，不能胜任的要及时

作用
贫部门之间数据共享比对机制，实现
户籍、教育、健康、就业、社会保 ｜１．充分发挥１１个专责工作组抓议
｜险、住房、银行、农村低保、残疾人 定事项落实的职能作用，围绕全省脱
等信息与贫闲人口建档立卡信息有效 贫攻坚任务目标，制定专项工作目
对接，加强数据比对分析，拓展系统 标，细化实化到各成员单位，建立任
服务功能，为脱贫攻坚决策和工作指 务清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
导提供可靠手段和支撑。按照国家信 求，在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方
息安全标准构建扶贫开发信息安全防 面加大到村到户扶持力度，支持和保
｜护体系，确保系统和数据安全。
｜障贫因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如期脱

调整。
（三）着力提高等扶实效

１．全面落实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责

｜任清单，切实提高帮扶工作质量和实

效。省直组长单位要当好参谋助手，

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加强督查考核，

强化示范带动；市（州）要加强统筹
谋划，落实领导责任，开展定期督导

｜检查；县（市、区）要落实主体责

｜３．完善贫困人口统计监测体系 贫退出。组长单位要充分发挥牵头抓 任，建立驻村工作领导小组，落实

为脱贫攻坚提供科学依据。加强贫闲 总作用，成员单位要主动担责、主动 ｜＂两长一队＂制度、统筹用好帮扶资
｜人口建档立卡数据和农村贫困统计监 工作，落实组长负责制、定期会议 源，加强驻村干部培训；乡镇要履行
｜ 测数据衔接，逐步形成指标统一、项 制、目标责任制、信息报送制、工作 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一户一策＂精
目规范的贫困监测体系。
｜各办制和集中统一办公机制，真正形 ｜准帮扶计划，督促驻村帮扶工作队严
４．修订完普贫困人口、贫困村、 成条块结合、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 格落实驻村帮扶制度，为开展工作提
贫困县退出验牧指标和认定程序，对 ２，严格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进一 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各级帮扶
超出＂两不愁、三保障＂标准的指标步靠实省直相关部门在致贫原因认 单位每年专题研究帮扶工作不少于２
附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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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分级培训责任，安排对市县乡党 ｜力度，建立健全审计查处问题整改跟
次，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带头
管，帮助完善贫闲村三年脱贫攻坚规 政领导干部、行业部门干部、扶贫系 ｜踪落实长效机制。加强扶贫事务公
划和年度帮扶计划，协助对接落实各 统干部、帮扶干部和贫闲村干部进行 开，健全财政扶贫资金分配、项目安

项精准扶贫政策，帮助开展技能培 培训，保证贫困地区主要负责同志和 排和资金使用公告公示制度，接受群

训。培育增收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 ｜扶贫系统干部轮训一遍
｜济；要精准选派和管理驻村干部，落

众和社会监督。畅通＂１２３１７＂监督

３．加强对脱贫一线干部的关爱激 举报电话、网站、来信米访等投诉渠

实结对帮扶责任，每季度向组长单位 励。对年度脱贫攻坚考核及日常工作 ｜道，完善落实举报核实整改制度。建
｜及县乡党委报告帮扶工作进度情况。 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 立落实＂村干部小做权力清单＂，重
加强对省内机关定点帮扶工作的考 表彰奖励；对在脱贫攻坚重大专项工 点加强低保、危房改造对象认定、精

团 核，把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期脱贫 作及阶段性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取 准扶贫专项贷款发放等领域基层＂微
ＧＡＮＳＵ 作为衡量帮扶成效的主要依据。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得显著成绩的个人和集体，参照《公 腐败＂问题治理，切实保障贫困群众
务员奖励规定》及时给予嘉奖、证 权益。组织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视，
功、授予菜誉或称号等奖励：对脱贫 建立提级直查制度、加强警示教育工
｜村、工作到户。充分发挥脱贫攻坚宣 攻坚一线干部在工作期间因公牺牲 ｜作，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截留私分、
｜传队、信息队、服务队、调解队、战 的，统一按烈士标准发放抚恤金。注 虔报冒领、强占掠夺等行为、集中曝
｜斗队作用，吃透政策，熟悉村情民 重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 ｜光典型案例。
２．强化驻村帮扶工作队作用为
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确保吃住在

意，深入宣传精准扶贫及各项强农惠 如期完成任务且表现突出的贫困县党

八、强化脱贫攻坚组织保障
农富农政策；抓好教育引导和技能培 政正职予以重用；对在脱贫攻坚中工 （一）进一步落实各级党委政府
｜训，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参与乡 ｜作出色、表现优秀的扶贫干部、基层责任

干部注重提拔使用。对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县乡干都落实好津补贴、周
转房等政策，改善工作条件。加强对
扶贫挂职干部跟踪管理和具体指导，
＂两头跑＂＂走读式＂＂挂名式＂的驻 采取＂挂包结合＂等方式，落实保障
村干部实行召回问责。
支持措施，激励干部人在心在、履职
３．加强帮扶责任人管理，帮扶 尽责。
位督促帮扶干部进一步加大帮扶力 （五）开展扶贫领城腐败和作国
度，严格落实＂连心卡＂制度，与帮 问题专项治理
１．结合＂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
扶户建立经常性联系，增进与贫困群
众感情，做好政策宣传和解疑释惑工 ｜和＂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
作，围绕完善落实＂一户一策＂精准 活动，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脱贫计划，每年至少为贫困群众帮办 问题专项治理，集中力量解决＂四个
１件以上实事好事。统筹调配帮扶力 意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
量，优化帮扶干部配置，切实解决 措施不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
一帮多＂的问题。
工作作风不扎实、考核监督从严要求
村治理，推动移风易俗；协助建强贫
闲村＂两委＂班子。驻村干部派出单
位要切实落实各项保障激励政策措
施，加强管理监督和工作考核，对

｜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乡

村抓具体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省委、省政
府对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坚持
省级领导联县包乡抓村，发挥对所联
系县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牵头抓总作
用。市（州）发挥好承上启下、沟通
协调的作用，加强对本地区脱贫攻坚

的统筹谋划，花更大的精力推动抓好
产业扶贫，主要领导要亲自到位亲自
抓，重大事项亲自协调，重点工作亲
自上手，同时强化督查督导，及时发
现问题、纠正偏差，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县级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

任，担负＂一线指挥部＂的职责，县

委书记、县长作为前线总指挥，要把
（四）抓好脱贫攻坚干部队伍 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切实清除作风和 主要精力用在脱贫攻坚上，在摸清底

数、统筹资源、动员力量、致策落
１２０２０年脱贫任务完成前，５８个
｜ ２．改进调查研究，深人基层、
｜地、项目实施上再精细再精准，切实
片区贫困县党政正职保持稳定，不脱 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调 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乡
贫不调整、不填帽不调离。落实贫困 查了解实际情况，注重发现并解决问 ｜村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
｜县党政正职谈心谈话制度，及时掌握 题，力戒＂走过场＂。注重工作实 的引领作用、用好包村干部、驻村工
履职情况和思想动态。对落实扶贫政 效，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减少村级填 ｜作队和第一书记三股力量，驻村人户
策不力、扶贫工作考核排名末位、不 表报数，精简会议文件，让基层干部 加强扶贫政策宣传，与贫困群众面对
担当不作为、脱贫攻坚工作严重滑后 把精力放在办实事上。
面做工作，持续推动、跟进落实，确
建设

的，果断进行组织处理。

禽败问题滋生土。

｜ ３．严格扶贫资金审计，加大对贫 ｜保各项扶持政策和帮扶举措真正到村
｜２．实施全省脱贫攻坚全面培训，日
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县的审计监督 ｜到户。完善工作调度机制，省委、省

５６｜附 录

政府每季度至少专题研究１次脱贫攻 核查、暗访通报、回访问效等方式， 责人，２０１８年７０？？村实现应兼

坚工作，每月至少召开１次省脱贫攻 ｜对全省７５个贫困县精准识别退出、扶 （任）尽兼（任），２０２０年实现全部兼

贫政策措施和重点项目推进实施、扶 ｜任或担任。全面落实贫困村＂两委＂
（州）党政主要负责人一月一调度， ｜贫资金使用管理、＂一户一策＂精准 ｜联席会议、＂四议两公开＂和村务监
｜县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一周一调度，乡 脱贫计划落实和基层精准帮扶等情况 督等工作制度。派遥用好第一书记和
｜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党支部书记、 ｜开展暗访督查，切实做到问事必同 驻村工作队，从县级以上党政机关选
坚领导小组会议或专题工作会议；市

第一书记一天一调度。实施五级书记 人、问人必向责、问责必到底。积极 派过硬的优秀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加 甘肃
遍访贫闲对象行动，省委书记遍访贫 支持台盟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 强考核和工作指导，对不适应的及时
困县，市（州）委书记遍访脱贫攻坚 督，加强重大扶贫工程建设和到村到 ｜召回调整。派出单位要严格落实项 ｜年鉴
任务重的乡镇，县（市、区）委书记 户帮扶措施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工作， 目、资金、责任拥绑要求，加大保障 ２０ｓ
｜遍访贫困村，乡镇党委书记、村党组 由省人大、省政协、民主党派省委会 ｜支持力度。强化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 ＧＡＮＳＵ
｜织第一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遍访贫困

及有关机构和高校对全省脱贫攻坚重 建工作责任落实，将抓党建促脱贫攻

｜户。以遍访贫困对象行动带头转变作 ｜点任务进行监督检查，及时总结经 坚情况作为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
风，接地气、查实情，了解贫困群体 ｜验、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并组建 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点内容。对不
实际需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发现突 ＂两州一县＂脱贫攻坚督导组，督促 够重视贫困村党组织建设、措施不力
｜出矛盾，解决突出问题

（二）完善考核评估机制

进一步完善扶贫考核评估工作，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落到 的地方，上级党组织要及时约谈提醒
实处。

（四）建强贫困村党组织

｜相关责任人，后果严重的要问责
追责
｜（五）管造良好舆论氛国

充分体现＂省负总责＂原则，切实解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全
大力宣传中央及省委、省政府脱
｜决基层疲于迎评迎检问题。改进对市 面强化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县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第三 ｜核心地位，切实提升贫困村党组织的 贫攻坚决策部署，宣传脱贫攻坚典型

方评估方式，缩小范围，简化程序， ｜组织力。防止封建家族势力、地方黑 经验，宣传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为

｜精简内容，，重点评估＂两不愁、三保

恶势力、违法违规宗教活动侵蚀基层 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障＂实现情况，提高考核评估质量和 政权，干扰破坏村务。推进贫困村党 总结推广各地精准扶贫脱贫好做法好
水平。改进省市两级对县及县以下扶 支部建设标准化，配齐配强村党组织 经验，选树一批脱贫先进典型、一批
贫工作考核，原则上每年对县的考核 书记，实施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 ｜帮扶先进典型、一批扶贫系统先进典
｜不超过２次，加强对贫闲县党政正职 优化提升行动；大力整顿贫困村软弱 型、一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功案
的考核，注重发挥考核的正向激励作 涣散党组织，以县为单位组织摸排， 例，健全完善贫困地区扶贫脱贫先进
｜用，对于表现特别优秀、实绩特别突 逐村分析研判，坚决数换不胜任、不 典型案例数据资料库。组织广播电
出的，可提拔担任上一级领导职务， 合格、不尽职的村觉组织书记。重点 视、报纸杂志等媒体推出一批脱贫攻

提拔后继续兼任现职，并把主要精力 从外出务工经商创业人员、大学生村 坚重点新闻报道。积极利用网站、微
放在脱贫攻坚工作上。未经省里批 官、本村致高能手中选配，本村没有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准，市级以下不得开展第三方评估。 合适人员的，从县乡机关公职人员中

开展宣传推广。推出一批反映扶贫脱
完善监督机制，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派任。建立健全回引本土大学生、召 ｜贫感人事迹的优秀文艺作品，加大扶
｜每年组织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纪检监 ｜校培养培训、县乡统筹招聘机制，为 贫题材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配合开
｜察、审计、扶贫等部门按照职能开展 ｜ 每个贫困村储备１至２名后备干部。 展全国脱贫攻坚奖和全国脱贫攻坚模
监督工作。扎实推动突出问题整改工 ｜加大在贫困村青年农民、外出务工青 范评选表彰，开展省级评选表彰活
作，持续抓好２０１７年度脱贫攻坚问题 年中发展党员力度。全面落实贫困村 动，组织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鼓励
整改，将具体问题整改与建章立制相 干部报酬待遇和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 各地结合实际改革创新，探索脱贫攻

结合，严格按时间节点对账销号，确 补贴，建立健全村组干部基本报酬和 坚新举措新方式新机制，树立鲜明导
保整改到位、取得实效。改进约谈市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动态塔长机制。支 向，讲好脱贫攻坚故事。适时对脱贫
｜县和省直行业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方 ｜持党员创办领办脱贫致富项日，完善 攻坚精神进行总结。
式，开展常态化约谈，随时发现问题 贫困村党员结对帮扶机制，完善＂一
（六）做好脱贫攻坚风险防范
随时约谈。
｜核多元＂组织构架，推动村党组织书 工作
（三）强化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记、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或党员担任 防范产业扶贫市场风险，防止产
民专业合作组织负业项日盲目眼风、一刀切，导
采取随机抽村、直接入户、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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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对扶贫主导产业面临的技

甘肃

测，及时引导社会奥论，防止不良女 长远发展，把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和实
｜术和市场等风险进行评估，制定防范 作一些意外重大事件干扰脱贫攻坚 蓝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起来，协同
｜推进整村提升、基础建设、产业发
和处置风险的应对措施。防范扶贫小 大局。
｜（七）统筹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
｜展、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工作，为下一
额贷款还贷风险，纠正户贷企用、违
规用款等问题。防范加重地方致府债 振兴
步压茬推进、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务风险，防止地方政府以脱贫攻坚名 抓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规划 打好基础。及早研究制定２０２０年后减

义盲目举债，防止金融机构借支持脱 衔接、政策衔接、工作衔接，脱贫攻
｜贫攻坚名义违法违规提供融资，坚决 坚期内，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主要任务

｜年鉴 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防范社

死 会风险，防止贫困户和其他农户因享

贫战略。

此前印发的有关脱贫攻坚的文件

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关支持政策优 精神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

｜先向贫困地区倾斜，补齐基础设施和 施意见为准。

ＧＡＮＳＵ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以乡村振兴巩固 （稿件来源：《甘肃政报》、中国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受政策利益失衡引发矛盾，做好群众
疏导工作。健全涉贫奥情分级管理和 脱贫成果，防止好高骛远、动摇底甘肃网）
处置机制，加强对脱贫攻坚舆情监 线。已经摘相的县（市、区）要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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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占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

ＧＡＮＳＵ

｜ 治沙造林先进集体的决定
｜甘委［２０１８〕１１０号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
八步沙林场地处腾格里沙漠南 屏障、永保绿洲的防沙治沙精神，带建设、国家能源管线生态修复等重大
缘，距古浪县城３０千米，是郭朝明等 头承包无人荒漠，坚决向沙忠发起冲 工程。近三年已完成治沙０．７万多

｜锋。他们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八步 ｜亩，治沙造林１６万宙，栽植各类沙
｜承包的方式组建的集体林场。４０年前 沙＂六老汉＂三代人，认真贯彻党中 生苗木４００多万株，为构建西北治沙
的八步沙荒无人烟、风沙肆虐，严重 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屏降作出了突出贡献。
侵蚀着数万亩农田，阻碍着交通干线 ｜署，紧紧围饶国家实施＂三北＂防护
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古浪县八步
畅通，影响着当地群众生活。在党中 林等重大工程，扎根沙漠，与干早和
｜＂六老汉＂于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以联户

｜央的号召下，古浪县土门镇台子村村 ｜风沙艰苦抗争，吃炒面、喝冷水，睡 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
民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 ｜地窝铺，住士坯房，长年累月顶风冒 进集体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程海、张润源六位年近半百的当地村 雪、压沙植树，用辛勤汗水建成现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民发起和组建集体林场，积极投身治 南北长达１０ 千米的防风固沙绿色屏 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沙造林、守护家园的伟大事业。３７年 障，八步沙两万亩沙漠变成树草相间 ｜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
来，三代人扎根荒漠、接续奋斗，甘 的绿洲。他们敢为人先、唯实创新。 力＂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六老
于奉献、顽强拼搏，累计治沙造林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人牢 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精神，进一步提

２１７万亩，管护封沙育林草３７６万亩， 记让绿洲永续发展的使命，着眼构筑
以愚公移山的毅力创造了荒漠变林海 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坚
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 ｜持从实际出发，科学治沙造林管护，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构筑西 创新应用＂网格状双眉式＂沙彰结
｜部生态安全屏障作出了积极贡献。省

构，实行造林管护网格化管理，坚持

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

达到９０？？上，植被覆盖率提高到
｜７０？？上，建成了一个物种丰富、环

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古浪县八步沙 ｜全天候步行巡护，治理区草木成活率
集体荣誉称号。

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

境优美、生机盎然的林业观光景区。

高政治站位，树牢大局观、长远观、

整体观，加强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担
当、奋发进取，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
业，切实加快绿色发展崛起步伐。坚
持坚定信念、牢记使命，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激发动员人民群众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

沙造林的生动事迹，是陇原大地坚持 他们坚持不解、久久为功。以郭万刚 快建设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屏障，

｜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动写 为代表的第二代林场治沙人，以郭玺 为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照。他们听从召唤、情系家园。面对 为代表的第三代治沙人，始终坚守ｉ让 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风沙侵蚀家园，沙进人退的严峻形 沙漠变绿洲的坚定信念，接力传承父

｜势，以郭朝明为代表的第一代林场治

辈治沙理念和精神，美而不息、久久

沙人，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为功，积极承担和精心实施重点交通
作用，以勤朴坚韧、众志成城、筑牢 干线生态恢复、移民开发区农田林网

｜献。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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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见
甘政发〔２０１８〕１９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 在改革协同性不够、政务服务水平不 强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获得感，激
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 高、营商环境不优、干部作风不实、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有关单位：
（二）工作目标
｜群众和企业获得感不强满意度不高等
｜为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 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深化 ２０１８年，以省委、省政府开展转

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着力优化改善营商环境、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按照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
转变的决策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现

｜＂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 变工作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和深

重要意义，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 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突破年活动为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增 ｜契机，以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
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大改革攻坚力 多跑一次＂为目标，全面推行＂一窗
｜度，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进作 办、一网办、简化办、马上办＂改
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以更彻底 ｜革，年底前省市县８０？？上政务服务
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重要意义
｜的放权、更有效的监管、更优质的服 事项＂一网通办＂，实现＂最多跑一
｜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贯彻落实 务，努力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和营商 次＂，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明
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
环境。
｜显增强；２０１９年，进一步巩固提升改
变、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的重要举
二、总体要求
革成果，达到审批更简、监管更强、
（一）指导思想
股务更优；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务服务水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 平全面提升，政府履职更加廉洁高
手，是回应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效，营裔环境更加公平透明。
期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全省上下 指导，深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三、重点任务
（一）深化简致放权，激发市场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
化＂放管服＂改革的一系列决策部 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 活力

措，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转变干部作风的有力抓

署，以＂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１．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
｜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 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 步精简各类审批、证照等事项，最大
｜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限度减少省级部门直接审批、核准、
｜众办事生活增便利＂为目标，全面推 展理念，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 收费的事项，把基层切实需要且能够
进＂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大 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省第十 承接的事项全部下放。深入推进精准

幅减少、企业税费负担普遍降低、事 三次党代会、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体会 放权、协同放权，对下放事项要创造
中事后监管得到加强、政务服务不断 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 条件，保障基层接得住接得好。持续
优化，投资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与 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促进行政审批

革、＂互联网＋致务服务＂等重点领域 ｜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最密切的领域和 规范运行。积极探索推进相对集中行
｜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但与新时代高质 事项人手，依托＂互联网＋政务服 政许可权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
量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对建 务＂和大数据，深人推进简政放权、 部门设立行政审批机构。

设服务型政府的期盼和需求相比，与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促进体制机制 ２．优化投资审批方式。深化投资
｜审批改革，对《甘肃省政府核准的投
先进地区的创新做法相比，我省还存创新，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不断增
５６０ 附录

列出清单向社会公布
｜资项日目录（２０１７年本）》以外的投列出清

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信息共享的一律

资项目，一律不再核准，均实行备案 （二）推行＂四办＂改革，优化取消，杜绝＂奇葩证明＂、＂循环证
制管理。精简合并投资项目报建审批 政务服务
明＂。建立模拟审批、容缺预审、联
事项，不得擅自增加环节和事项，切 １．＂一窗办＂。针对群众反映的多 合办理、并联审批工作机制和操作流
实防范权力复归和边减边增。优化并 ｜头跑、事难办、来回奔波等问题，加 程，推行＂区域评估＂、＂多规合
｜全面应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快落实＂两集中、两到位＂，在各级 一＂、＂＂多图联审＂、＂多评合一＂、＂联

台，不断提高项目审批质效。探索推 政务大厅全面推行＂一窗受理、集成 合验收＂，简化审批环节，加快审批
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加快推动兰 服务＂改革，建立＂前台统一受理、 进程。以建设领域施工许可为突破口，

甘肃

州新区承诺制试点改革。鼓励各地开 务服务模式，实现＂一个窗口＂面向 气报装、不动产登记等事项，大幅压

２０

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张掖市、兰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政 对企业开办、纳税、施工许可、水电

年鉴

展企业投资项目代办制，为投资者提 群众。因地制宜规范和发展实体政务 ｜ 缩审批时限。在资料齐全、符合法定 ＧＡＮＳＵ
供咨询、指导、协调、代办等多元化 大厅，进一步完善各级政务大厅服务 受理条件的情况下，做到开办企业注
的全程审批服务，促进企业投资项目 ｜功能，加快与网上服务平台融合发 ｜册３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５

展，逐步实现＂一网通办＂，全面提
｜ ３．降低市场准人门槛。持续推进 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强基层便民服
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 务网点建设，推进改革向乡镇（街
入，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道）、村（社区）延伸，实现政务服
项，同步减少后置审批事项，推行多 ｜务就近能办、同城通办、异地可办，
证合一、证照联办。全面实施市场准 最大程度便民利民。
早日落地。

｜个工作日内办结，工业建设项目施工
许可５０个工作日内办结。
４．＂马上办＂。针对政务服务中办

事慢、办事难，政府工作人员不作
为、慢作为等问题，通过制度约束、
绩效考核、各促检查、问责惩戒等措

｜ ２．＂一网办＂。针对部门专网林 施，推动作风转变，提高服务效能。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立、互不兼容、业务不协同等问题， 全面梳理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大幅提
对未纳入负面清单的行业领域，各类 深化甘肃政务服务网建设与应用，整 ｜ 高即办件比例，实现＂即来即办、立
｜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

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在全省 合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服务 等可取＂。完善政务服务网电子监察

国家级开发区和兰州新区探索推行 事项全省＂一张网＂运行，以数据共 系统，建立＂全程留痕、过往可溯、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简化办证许 享促进办事流程优化和业务协同，实 ｜进度可查＂的办事记录与督查机制，
可环节，着力解决企业＂办照容易办 ｜现政府部门之间后台打通、数据联 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流程公开、过

证难＂问题。推进职业资格日目录清单 通。完善网上实名认证体系，大力推 程可控、结果可查。
管理，清单外一律不得开展职业资格 ｜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重点推进自然 （三）规范权力运行，推动依法
许可和认定，清单内除准人类职业资 人、法人、电子证照、信用信息等数 行政
１．完善权力清单制度。建立政府
｜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进 据资源共享，打破＂信息孤岛＂。以
一步放宽医疗、养老、教育、文化、 群众需求为导向，提供移动客户端、 权力的总台账，规范省市县三级政府
体育等社会领域准入门槛。大力推广 自助终端等多渠道多形式便民服务平 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推进权责清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会 台、提升服务便利化水平。按照＂属 标准化，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建立
资本进人基础设施、医药、教育等重 ｜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建立统 ｜健全依据权力清单追责机制，推动各
点领域
一的政务服务热线，实现一个号码响 级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
４．清理规范涉企税费。全面清理 应群众诉求，并与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职责必须为＂，切实把权力置于制度
规范涉企行改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 ｜ 联通，打造统一规范、内容丰富、实 维架内规范运行。
２．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大力提
金，除国家批准的涉企收费项目外， 用性强的综合热线服务平台．
我省不再新批涉企收费项目。进一步 ３．＂简化办＂。针对办事程序复 ｜升各级政务大厅标准化水平，做到统
清理取消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业协 杂、要件多、时间长等问题，通过减一窗口、统一标识、统一制度、统一
｜会、商会收费，降低通关环节费用。 事项、减层级、减材料、减环节、减 管理，实现政务服务软硬件建设标准
持续规范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时限，进一步优化再造流程，提高办 化。强化监督管理，健全统筹协调和
单和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加强监管。 ｜事效率。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 监督考核制度，加快建立政务服务中

｜按照国务院税制改革总体部署、严格 动，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 ｜ 心统一受理、按责转办、限时办结、

落实各项减税政策。全面清理规范涉 ｜消，能通过个人有效证照来证明的一 统一督办、评价反馈的业务闭环。加
企保证金项目，有法定依据保留的、 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解决 强干部队伍建设，选派政治素质高、

附录５６１

业务能力强、熟悉服务流程的工作人信的社会信，
设的＂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马
３．推进综合执法。强化省级执法 ｜ 上办＂改革和行政审批改革组、投资
员，进一步充实服务窗口工作力量。
３．规范中介服务行为。清理政务 监督职能，促进省级重心从执法向执 审批改革组、职业资格改革组、收费
服务事项涉及的各类认证、评估、审 法监督转变，省级层面原则上不保留 ｜清理改革组、商事制度改革组、教科
图、代理、检查、检测等中介服务， 行政执法机构。重点推进市县两级综 文卫体改革组、法制组等７个工作

该取清的取消，该整合的整合。对清
甘肃 理规范后保留的中介服务事项，实行
清单管理，明确项目名称、设定依
年鉴 据、服务时限、收费标准、经费来源
团 渠道等并向社会公布。省直相关部门

合执法体制改革，加大执法机构整合 组，要按照职责分工，分别制定工作
力度，强化执法合力，逐步实现＂多 方案，细化措施任务，抓好各自领域
帽合一＂，减少对企业的干扰。规范 改革任务落实。其他部门单位要主动
行政处罚裁量标准，行政检查逐步纳 担责，强化协作配合，形成改革合

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杜绝多头
ＧＡＮＳＵ 要制定完善环境评价、水资源和水土 执法、重复检查，形成部门联合、随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保持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 机抽查、规范执法、一次到位机制。

（三）加强监督栓查
各地各部门要完善改革相关配套

震安全性评价、施工图审查等中介服 深入人推进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领域 措施，明确改革任务，制定时间表、

｜务的规范和标准，指导监督本行业中 ｜的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动执法重心 路线图、确保改革稳步推进。要加大
｜介服务机构建立服务承诺、限时办 下移。探索乡镇综合执法体制改革； 督查力度，建立专项工作台账，定期
结、执业公示、执业记录等制度，描 探索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严格 调度、定期通报改革进展情况，推动
高服务质量。
｜ ４．加快规章规范性文件立改废。

工作落实。建立评估评价和监督机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４．实行审慎监管。贯彻更加包容 制，通过电子监察、第三方评估、社

坚持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推进改 ｜和鼓励创新的治理理念，积极探索对
革，全面清理与＂放管服＂改革相关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包容审慎监
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尽快出台公共 管，对于看得准、有发展前景的，量
数据和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应用等规 身定制适当的监管模式，放宽准入、
章制度、充分发挥制度对改革的引 减少干预，为新经济发展营造宽松便
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四）创祈监管方式，促进公平
公正

｜ １．推行公正监管。深入实施＂双

会监督等方式，形成倒逼，推进改
革。建立完普激励和容错机制，对改
革成效明显的地方和业绩突出的干部
给予表彰奖励，宽容改革探索中的失
败失误，积极营造鼓励干事、敢闯敢

捷的成长环境；对于一时看不准的， ｜试、锐意进取的工作环境。建立惩戒
问责机制，对工作推进不力的进行批
要密切关注，为新兴生产力打开更
空间，引导健康发展。
评、公开通报，对不作为、乱作为、
四、保障措施

｜慢作为，损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依纪依
（一）强化组织领导
法严肃问责。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
省委、省政府已整合成立由省长 ｜道，对收集的投诉举报事项，要加强
任组长的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跟踪督办、评价反馈和监督考核，相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加强对 关部 ］要积极回应、及时解决。

随机一公开＂监管，健全完善＂一单
两库一细则＂制度，扩大＂双随机一
公开＂范围，实现相关政府部门对市
场主体的各项检查事项全覆盖，确保
｜（四）注重典论宣传
监管公平公正。依托大数据平台，坚 相关工作的统筹领导和整体推进。领
要坚持开门搞改革，充分利用报
持动态分析、实时监控，通过网上晒 导小组建立严格的工作调度和例会制
＂成绩单＂、群众评价等方式倒通部门 度，实行月计划、周安排，督促工作 刊、电视、互联网和新媒体等多种形
作风转变，提升股务水平。

进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市州、 ｜式进行广泛宣传，及时准确发布改革

｜ ２．强化信用监管。推动省社会信 县市区政府及部门、单位也要建立相 信息，加强法规政策解读，正确引导

｜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应的组织机制，主要领导要做到改革 社会预期。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积极

公示系统（甘肃）等平台深度融合， 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方案亲自把关、 回应社会关切．创新社会参与机制，

｜加大信用信息推送和公示力度，并与 ｜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管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监 查，逐级靠实责任。
（二）明确责任分工
管信息互联互通，强化监管执法与司

凝聚各方共识，形成全社会关心关

要充分发挥省深化＂放管服＂改
法的衔接，实现＂一个平台管信
用＂。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

惩成、经营异常名录、失信企业黑名 的职能作用，做好领导小组日常工
单等制度，做好信用信息归集、共享 作，牵头抓好政策制定、指导推进各
｜和公示，努力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 项改革措施落实等工作。领导小组下
５６２ ｜附录

注、支持配合改革的良好氛围。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被征地农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甘肃

甘政发〔２０１８］１８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

｜年鉴

２ａ０ｇ
ＧＡＮＳＵ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 坚持＂谁用地、谁承担＂的原则，将 工养老保险享受待遇的被征地农民，
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 参保缴费补玷资金列入工程概算，计 将缴费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本人。

入征地成本；坚持补贴水平与经济发 第九条 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现将《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 ｜展相适应的原则，政府筹集参保缴费 养老保险的人员，以灵活就业人员的
｜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 ｜补贴与个人缴费相结合，权利与义务 缴费基数，按２０？？比例参保缴费，
遵照执行。
相对应。
每年从被征地农民参保缴费补贴预存
各单位

第四条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现行 账户划拨１２个人缴纳８缴费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 补贴资金划完后，由个人负责缴纳全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参保时给予
部费用。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的人
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
适当参保缴费补贴。本办法实施前已 员，将剩余的参保缴费补贴资金一次
第一条 为确保被征地农民（台 享受政府补贴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 性发放本人；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
｜牧民，下同）当前生活有改善长远 养老保险的被征地农民不再享受参保 的人员，继续由社保经办机构按规定
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

划拨参保缴费补贴资金。
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社 缴费补贴。
第十条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第五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须料
会保障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筹集的 保险的人员，由社保经办机构将缴费
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 缴费补贴资金列入工程概算，计入征 ｜补贴资金直接划入个人账户。
于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地成本，在征地补偿费用中单独足额 第十一条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
基金收支管理的通知》（人社部发 安排。
第六条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木养 接，按照《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
｜［２０１６〕］１３２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老保险补贴资金按涉及人数、征地次 行办法》（人社部发［２０１４］１７号）
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被政府 数、征地亩数提取预留，多次征地多 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确定被征地农民参力
统一征收农民承包土地（含草原、草 次提取参保缴费补贴资金
每次征地参保缴费补贴资金标准 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对象，由被征地农
场，下同）的被征地农民，适用本办
｜为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乘 民个人申请，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法。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 以征收土地比例。征收土地比例为本 或村民委员会讨论，乡镇人民政府
置，按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 次征地亩数除以现有承包土地亩数。 （街道办事处）初审，经县市区农牧

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

第七条 征收土地比例相同的被

部门和国土部门审核，人社部门确认

征地农民，选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 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三条 坚持制度机制有机衔打 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公

令第６７９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的原则，形成与征地制度改革、户籍 制度时参保缴费补贴标准一致。

｜示，公示期不少于１０天。公示结束
｜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相 第八条 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配套的养老保障机制；坚持＂先保后 被征地农民不享受参保缴费补贴。已 ｜报县市区人民政府审定，县市区社保
征＂原则，建立先落实被征地农民参 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外 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确定被
保缴费补贴资金后批准征地的机制； 出务工等非征地原因参加城镇企业职 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时间

｜附录｜ ５６３

｜以用地批复日为准，

舅

人社部门测算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 ｜见；需报国务院批准征地的，由省人
第十三条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 老保险补贴资金。根据测算金额，由 ｜社厅出具审核意见。
政府是落实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 用地单位一次性足额划人被征地农民 第十九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被征

保险工作的责任主体。发展改革部门
｜负责指导项目建设单位将参保缴费补

参保缴费补贴预存账户

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中玩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收储土地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照
｜贴资金列入工程概算。人社部负责 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组织国土资源 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
被征地农民参保徽费补贴资金的测 ｜和人社部门测算补贴资金，市州、县 的，依法迫究刑事责任。

甘肃 算，办理参保缴费手续，核发养老保
年鉴 险待退，做好被征地农民补贴资金管

市区人民政府将补贴资金划入被征地 第二十条 本实施办法印发前已
农民参保缴费补贴预存眠户。
批复工程概算的项目涉及被征地农民
２０的 理。财政部门负责被征地农民补贴资 ｜第十六条 征地项目依法批准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仍按原渠道筹集
ＧＡＮＳＵ
后，国土资源部门应及时告知人社部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用，办理参保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金监管。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提供征地
门，对被征地农民补贴资金据实结算 手续。

数量。农牧部门负责征地时农民家庭

｜承包土地亩数界定、核实和征地比例 （含利息），多退少补；征地项目未获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
确定。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共同做好 批准的，将预存补贴资金全部退还用 之日起实施。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
地单位或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国务院关 第十七条 被征地农民补贴对 ｜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７
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象、补贴标准以及费用筹集等情况， ｜日印发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国发〔２００６〕３１号）关于＂社会保 纳入征地报批前告知和听证等程序， 《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办法〉
障费用不落实不得批准征地＂的规 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的通知》（甘政发（［２０１１〕１４１号）、甘

定，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缴费补贴资金 人社部门对项目所涉及的被征地农民 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落实情况的审查
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和缴费补贴资金 转发的《兰州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
｜第十五条 在征地报批前，国上｜筹集等情况进行审核。
险费财政补贴实施办法》（甘政办发
资源部门应根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人 第十八条 需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２０１３〕８３号同时废止。
数、征地亩数、承包土地亩数等，报 征地的，由市州人社部门出具审核意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认定白银刘川工业集中区等１１个园区为省级开发区的批复
甘政画［２０１８］４０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日

白银市、酒泉市、兰州市、庆阳
区、康县工业集中区、泾川工业集中

市、定西市、甘南州、天水市、武威区１１个园区为省级开发区，并纳人全
市、张掖市、陇南市、平谅市人民政府： 省开发区考核。
你们关于申请将相关园区纳入省
二、新认定省级开发区要深入３
级开发区序列管理的请示收悉，经研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
究，现批复如下：
｜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建设实体产

｜三、省开发区建设发展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职能，积极做好
｜指导服务工作，大力支持省级开发区

建设。省财政厅根据《甘肃省支持科
技创新若干措施》，按期落实新认定

省级开发区各奖励５０万元的政策。

一、同意认定白银刘川工业集中 ｜业、科技创新、绿色金融、人才支挥
四、有关市州政府要全力支持省
区、金塔工业集中区、皋兰三川口工 协同发展的经济体系，不断增强创新 级开发区发展，加强对省级开发区的
业园区、庆城驿马工业集中区、通渭 ｜力和竞争力，努力建设成为依靠创新 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机制，
县工业集中区、甘南合作生态产业园 驱动促进绿色发展端起的重要载体和发挥省级开发区集聚、辐射和带动作

区、张家川经济开发区、武威天祝金 带动区城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全省经 用，推动本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强工业集中区、肃南县祁青工业集中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５６４｜ 附录

发展。

重要文献辑存
甘肃

林铎在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年鉴

２０１９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 林铎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０日）

｜同志们：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党中央召开的
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也是对我国经济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第一次全面

ＧＡＮＳＵ

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个插花县脱贫摘帽。三是结构调整有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 序推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 主线，克服各种困难，全面落实＂三去
｜力＂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三次党 一降一补＂任务，全年关闭退出煤矿１０
代会的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处、产能２４０万吨，１５家＂地条钢＂企业

部署的重要会议，意义重大而深远。 总基调，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突出问 全部拆除；签订去杠杆及市场化债转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 题导向，保持发展定力，聚力攻坚克 股框架协议金额１２１５亿元，到位资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 难，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１５０亿元；采取综合电价扶持等措施，

｜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集中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既注重拿出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超过５０亿元。经济
阐释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 应急之策，狠抓突出问题整改，又着眼 结构有新改善，预计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长远发展、从省情实际出发推出一系
想，全而论述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 ｜列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举措，把
发展阶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 创新和完善制度机制贯穿其中，把改
意义，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深 进作风、狠抓政策落地贯穿始终，推动
入阐明了今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政策导向、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经济 总的看，２０１７年全省经济运行主

｜工业增加值增长８高技术产业增长
６．８三产增加值占比提高到５３．５？？

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增速下滑幅度较

行政机关脱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四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坚持深化
＂放管服＂改革，取消调整１０６项行政审
｜批等事项，投资项目全部实现网上并

联办理。纵深推进国企国资改革，５８

婴有五个特点：一是质量效益在逐步 户省直部门管理企业实现国有资产集
克强同志的讲话，总结了去年经济发 提升。虽然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中统一监管，，１２０余家行业协会商会与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李

展和过去五年工作，对今年经济工作

｜进行了具体部署。做好今年乃至更长 大，但质量和效益指标改善，支撑了经 放，成功举办第二届敦煌文博会，与渝

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必须深人学习 济运行基本面的总体稳定。去年，工 柱黔合作共建中新南向通道工作顺利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业企业效益持续好转，规上工业企业 启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正式运行，

｜精神，适应新时代、聚焦新目标、落实 实现利润２５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兰州武威航空、铁路等有关口岸建成
新部署，不断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倍。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１５．６亿 运营。五是民生保障不断加强。坚持
｜打下坚实基础。

下面，我讲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关于２０１７年经济工作

元，增长７８？？二是脱贫攻坚力度加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好人

大。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发展全局，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难题，预计全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紧紧围 年城镇新增就业４３８万人，城乡居民

２０１７年是我省发展史上极不寻常 绕＂两不愁三保障＂强化到村到户帮扶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教育、医
的一年。面对多重难题叠加交织的复 ｜措施，预计全年减贫６７万人，贫困发生 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持续发展，大气、
杂局面和多年少有的严峻形势，全省 率由１２９７？？至９６？个片区县１３ 水、土壤污染问题整治取得积极成效，

附 录｜ ５６５

全省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９１．１同比 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脱贫攻坚成效明
｜提高３４个百分点，达到国家考核要 显，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改革开放
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长期积累 ｜取得新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的结构性矛盾等集中释放的背景下， 这些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取得这样的成绩也实属不易。这是以 设幸福美好新Ｉ甘肃打下了一定基础。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当前，国际经济回暖向好，无论是西方
甘肃 ｜的结果，是全省上下凝心聚力、攻坚克 ｜主要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量

年鉴 难的结果。

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制约我
２０１９｜ 省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经济
ＧＡＮＳＵ 运行中的＂忧＂和＂险＂增多。一是经济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增速还势下滑。２０１７年一季度、上半

着正确方向发展。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作为价值追求，着力解
决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针
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不
新满足全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把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作为必须遵循的实践逻辑，辩

现复苏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２次 ｜证看待和正确把握经济形势，转变思

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值。我国 ｜想观念，不简单以ＧＤＰ增长率论英雄，
｜经济已经连续１０个季度运行在６．７－ ｜不为短期的指标波动所左右，坚定不
６９？？区间，延续着稳中有进、进中向 ｜移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把坚持使市
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我省经济发展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

年和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６１？？ 也孕育和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所

发挥政府作用作为深化改革的中心环

｜５？？３．６预计全年增速为３．７比全 以，经济发展的＂时＂与＂势＂都有利于 ｜节，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决
国低３２个百分点。受工业生产难以 我们止滑企稳、提质增效。全省上下 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大力营造亲

｜较快增长的影响，支撑经济平稳发展 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奋 商、爱商、富商的营商环境，不断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把坚持
的基础还不牢固。二是新目动能转换 力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二、关于用中央精神统一思想行动 适应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
不快。传统产业的改造、新兴产业的
｜培育步伐缓慢，去年前三季度全省工

当前，我省发展处在一个非常重 调控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原则，针对

业技改投入仅为１２８亿元，同比下降 要的关口。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如何 ｜我省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４５？？全省谋划储备的２１６０个优势产 能走好，关键是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 ｜对症下药，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
业链项目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不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大 性改革，在风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到３０各市州普遍缺乏高质量的大 政方针，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把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产业大项目。三是营商环境通须优 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经济 作为重要方法论，立足省情实际，深入
化。发展的软硬环境都不够优，支持 工作会议的决策部署上来，下功夫推 分析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完善发展思路，，强化发展举措。把
｜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落地不够好，重 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作为遵循经
管控轻服务的思想比较突出，园区设
｜ 施滞后，项目落地难等老问题还没有 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经济发展。 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稳中求进，保持战
｜效解决，随着国家环保、土地、融资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树立忧患意
政策收紧，一些干部不敢担当、不愿作 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扎根 识，找准路子，脚踏实地抓下去。习近

为等问题突出。四是风险挑战依然不 ｜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科学回答了新时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

小。截至去年１１月末，全省不良贷款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怎么 想，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机统一的完
率为３．２高于全国１个百分点以 看、怎么干＂的重大课题，是对中国特 整体系，是我们破解矛盾问题，推动改

上；政府隐性债务占债务总额的
５８２一些地区、企业和行业集中偿
债压力大。同时，环保和安全生产翎
域潜在的风险也不容忽视。这些问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 革发展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全省

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上下必须深入学习、全面领会丰富内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推动我 涵和精神实质，科学把握＂五大理念＂

国经济行稳致远，产生更深刻、更广泛 与＂七个坚持＂的内在统一，观大势、谋
｜题，都是我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具 ｜的历史性变革。学习贯彻这一重要经 全局、干实事，不断提高我省经济综合
体表现，也说明我省经济发展形势极 济思想，最重要的是要牢固树立新发 实力和竞争力。
二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
为复杂、任务十分艰巨，需要下大功夫 展理念，深刻领会＂七个坚持＂的内涵
做好各方面工作。
要义，并全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客观地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方方面面。在实践中，要把坚持党对 ｜ 议上用高质量发展标定了新时代我国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第一位 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未来航向，并
｜下，在各级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全省 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大政方 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
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发展态势，综针和重大决策部署，保证经济始终沿 健康发展、适应我国社会主婴矛盾变

５６６ ｜附录

化、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量的有效增长＂。这就深刻地告诉我
｜我们要深刻领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 们，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质量比速度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思 更为重要，结构比总量更为重要，也为 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必须以永
想认识上要明确，转向高质量是新时 ｜我省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指明了推动高 不懈息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目 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和实现路径。全 姿态，全面贯彻中央决策部署，一件一
｜标，也是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

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省
是欠发达省份，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
低是现实状况，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和规模。但是也要看到，我省经济发
展到今天，深层次矛盾和间题已开始

省上下要自觉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 件抓好落实，推动幸福美好新甘肃建
代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总方向和主基 设迈出坚实步伐。今年经济工作的总 甘肃
调，以兴产业、提品质为重点推进质量 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年鉴
变革，以强服务、优环境为重点推进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率变革，以抓创新、促改革为重点推进 ｜想为指导，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２０ｇ
｜动力变革，坚持把投资有回报，产业有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ＧＡＮＳＵ

显现，劳动效率、资源效率、科技贡献 ｜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 ｜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

率和投入产出率都偏低，这就导致我 有税收、环境有改善作为衡量标准，推 ｜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
省供给质量不高、结构性矛盾突出。 动我省经济在不断提高质量中实现量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加上我们改造提升低端供给的力度和 的持续增长。
成效不大，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成为无 三要牢宰把探中突宏观政策！

战略布局，深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
效供给，反过来又影响了总量的增 向。党的十九大明确．要着力解决发 示精神，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长。所以，发展方式粗放、质量效益不 展不平衡不充分间题，以＂一带一路＂ 主线，聚焦绿色发展崛起，大力实施创
高，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 ｜建设为重点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新驱动、工业强省和乡村振兴战略，加
必须攻克的关口。同时也要看到，基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强化举措推 快融人＂一带一路＂建设，统筹推进稳

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矛盾集 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等，对我省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

中在供给侧的重大判断，中央宏观调 都是难得而重大的机遇。中央经济工 各项工作，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控早已从需求管理转为供给管理为 ｜作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 动力变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主，无论是从政策导向还是发展实践 必须长期坚持的治国理政重要原则， 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经济社
看，经济发展大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 ｜明确提出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 会持续健康发展。
化，靠需求拉动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模 变，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 ｜省委考虑，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

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 标为６？？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７％；
领导干部要紧密结合省情实际和各地 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间题，改革开放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８？？？般公
发展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推进高质 加大力度，而且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 共预算收入增长７同口径）；城乡居
｜式已难以为继。全省各级干部特别是

量发展的必婴性和紧迫性，纠正＂我省 政策措施。比如，安排增加地方政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７？
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更加突出、应该把 专项债券规模，适当开大＂钱门＂，如果 ８？？？镇新增就业４０万人；居民消费

扩大总量放在首位＂的思想偏差，纠正 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有力，就可以加 价格涨幅控制在３？？内：脱贫人口达

｜＂我省还没有解决＇有没有＇同题、不具
备高质量发展条件和基础＂的思想偏
差，纠正＂我省属于改革发展＇注地＇、
缺乏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的思想偏
差．尽快转过思想弯子、消除认识误
｜区，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推动高

快项目建设，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隐性

到６５万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

｜债务。再比如，中央财政将优化支出 污染物排放完成国家下达的控制指
结构，重点加大对＂三大攻坚战＂、＂三 标。
农＂、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领域和重 这些预期指标，是省委综合考虑
｜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各级各有关方面 ｜各方面因素决定的，是积极的也是可
要悉心领会中央致策精神，认真梳理 行的，符合中央要求和我省实际。
质量发展上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生态、社会等 方面，体现稳中求进总基调，把握好节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 方面政策，找准与我省的结合点，把基 奏和度，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
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 础工作做好做扎实，精心谋划、全力争 ｜心，力求做到该稳的坚决稳住、该进的
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 取，尽最大努力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实 积极进取，在止滑企稳的基础上实现
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实在在的项目和发展成果。
恢复性增长。另一方面，落实高质量
｜强调＂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解
三、关于今年经济工作
发展的根本要求，引导各地各方面认
｜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 ２０１８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 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加重视解决经

附录ｌ５９６７

｜济发展＂质＂的问题。实际工作中，各 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我脱贫
额度。坚决打击套取贷款、非法集资
市州都要争取实现更好更高的发展目 强化污旋防治和生态文明建设。 ｜ 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对影子银

甘肃

标，脱贫任务重的＂两州两市＂等市州
要以打好脱贫攻坚战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兰州等脱贫任务相对较轻的市州
要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重点提质
量、扩总量。

最近，媒体报道的中铝兰州分公司堆 行、互联网金融等的监管，增强金融风
存大量固体危险废弃物造成土壤污染 险防控效果。
问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生态 第二，以促进产业升级为重点，建

｜环境问题，根子在于粗放型增长方式，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新时代我省

｜所以这次省委全会要审议通过构建生 经济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必须

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蝎起的《息 ｜痛下决心、持之以恒抓下去。要坚持
见》，释放推动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 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开展质量
ｐ０Ｗｇ 发展、绿色发展崛起的要求贯穿始终，
服抓以下重点任务落实，
强烈信号。各级各方面要深入贯彻 提升行动，持续加强产业项目建设，以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第一，打好＂三大攻坚战＂，保障经 《意见》，坚持把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作 ｜绿色有机为方向做强一产，以转型升
济平稳健康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培育 级为方向调优二产，以融合多元为方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是全面建成小 ｜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１０类重点 向做大三产，力争到２０２２年初步建立

年鉴

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要把高质量

康社会必须跨越的特有关口，也是必 ｜产业，着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现代产业体系，经济体系的现代化程
须完成的底线性任务。这儿个方面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恢复绿水青 度得到提高。

作，这次省委全会和即将召开的省委 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去年以来，我省工业利润增加与
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会议都要进行安 ｜我们要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培长 ｜生产下滑形成巨大反差，根子在于以
排部署，各级各方面要认真抓好贯彻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讲政治、讲大 ＂原＂字号＂初＂字号为主的工业结构，
落实。
局、维护核心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全产业链的产业少，终端产品太少。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 设，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 如果我们不实施战略性调整，促进工
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 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业结构向中高端跃升，就绝不可能化
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也是我 划，扎实开展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 解下行压力，走出下行通道。产业结
们肩负的重大政治任务，完不成就无 动，力争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
法向历史．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 续减少。紧盯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 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上。要坚持工业
代。目前，全省还有将近１９０万贫困人 责任清单，坚决完成祁连山生态环境 强省的目标导向，加大原材料工业延

口，都是最难带的＂硬骨头＂，距离２０２０ 破坏问题和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等 ｜链补链强链力度，推动石化、有色、冶

年底只有３年时间了，可以说是任重面
道不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聚焦
再聚焦、精准再精准＂的要求，增强时
间节点意识，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的脱贫标准，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
｜高胃口，把＂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

因县作为攻坚重点，突出到村到户到

整改任务，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金、建材等产业提质升级、系列化发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深化生态文 展。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

明制度改革，探索破解自然资源资产 加快推进石油钻采设备、新能源装备、
产权制度、市场化机制、管理体制等难 电工电器、数控机床等装备制造业高
点问题，用制度保障生态安全屏障对 端化、成套化、智能化。随着我国能源
设顺利推进，

生产和消费革命的不断深化，我省风

｜光电等新能源产业依然有很大的发展
着力防范和化解童大风险。整
人精准帮扶，落实好省里制定的《实施 看，防控金融风险特别是政府债务是 空间，要围绕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

方案》，下功夫解决作风不实、政策落
实不到位、基础工作较差等突出问题，
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和风险隐患处
置，确保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工
作中发现，＂上急下不急、外急内不
｜急＂，帮扶干部急而一些贫闲群众＂等

｜我省防风险的工作重点，全省金融工 建设，结合电力体制和电价市场化改
作会议和省委常委会都已经多次作出 革，建立配套电力调度、市场交易和价
了安排部署。做好这项工作，大的思 格机制，推动新能源产业与先进高载
路是＂开前门、堵后门＂。要逐一摸清 ｜能产业及产业园区联动发展，探索制
政府债务底数，严格控制债务增量，加 造业、农业与光伏发电互补发展新模
大存量置换力度，深入清理整改政府 式。我省消费品工业实力弱，但发展

｜靠要＂是一个难点问题。所以，要加大 担保，ＰＰ以及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违规 农产品深加工的潜力很大，要结合实

责任压力传导，调动县乡村干部的积 问题。今年，国家专项债增加５５０亿 施乡村振兴战略，盯住中药材、优质林
极性和主动性，同时加大内生脱贫工 元，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和化解地方政 果等产业，找准市场切人点，采取更集
｜作力度，推广积石山县＂两户＂见面会 ｜府隐性债务，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 中的举措，扶持农产品精深加工，争取
等有效做法，引导贫困群众尽快变＂要 工作对接，努力争取获得更多的债券 ２－３年就能上一个台阶。
５８｜附录

从我省来讲，发展县域经济是构 产业集群，培育大健康产业、中核产业

权多元化，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

步伐，不断放大国有资本功能。鼓励
｜要求。要聚焦产业培育这个关键环 新发展动能。尤其要推动科技创新３０ 民营经济加快发展，落实和兑现各项
节，以开发园区和特色小镇建设为载 条等政策落地见效，促进产学研用深 扶持政策，强化产权保护和激励，吸引
体，狠抓产业项目建设，加大引导和支 度融合，尽快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 陇商回归和各类客商投资兴业。按照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和必然 园、文化旅游、现代物流、戈壁农业等

持力度，促进县城经济振兴发展。我
省首批创建的１８个特色小镇中，真正
以产业为支撑的不多，而且大多数县
级开发园区产业层次和集聚度低，这
是最突出的问题。要坚持因地制宜，

助推新能源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现 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开市场准入，真正

在，推进经济数字化是实现创新发展 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和观念歧视， 甘肃
｜的重要动能。这方面，陇南市已经积 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累了成功经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 营商环境就是竟争力，就是生产 ｜年鉴
真学习借鉴，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 力。营商环境的好坏，是现阶段影响 ２０Ｍｇ
立足资源禀赋，强化特色产业培育，加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 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各省区都 ＧＡＮＳＵ

强开发园区和特色小镇配套设施建 业向中高端跃升。工信部等部委表态 在这方面发力使劲。我省营商环境不
｜设，增强产业聚集度和支撑力，力争到 支持我省建设兰州新区国际通信网络 优，政策空转、政策截留、政策异化等
２０２０年，每个县市集中布局和打造一 专用通道等大数据产业基础工程，相 ＂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说到底就是
个重点产业园区，园区经济在全省县 关市州和部门要抓住机遇，加大工作 我们的一些干部整天想的是怎么把事
域经济的比重达到２５？？右。

｜力度和协调配合，争取建设＂一带一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路＂陆上数据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信
高资源要素配置效车。结构性矛盾的 ｜息港等项目。
｜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我省市场体系
｜降成本要做除法，减轻实体经济

管住，而不是怎么把事办成，由管理者

到服务员的角色转换没有做到位。今
｜年，全省上下要从自身问题人手、刀刃

｜向内，打好改善营商环境攻坚战，既要

不健全、要素市场不完备，资金、人才 ｜负担。高质量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 狠抓项目又要优化环境，特别要学习
等资源本就紧缺，现有的又大多沉淀 济。现在就全同来说，工业投资增速 借鉴浙江＂最多跑一次＂和辽宁组建营
在低效的传统产业中，是供给体系质 较低，处于２０１１年以来的历史低位，金全 商环境建设监督局的成功做法，深入
量不高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在 业对税费负担重的感受依然比较强 ｜开展＂转变工作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
｜＂破＂＂立＂＂降＂上下功夫，破除体制机 烈，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 设年＂活动，通过完善体制机制落实营
｜制障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 非常突出。我省企业综合成本依然偏 商环境建设的主体责任，通过深化＂放
作用，促进资源要素向高效率行业配 高，比如去年前１０月，３２户省属国企每 管服＂改革形成市场主体＂少跑路＂＂不

置

｜ 去产能要做诚法，破除无效供

百元主营业务收人成本为９２８５元、同 跑路＂的工作流程，通过问责在岗不作
比减少０．７１元，但仍比全国高７元。要 为甚至利用权力寻租的典型案件倒逼

给。坚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办法，把 继续洛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４０条 政府服务效率提升，建立＂亲＂＂清＂新
处理＂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严格 ｜政策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和企业用 型政商关系，尽快使全省营商环境有
｜执行质量、环保、能耗、安全等法规标 能、物流等成本。规范＂银税互动＂，推
｜准，继续推动化解２４０万吨煤炭、３０万 动有条件的企业上市或挂牌＂新三板＂

｜根本性的好转。

｜ 第五，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吨钢铁等过剩产能，巩固处理＂地条 直接融资，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把更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党的十九
钢＂成果，决不能让它死灰复燃，同时 多资源投向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 大报告提出．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目
的是通过开放促进西部发展。习近平
做好企业债务处理和职工安置工作。 和财务成本。
抓创新要做象法，培育发展新动
第四，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不 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能。新动能的成长，关键是释放科技 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改革不到 要在开放的范围和层次上进一步拓
活力，科技成果转化要释放科技人员 位，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 展，在开放的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
活力，科技创新要释放创投资金活 破除，特别是把许多＂浅水区＂的问题 制机制上进一步拓展，更好以开放促
｜力。人才是创新发展的核心，人才培 拖到＂深水区＂来解决，是我省发展滞 ｜改革、以开放促发展，并要求中央全面
｜养关键要营造良好环境，尤其是完善

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必须以更大的决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认真研究，拿出管

｜造一批创新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和创新

营公司等平台运行，促进国有企业股 格局和优化省内区域布局，及早开展

对人才的科学评价机制。要以创建兰 ｜心和勇气推进改革，尽快把市场主体 用的措施。省直有关部门要主动加强
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龙头，带动 的活力释放出来。坚持以优化国有资 与国家部委的衔接汇报，俱更重要的
各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 ｜本配置为重点，规范国有资本投资、运 ｜是把自己的事做好，围绕构建开放新
附 录 ｜ ５６９

前番性研究，搞好政策和项目储备，确 ｜生活需要作为奋斗目标，把民生之事

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

保既紧紧＂盯住＂这个机遇，又能在中 作为大事来抓，不管财力多困难，也要 ｜一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央政策出来后＂接住＂这个机遇。
尽最大的努力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实办 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统领性根本性的要
好。
我省对内对外开放步伐比较慢，
求。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
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不到０２开放 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做好教育 ＂四个意识＂，把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度是＂一带一路＂建设１８个重点省份中 ｜就业、医疗、社保等工作，特别要用改 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经济工作的各
甘肃 ｜的最后一名。过去我们常说，不怕区 革的办法，解决好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领域和全过程，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
年鉴 ｜位偏远，就怕观念落后。未来的发展， 重、＂择校热＂＂大班额＂、民族地区义务
没有落后的地区，只有落后的观念。 教育辍学率高、职业教育发展滑后等 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
间题，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大学生就 意识、防范风险挑战一以贯之，以时不
ＧＡＮＳＵ ＂一带一路＂建设，已使我省变成了向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西开放的战略通道和承按中东部产业 业难等问题，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工 ｜ 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人工作，以党

２０

｜转移的前沿阵地，如果还拿区位偏远 资拖欠问题，不断扩大优质基本公共 的坚强领导和务实工作保证经济发展
｜为发展慢找客观理由，就说不过去 服务供给。去年冬天以来，全国范围 持续健康。
究善领导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
｜了。所以．在对外开放上，还得来一次 内天然气供应紧张，兰州好多出租车
彻底的思想大解放，坚决破除封闭僵 也＂凯窝＂了，如何平衡确保正常运力 ｜记指出：＂做好经济工作，政治性很
化的思想观念，大力强化开放开发的 和维护司机利益的关系，相关单位要 ｜强。＂各级党委要按照党中央对经济工
意识，抓好向国境外开放的工作，更要 做细致工作。这些事看起来小，但事 ｜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的精神要求，
加强与周边省份和中东部的全方位开 关人民群众出行等基本生活需要， 建立健全领导新时代经济工作的制度
机制，把行之有效的做法制度化、规范
放合作，加快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 定要抓紧做好
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紧扣＂住有化。党委常委会要注重统揽工作全
局。要围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 所居＂的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局，定期分析发展形势，及时制定重大
通道，以重大工程为龙头，加强交通、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地方政府主 战略，作出重大决策，加强对重大工作
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 体责任，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探索形 的综合协调和组织实施，发挥好领导
三大国际空港、三大国际陆港和航空、 成开发商为主、农村集体、住房合作社 核心作用。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完
｜铁路等开放口岸，提升互联互通能 等多主体提供住房的格局，支持专业

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建立容错
纠错机制，激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
力。依托兰州新区和敦煌文博会、兰 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加快建
洽会等重点节会．加快构建经济、文化 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多措并举 积极性和主动性。市县级领导干部处
｜和贸易平台，加大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的住房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 ｜于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要更有压力、更

工作力度，加强国际产能对接合作与 步伐，鼓励高校毕业生、高技能人才在 有动力、更有活力，把应负的责任担起

｜经贸往来。我省共建中新南向通道工 受教育城市安居就业．推进农业转移 ｜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
作开局很好，下一步要谋划和对接好 人口市民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 部署，努力推动经济加快向高质量发

｜货运班列安排与货源组织工作，争取 展。

国家下浮运价的扶持政策，促进货运

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扎实推进

展方向迈进。

军固树立正确政绩现。近年来我

班列常态化运营。开展进出口贸易，
必须有大量适应目标市场的产品。我 社会治安等方面工作，不断提升社会 上都是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出现了偏
｜平安建设，做好城市管理、公共安全、 省经济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本质

｜省的洋葱、苹果、高原夏菜等都是东南

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
亚市场的＂紧俏货＂，要有针对性地培 水平，形成共治善治新局面。强化预
育外贸主体，下功夫打造出口产业产 测预防预警，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品基地，强化向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开 建设，有效防范化解涉恐涉暴、农村涉
放的产业支撑，不断提升进出口贸易 黑、网络诈骗等各类风险。高度重视

｜差。各级领导干部要聚焦高质量发

展，坚决摒弃＂简单以ＣＤＰ增长论英
雄＂的错误倾向，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奋斗目标，
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握好经

的规模和水平，改变＂酒肉穿肠过＂、有 防范社会稳定风险，解决好灾后易地 济工作的＂时度效＂，精准精组抓工
｜通道无经济的被动局面，

安置等突山问题，确保社会大局和诸 作。当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

第六，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 稳定。

｜在一些干部中仍很突出，这实质上是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关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功利主义在作祟，影响的是各项事业

始终坚持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５７０ ｜附录

｜的发展。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省委已

经就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精 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工作业绩。
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和作风过
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出
增强专业化能力和本领。经济发 硬，不断提高驾驭新时代经济建设的
了安排部署，制定了《实施办法》。各 展进入新时代，科技创新、产业变革和｜水平。坚持以上率下，加强调查研究，

级各方面要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
韧性和狠劲，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为重点任务，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切实加强作风建设，着力解

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政策规定和工 接地气、查实情，找准制约发展的短板
作要求更细更严更规范，但不少干部 弱项，谋划务实举措，解决实际问题，
专业化能力和本领不强，是领导经济 ｜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

工作的一大软励。面对高质量发展的 续发展。

决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同 新阶段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
题，，杜绝追求可视效果的＂盆景＂和＂面 学习和实践，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

（供稿：张小华 祁国磊）

子＂工程，强化担当，真抓实干，以等不 域，开拓新视野，着力培养专业能力，
｜得的使命感和慢不得的紧迫感，创造 ｜弘扬专业精神，带头做到信念过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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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链接
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可根

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实胸细则。

｜附录｜ 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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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
ＧＡＮＳＵ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在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十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王组Ｊ

｜各位代表：

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本＂活起来＂＂＂落下去＂。修订我省宪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 ｜神，努力全面贯彻落实到人大各项工

法宜譬办法，组织选举任命的１７５名

作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誓。建成省级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信
２０１８年的主要工作
的重要思想，召开座谈会，进行研讨 ｜息平台，并向市县延伸。依法审查
２０１８年是省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 ｜交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夯实履 １５２件规范性文件，对存在问题及时
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在省委的坚强 职尽责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健全 ｜督促纠正，维护了法制统一

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领导下，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理论学习制度，统筹安排主题，通过 （三）深赋反思推进问题整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中心组学习、辅导讲座、专题研讨等 针对祁连山国家级白然保护区管理条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 ｜形式，推动学习往实里走、往深里 例立法上＂放水＂的问题，从提高政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 走、往心里走。坚持学思践惰、学Ｅ 治站位、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坚持 致用，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及省委部 落实政治责任的高度，从全面贯彻落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署作为人大工作第一要务，把围绕中 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高度，从准
｜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全省改革发展稳 心服务大局作为人大工作主题主线， 确理解把握地方立法与上位法关系的
定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大工作根 角度，深刻进行再反思，健全完善立

职责，立法工作迈出新步伐，监督工 木立场，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 ｜法选项、起草、论证、调研、审议等

工作机制，加强能力建设，严明工作
作取得新成效，代表工作有了新进 作用。
展，实现了本届常委会工作的良好 （二）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责任，洛细落实要求，真正行使好人
开局。
完法。坚持把全面学习宜传和贯彻实 大立法权。从履职实际出发，对党的

一、坚持以新思想为引领，确保

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施新修改的宪法摆在突出位置，深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领会宪法修改的重大意义和宪法修正 ｜示精神在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贯初落实
｜案的主要内容。召开全省深人学习宣 情况进行＂回头看＂，开展自查自
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围绕＂坚 纠，推动了各项部署要求洛地见效。
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 ｜定宪法自信，增强宪法自觉，弘扬宪 （四）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
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法精神，维护完法权威，确保究法在 导。严格遵守致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常委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我省得到全面贯彻实施＂进行研讨交 制定向省委请示报告工作办法，就常

（一）加强创新理论武装。按照 流。举办宪法专题辅导，开展国家宪 委会年度工作安排、重要会议、五年
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深入领会习近 法日、全省宪法法律普及宣传月活动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法规草案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 和＂互联网＋＂法治宣传，使宪法文 审议中的重大问题、重要监督项目的
５７２ ｜附录

｜实施、自身建设等重大事项和重要活

成情况的报告，参与对５个市州的省 ｜意见，不断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序参

动，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把党的领 ｜级环境保护督察，开展大气污染防治 ｜与。建立立法咨询专家库，聘请立法
导贯彻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 法执法检查和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 顾问，确定立法联系点和立法研究咨

加强省人大党的建设，认真履行政治 围绕戈壁农业生态优化、城市垃圾分 ｜询基地，邀请专家学者参加法规草案
领导责任，洛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类处理等开展调研，积极助推全省生 修改论证，为立法工作提供了智力支
任，着力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指 态文明建设。

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
（三）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落实 对有关法规进行评估。

导推进机关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
为常委会依法覆职提供了有力保证。 人大国有资产监督和预算审查监督职

（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突出

甘肃

二、紧和改举发展大局，推动中 能改革决策，报请省委审定了关于建 生态环境保护、＂放管服＂改革、保 年鉴
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立省人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障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立法，全年共 ２０ｇ
｜ 常委会立足新时代人大工作的定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人大预 ｜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１４件、废止８ ＧＡＮＳＵ

位和特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 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 件、初审５件。修订城乡规划条例，
入思考研究，认真履行职责，主动担 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推进＂放管服＂ 更好地统筹城乡建设，促进共同发
当作为，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取得新 改革，修改废止广告条例和城乡集市 展。修订实施防沙治沙法办法，有利
｜贸易管理、经纪人管理等方面的法 于促进沙漠植被恢复，改善生态环
成效
（一）积极助推脱贫攻坚。围绕 规，促进营商环境的改善。按照监察 ｜境。修订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使自
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坚持集中监 体制改革要求，依法选举省监察委员 然保护区的划分、建立、管理等更加
｜督和经常性监督、直接监督和委托监 会主任，任命副主任和委员。根据机 明确规范。修订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督、监督检查和推动工作相结合，对 ｜ 构改革部署，加开常委会会议，决定 为加强路产路权保护、保障公路安全
｜＂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进行 任命新组建和优化职责的省人民政府 畅通提供法制保障。修订查处生产销

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落实审计查出 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条例，对网络交

监督检查，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形成
专题报告。以全省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农村＂三变＂改革、＂两州一
县＂脱贫攻坚为重点，深入开展专题

｜同题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立 ｜易监管作出具体规定，进一步强化了
法协商、立法项目论证评估等措施， 市场监管额门的职责。

企业、扶持经营主体、完善政策措

三、主动适应形势要求，加强和 发展大局，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与全

在深化改革中推动人大工作与时

｜（三）认真编制立法规划。立足

｜调研，围绕做实优势产业、培育龙头 俱进。

时代要求，把握形势任务，紧扣改革

｜施、健全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分类指 改进地方立法工作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相衔接，在认

导、注重工作落实等提出具体建议。 常委会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 真梳理代表议案建议、广泛开展调
认真履行联县包乡抓村责任，加强机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 研、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论证协商的
关帮扶工作，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帮 持立改废并举，把握立法原意，遵循 基础上，制定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办实事好事，帮扶工作有了明显 立法规律，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 会立法规划》，召开立法工作座谈
进展
质量，发挥了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 会，对落实立法规划、做好新时代地
（二）依法加强生态建设。围绕 ｜作用。
方立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
推动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及时 （一）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健！ 持党的领导，坚持立法为民，严格遵
调整立法计划，将制定大气污染防治 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机制，发挥常委 ｜守宪法法律规定，确保立法规划有序
｜条例作为立法重点，组织力量深入调 会组成人员主体作用，重视政府及有 ｜实施。

｜（四）加强市州立法指导。指导
研，紧扣问题设定条款，强化禁止性 关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强统筹协调，
约束，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配套 精立法、多修法。严程序、保质量， 部分市州出台地方立法条例，完善报
性法规保障。加强生态环保法规的清 使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中央精神相 批法规审查工作机制，提前介入市州
｜理修订，修改自然保护区条例等８件 一致。加强立法调研，为审议修改相 立法工作，在重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
法规，废止林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 ｜关法规做好准备，对法规草案涉及的 同时，从针对性、可操作性及立法技
｜４件法规，协调省人民政府清理生态 重点难点问题反复论证，进一步提高 ｜术规范等方面提出意见。通过举办培
｜环保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委 了立法精细化水平。完善公众意见征 训班、立法调研、列席会议等方式，
托第三方对我省生态环保领域立法情 集机制，采取法规草案公开、网上发 ｜加强立法人员培训，推动立法能力建
况进行评估。听取审议省人民政府 布、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吸纳意 ｜设。全年共审查批准市州法规１７件，
２０１７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 见建议、重要法规草案印发代表征求 内容涉及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机动车

附录｜ ５７３

排气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等方面，体现

视察，进一步拓展了司法监督方式，
样、内容更加丰富、效果更加明显。
丰富了监督内容
｜（二）健全代表联系制度。针对
（三）持续保障改善民生。检查 换届后新任代表多的实际，建立＂一

了地方特色。
四、开展正确有效盘督，增强工 义务教育法及我省条例的实施情况， 对一＂、＂多对一＂联系制度。制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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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提出要打赢控辍保学和教育扶贫攻坚 委会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实施意见，通
常委会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战，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 过走访慧间、日常联络、履职交流等

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 大政策经费支持，加强师资队伍建 形式，做到与代表常联深联。扩大代
问题，注重监督与支持相统一，寓支 设，让孩子们有学上、上好学。检查 表对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工作的参
｜持于监督之中，推动有关方面不断改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我省条例实施情 与，邀请基层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

况，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陇上行 参加执法检查和专题调研等活动，注
活动，提出要靠实监管责任，加强源 重听取和吸纳代表的意见建议，提高
头监管，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保障 了常委会审议质量和工作水平。
｜农产品质量安全。审议老年人权益保
（三）认真督办代表建议。改进
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听取审议省 障情况调研报告，提出要构建养老、 督办方式，突出督办重点，常委会副
｜人民政府关于计划、预算和审计工作 孝老、敬老政策体系，优先发展居家 ｜主任和各专委会牵头，对１４件重点建
的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 养老服务，积极推进医养结合，重视 议进行现场督办，组织部分代表对重
况中期评估报告，就２０１８年政府债务 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加快全省老龄 ｜点承办部门的办理工作进行视察，听
｜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作 事业和产业发展
｜取审议＂一府两院＂办理情况报告，
（四）不断完究善监督机制。采取 对省自然资源厅、省商务厅办理情况
出决议，审查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提
请审议调整＂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关 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联动的方式， 进行满意度测评。＂一府两院＂和有
｜指标及增加目标任务的议案，首次听 通过实地检查、随机抽查、明查暗 关方面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取审议省人民政府年度国有资产管理 访、座谈了解等开展执法检查，指出 常委会有关部门认真协调督办，省十
情况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 存在同题，提出工作建议，力度和效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
项报告，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果明显增强。坚持监督与立法紧密结 ６１５件建议已全部办理答复完毕。
务落实和国有资产的监督。对统计法 合，在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对农产 ｜（四）捉高服务保障水平。协调
和我省统计管理条例实施情况进行检 品质量安全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进行 推荐代表参加各级国家机关组织的有
查，围绕现代物流、文化产业、循环 评估，启动法规修改工作。推进人大 关会议和活动，为代表依法履职、发
经济、有色金属产业等发展情况，开 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调整充实计 挥作用搭建平台。寄送常委会公报和

｜进工作。全年共听取审议＂一府两
ＧＡＮＳＵ 院＂工作报告１７项，对７部法律法规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

｜展专题调研、联合调研，针对存在同 ｜划预算审查、司法监督咨询专家库，
题提出建议。
｜为监督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人才
｜（二）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支撑。

围绕法治甘肃建设，听取审议省人民
政府２０１７年依法行政工作报告、省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
于全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
况的报告，就全面加强致府立法、规
范执法司法行为、强化权力监督制
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提出意见建

｜有关文件资料，订阅人大工作报纸杂

志，有效保障代表知情知政。指导

｜＂人大代表之家＂、代表工作站（室）

五、深化拓展代表工作，注重， 常态化开展活动，推动代表加强与群
挥代表主体作用
众的联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支持
常委会坚持尊重代表主体地＇
｜在甘全国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为
完善联系服务机制，丰富闭会期间活代表列席全国人大有关会议、参加培
动，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代表 训、调研视察等活动做好服务保障。
工作不断加强。

｜（五）依法做好任免工作。坚持

（一）组织开展履职培训。坚持 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有机统一，
把学习培训作为提高代表履职能力的 全年共任免地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议。根据设区市行使立法权的实际， ｜ 基础性工作，举办集中培训班和专题 ２０７人次，实行须发任命书制度，被
修订《甘肃省规章设定罚款限额规 培训班，组织３２０多名代表参加培训 任命人员的法治意识、公仆意识和责

定》，对市州以上各级政府制定规章 ｜学习。针对代表构成特点，制定省十 任意识进一步增强。

设定罚款限额作出统一规范。组织 三届人大代表五年培训规划，不断增
六、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剪
提高股职能力和服务水平
１０多名全国和省市县四级人大代 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适应信息
表，对全省１２个市、２２个县区查处酒 时代要求，建立履职网络平台，开通 常委会按照＂全面担负起宪法法
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工作开展专项
使代表学习形式更加多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同
５７４ ｜附录

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代表机关＂的
力，开展＂大活动＂，组织丰富多彩
定位，全面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 的文化活动，机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 进一步增强。紧盯政务运行、会议服
和制度建设，努力提高依法履职、服 务、来信来访、公务接待、后勤保
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
｜障、责任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薄
（一）着力提升履职能力。着眼 弱环节，改进方式方法，体现质量标

提高能力、增强本领，开展＂大学 ｜准，机关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高，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省人大
强常委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培训，举 常委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变化，是
习＂，制定具体意见和学习计划，加

｜办集中轮训班和８期业务培训班，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各项职权，努力
在服务全省发展大局上有新作为、在

促进法治甘肃建设上有新进展、在汇
聚民心民力上有新成效、在自身建设

上有新加强，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

｜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一、以致治建设为根本加强党的
建设

甘肃
｜年鉴

深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２０Ｍｇ

设人大网络学院，积极推进在线化学 指引的结果，是省委高度重视和坚强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 ＧＡＮＳＵ
习。健全完善常委会履职制度，加强 领导的结果，是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 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
专门委员会建设，各专委会在提高立 会组成人员、全体人大代表和各级人 要思想，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 大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省人民政 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
用等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府、省政协、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加强与全国人大及其他省区市人大的 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及社会各界 ｜＂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党章和党纪党

｜联系交流，加大对市县人大工作的联 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 规，全面加强省人大党的建设，切实
系指导
大常委会，向各位代表、各有关方面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弘扬党
（二）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开展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持续推进党风缴
｜政建设，为依法履职提供坚强保证。
＂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 敬意！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形势 ｜贯彻落实全省深入学习宜传和贯彻实
｜风建设的规定要求，不断推动常委会 的要求、人民群众的期望相比，我们 施宪法座谈会精神，开展学习宜传贯
及机关作风转变。着眼服务决策、推 的工作还存在一定差距：立法能力建 彻实施宪法联系点活动，推动实施

动，严格执行中央及省委有关加强作

动工作，开展＂大调研＂，制定具体 设需要加强，立法精细化程度有待进一 ｜＂七五＂普法决议，做好规范性文件
实施意见，紧贴全省发展的全局问 ｜步提升；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增强监督 备案审查工作，维护法制统一。围绕
题、人大建设的重要问题，建立调研 ｜实效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讨论决 推动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
项日库和人员库，确定重点项目，深 定重大事项的范围和程序需要进一步 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生态环境保
入基层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和委托、 规范；代表主体作用有待更好发挥， 护、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民主
联合调研，在调研中转变作风、改进 与基层代表和群众联系的渠道需要进 政治建设等重点，精心谋划部署，采
工作。
一步拓展。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虚 取有力措施，扎实推动各项任务
（三）不新提高会议质量。把提 ｜ 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不新加强 ｜落实
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强立法
高会议质量作为常委会履行法定职 和改进各项工作。
工作
｜权、提升议致能力的有效途径，注重
２０１９年的主要任务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决
发挥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作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贯彻中央和省委立法决策，充分发挥
用，通过准确确定议题、会前深入调
研、扩大列席范围、改进审议方式、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地方性法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

｜及时总结完善、严肃会风会纪等措 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省人大 ｜功能，完善立法机制，加强立法协

施，加强会议组织工作，审议重点更 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商，推进立法精细化，不断提高立法
加突出，发表的意见建议更具针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质量。认真落实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
性，会议质量明显提高。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计划，拟制定修改环境保护条例、文
（四）规范机关建设运行。根势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 明行为促进条例、养老服务条例等１３
｜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清理常委会及机 ｜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件法规，对涉及机构改革、民营经济
关的制度文件，制定理论学习、服务 ｜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发展等方面的法规进行集中清理和修
保障、联系沟通、会风会纪等方面的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统筹推进 改，对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预备项目
制度，推进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适时提请审议，对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化、规范化。着眼凝案人心、形成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省委的 等开展调研论证。指导市州人大及其
附录｜ ５７５

依工作
委会进一步加强立法能力建设，依
大代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其他
法做好报批法规的审查批准工作。
积极探索代表工作新思路新方 第三方力量开展调研，不断提高调研

｜三、以增强实效为目样加强监督 ｜法，加强能力培训，提高履职实效。 质量。立足形成合力开展＂大联
工作
认真落实＂两联系＂制度，建立健全 动＂，组织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

周绕大局、贴近民生、突出重 情况通报、征求意见、履职监督管理 年、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４０周年
点，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强工作监 等机制，不断推进代表工作规范化制 系列活动，认真总结和宜传全省各级

｜督和法律监督，保障中央决策和省委 ｜度化。细化代表履职内容，丰富代表 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成就；自觉接受全
部署贯彻洛实，保证法律法规有效实 履职活动，增加基层代表列席常委会 国人大的具体指导，继续增进与其他
施。听取审议依法行政、环境状况和 会议、参加执法检查、专题调研、集 省区市人大的学习交流，加强对基层
死０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计划预算执 中视察的人数，更多地邀请代表参与 ｜ 人大的工作指导。立足体现效果开展
ＧＡＮＳＵ 行等专项工作报告，检查水污染防治 专门委员会工作。加强代表小组建 ＂大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甘肃省农村生 设，推进代表联系选民工作，拓展代 义，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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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实施情 ｜表联系群众渠道，完善代表履职保障 ｜理论武装、坚持问题导向、提升能力

｜况，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祁连山 措施，规范＂人大代表之家＂运行， 本领、压紧压实责任中转作风抓落
国家公园建设、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 努力为代表在闭会期间发挥作用创造 实，推动中央决策、省委部署和常委

范区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落实省人 更好条件。加强与承办单位的沟通协 会工作落地见效
各位代表！
民政府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 调，做好代表建议办理工作。
管理情况制度，积极开展人大预算审 五、以担当尽★为重点加强自身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使命开启

新征程。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加强预算联网 建设
监督，督促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结合 立足提高能力推进＂大学习＂，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审议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开 坚持组成人员覆职培训制度，分系统 省委坚强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
展专题询问。及时对计划、省级预算 举办业务培训班，用好人大网络学 局，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切实履行
调整方案进行审查并作出决议，对加 院，认真开展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和 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全面建
｜强司法监督工作作出决定，不断提高 业务知识学习，不断提升工作能力。 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
监督实效。

｜立足多提有效建议推进＂大调研＂， 出新的更大贡献！

四、以发挥作用为主线加强代表联合、借助市县人大常委会、基层人

５７６ ｜附录

（供稿：邵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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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Ｐ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６日在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甘肃人民政府省长 唐仁健

ＧＡＮＳＵ

别达到２９９５７元和８８０４元，增长７．９％ 学与技术奖。武威医用重离子治疗示
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 ｜和９？？城镇新增就业４３．１３万人，超 ｜范装置开始临床试验治疗，标志着我

各位代表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 十划任务７８？？
国最大型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推动
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脱贫攻坚强力推进，取得了 ２４５项应用成果转化，创造经济效益
稳定减贫的阶段成效。减少贫闲人口 ｜６０１．２２亿元、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７７．６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９．６？？到 提高到５２．８？？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全省上下凝 ５．６？？１８个县区退出贫困序列，贫困
——开放带动走深走实，拓展了
心聚力、攻坚克难的一年，是干部群 县从７５个减少到５７个，这是国家设 内联外引的广国空间。组建丝绸之路
众重整行装、守正出新的一年，也是 定贫困县以来我省第一次实现贫困县 信息港公司和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
经济实现止滑回稳、稳中向好的一 ｜数量净减少。＂两州一县＂减少贫困 港公司，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加快推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艰巨 人口１２．７５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进，中欧货运、中新铁海联运班列常
繁重的工作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 １２．５７？？到７．４？？全省建档立卡贫困 态化运背，新开通兰州至伊斯兰堡公
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习近平 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上年的４８００元 ｜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 兰州、酒泉被
加到５３９０元，增长１２．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确定为国家物流枢组载体城市。全省
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产业开局起步，展现了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３９４．７亿元，增
｜ 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 ｜绿色发展的良好态势。十大生态产业 长２１增速比上年提高４４．９个百分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完成增加值１５１１．３亿元，占全省生产 ｜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

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紧紧依靠全 总值的１８．３增长６．７？？全面打响 ｜长２２１９？？敦煌文博会荣获＂十大政
省各族人民，较好完成了省十三届人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品脾，文化 府主导型展览会＂大奖，成功举办首
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朝着建 旅游产业增势强劲，接待国内外游客 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目标迈出了坚实 突破３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极大提升了我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
步伐。

２０００亿元，分别增长 ２６？３０？？

——经济运行走出低谷，实现了 上。酒泉发展戈壁生态农业、临夏打

影响力。

一年来，主要抓了以下重点工

速度效益的同步增长。实现生产总值 造＂八坊十三巷＂文旅新地标、张掖作：
８２４６．１亿元，增长６．３增速比上年 创建＂双创＂示范城市的做法，受到 ｜ （一）以敢死拼命精神很抓脱贫

提高２．７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２３位， 国务院通报表扬。
攻坚工作。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目
｜抓转了上年垫底的被动局面。经济运
———创新驱动成果丰项，增强了 标和深度贫困地区，全面夯实精准帮
行的质量效益持续提升，规模以上工 ｜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获批建设兰州扶、产业扶贫、各方责任、基层队

业企业利润１－１１月增长３１２增速 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科 伍、工作作风＂五个基础＂，举全省
｜居全国第４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技解化器和众创空间分别达到８家和 之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严格落实

口径增长８．３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３０家，我省６个项目获２０１８年度国家 脱贫攻坚责任，靠实了横向到边、纵
１３６？？？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科学技术奖，３人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向到底、条块结合、省级领导统筹的

附 录｜ ５７

责任体系。全面推行＂一户一策＂，
４０多万干部进村人户，帮助６５万户
２６１万贫困人口制定精准脱贫计划。
｜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构建了较为
｜系统完备的政策体系。全省安排财政

经济＂空壳村＂。建成贫困村果蔬保 ｜证＂问题全面解决。＂绿盾２０１８＂专

鲜库７０１座，成立省内外２００多家企 项行动排查出的１８４５个问题已整改

业参与的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与 １７２１个，完成率９３？？挂阵成立大籍
｜农业农村部举办西北贫困地区农产品 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

产销对接活动暨甘肃特色农产品贸易 ｜理顺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专项扶贫资金１７３３亿元，其中省级 治谈会，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大 体制，新组建黄河首曲国家级自然保
４６２亿元，增长１４５？？？人深度贫困 市场。构建保险保本垫底、入股分红 ｜护区管理局。省市县乡村五级河

甘肃 地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１０６．９亿元，
年鉴 占全省的６１．７？？贫困地区学前三年

保底、公益岗位托底、低保政策兜底 ｜（湖）长制体系全面建立。完成造林

｜的保险保障体系，新增６个省级补贴 ｜面积４６８８万亩，超额完成任务
毛人学率达到８７九年义务教育巩 险种，实现农业保险对有需求的建档 ３０？？深人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
ＧＡＮＳＵ 固率达到９３建立五级联动控辍保 立卡贫困户、所有种养产业及自然灾 ｜防治，开展生态红线专项行动，全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学机制，劝返建档立卡义务教育阶段 害和市场波动＂两个风险＂的全覆 地级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

２

学生９３５２人，劝返率达到９９３？？ 盖，被评为全国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 为９１．２？８个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９８？？贫困村建起了村卫生室，贫 新典型案例。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 水质优良比例达到９４．７？？预计可完
困人口合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训４１５万人，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３．７ 成国家下达的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和主
｜到８５？？上。实施建档立卡贫因人口 万个。光伏扶贫村级电站建成并网 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
｜（三）集中力量培育发展十大生
｜易地扶贫搬迁１５９万人。完成农村危 ３０５４万千瓦。兴办扶贫车间７５４个，
房改造７．９万户。建成农村饮水安全 吸纳就业４．９２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态产业。制定出台发展规划、专项行
巩固提升集中供水工程８３９处、分散 １６２万人。全国＂万企帮万村＂产业 动计划和系列配套政策，建立２６５个
工程９０２６处，受益人口３８２万人，农 扶贫现场推进会在我省召开。
｜总投资８２００亿元的重大带动性工程项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８８？？贫困地区
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目库，设立总规模２００亿元的绿色生
自然村通动力电实现全覆盖，９８？？ 制定出台《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态产业发展基金，推动十大生态产业
上的行政村开通光纤宽带。东部协作 规划》。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粮 发展实现良好开局。兰州和平凉获批
｜４市支持我省帮扶财政资金１９．７８亿 ｜食总产量达到１１４１．８万吨，特色农畜 创建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国内首
元，是上年的近４倍。３３家中央单位 产品大幅度增长。新改建农村公路 ｜个百兆瓦级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在敦煌
｜投人帮扶资金３．９１亿元，实施帮扶项 １０８３５千米，实现了具备条件的建制 并网投运，河西７５０千伏第二通道开
目２９３个，帮助引进项目１１８个、投 村通硬化路目标。实施全域无垃圾专 工建设，全国首个国家网域大规模
资３９．７６亿元。
项治理行动，建成＂美丽乡村＂示范 ７２０兆瓦时电池储能电站试验示范项
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 村９７个、乡村旅游示范村１００个， 目获批，外送电量３２４．３８亿千瓦时，
根本之策，着力健全生产组织、投人 新改建农村卫生户则３９万户。农村 ｜弃风、弃光率分别下降１４和１０个百
保障、产销对接、风险防范＂四大体 ｜三变＂改革探索出 ５０多种改革模 分点。新发展戈壁生态农业５．３８万
系＂。倒定出台＂牛羊菜果著药＂六 式，定两、张掖、嘉峪关３市被列为 亩，累计达到１３８万亩，酒泉建成全
大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三年行动方案。 国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市推７ 国最大的日光温室蔬菜有机生态无土
采取轻资产引进、混合型自建的办 试点单位
裁培示范区，张掖建成亚洲单体规模
法，引进北京德青源、陕西海升、广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 ｜最大、种植技术最先进、节能环保程
｜药集团、福建圣农等一批大型龙头企 中，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广大干部付出 度最高的海升现代农业智能玻璃温
业、贫因地区新增龙头企业２９１家， ｜了巨大努力，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 室。完成＂粮改饲＂２０３万亩。全省
累计达到１７８１家；：新建农民专业合作 先进典型，特别是８名同志不幸牺牲 道地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种植血积达
社２８６２个，实现每个贫困村２个以上 在脱贫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生命，我 ｜到１５万亩，建成佛慈、和盛堂、兰

合作社全覆盖，＂庄浪模式＂获全国 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设立实施１０００

｜药、康美等一批生产加工和仓储物流
｜（二）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和环境 项日，甘肃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线上

亿元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５００亿 治理。祁连山生态问题年度整改任务 ｜交易平台投入试运背。实施文化旅游
元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５００亿元农产 全面完成，保护区内１４宗矿业权分 ｜强省战略，举办第八届丝绸之路国际

品收购贷款，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 ｜类退出，水电站生态流量得到落实， 旅游节，基本完成５个大景区改革建
累计发放３９５亿元，１１９亿元的到户资 ４处旅游设施规范运营，实现草原减 设任务，新创建４Ａ级景区９个，自驾
｜金全部到位，消除３５９４个贫困村集体畜２１９７万羊单位，林草＂一地两 游营地达到２５个，＂一部手机游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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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上线运行，＂丰收了·游甘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关闭煤 ｜港、长三角等地开展招商活动，组团

系列活动反响热烈。通道口岸平台加 ｜矿２８座、退出产能５３８万吨。全面摸 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省
快完善，兰州国际陆港获批汽车整车 排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所有政府债务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４１００亿元。加强国

进口指定口岸。华为、腾讯、浪潮、 分类纳人预算管理。通过直购电交易 际交流合作和区域经济协作，新增国
东软、中科曙光等国内领先信息和大 等一揽子电价改革措施，全年降低企 际友好城市５对，总数达到６３对，与
数据企业落户我省，兰州新区国际互 业用电成本近５０亿元。落实国家各项 四川等省区签署经济社会合作行动计
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建成运营，张掖智 ｜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划。
（七）用心用力保障改善民生 甘肃
能终端电子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建成投 ｜２８５亿元。国资国企改革迈出新步
产。我省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 ｜伐，接续出台＂１－２１＂改革配套方 全省民生支出２９８３．８亿元，增长 年鉴
军民融合试点。国内首条年产１万吨 ｜案，省属一级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 １４占财政总支出的７９．１？？１０ ２０１９］
碳基镍生产线在金川集团试生产。中 制，２１户企业整体或主业完成股份制 件为民实事全部办结。多措并举促进 ＧＡＮＳＵ
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兰州金川科技 改革，２５户省直部门管理企业完成公 就业，选拔６４８８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园、西北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服务基地 ｜司制改制，省铁投、药投等８家集团 服务，引导１万名毕业生到企业就
等先进制造项目加快建设。
公司挂牌运背。投融资难题逐步破 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２８％，
｜（四）全力推动经济止滑回升： 解，出台了深化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７８明显低于
坚持＂三重＂＂三一＂工作机制，编 改革、国有资源资产出让和资产证券 ４？？内的控制目标。统筹推进教育事
好项目建设＂三个清单＂，每季度开 化工作实施方案。新增新三板挂牌企 业协调发展，建成１２１７所行政村幼儿

业７家，甘肃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 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改薄＂２０
上年下降４０３？？窄为下降３．９？？敦 展示企业２７１４家。＂放管服＂改革取 条底线＂要求达标率为９９８８？２个
展高质量发展约谈，固定资产投资由

煌铁路提速工程加快建设，在文博会 ｜得新突破，８０？？上政务服务事项实 ｜县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木均衡
期间开通动车。争取多年的兰州至张 现在线办理，１６４项实现＂最多跑一 县评估认定。全省高校２２个学科排名
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威段） 次＂，企业开办和一般不动产统一登 ｜进人全国同类学科前３０？？千方百计
刚刚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陇南机场 记时间压缩至５个工作日，新增市场 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水平．

建成通航，全省运营机场达到９个。 ｜主体２５６６万户。制定并落实支持中 ｜近１７万名乡村教师享受到每月人均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极大 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５８条等一系列政 ３００元以上生活补助。医改工作稳步
缓解了兰州城市圈环线交通压力。北 ｜策措施，民间投资自去年６月份以来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医联
山至仙米寺高速公路民勤至武威段建 连续保持正增长，非公经济增加值占 体建设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成。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天水城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４８３？？国有林场 省级财政补助人均达到１２４元，重特
引洮供水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民勤红 改革主体任务全而完成。户籍制度改 大疾病医疗救助覆盖城乡困难群众。
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程役入运行。坚 革稳步实施。省级政府机构改革基本 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嘉峪关
｜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多措并举降本 完成。

增效，推动停产企业复产，全省工业
（六）深度融入＂一爷一路＂建
用电量增长１１．２５公路、铁路货运 设。积极抢占文化、枢组、技术、信
周转量分别增长６．７？７２规模 息、生态五个制高点，我省的区位优
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６增速高于势和经济优势更加凸显。兰州获批全
上年６３个百分点。着力扩大消费规 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城
模，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市，兰州新区建成运营西北最大的跨

市被列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

点地区。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平均提
高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从每人每月８５元提高到１０３元，城
乡低保省级指导标准分别提高７．６？

６．３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省级补助标

｜准提高７．６？？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
３４２８４亿元，增长７．４居民消费价 境电商监管平，在英国、俄罗斯、 ２３２２万套。敦想研究院人选＂大国之
格比上年上涨２？？全面推进省市县 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设立４个海外 旅一最具热度博物馆＂，１５个非遗代
三级市场体系建设，建成１０个大市 保税仓，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额累 表性项目列人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
场、１３个农产品产地市场、４２个农贸 计突破１００亿元。兰州和武威肉类、 兴目录，全省行政村实现＂乡村舞

市场。与国内１５３个市场对接合作， 木材、水果、冰鲜水产品等指定口岸 台＂全覆盖，本土电影《丢羊》狄第
外销农产品９５０多万吨。兰州列入全 正式运营，航空货运、国际包机货运 １７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建成１２４２个行
国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 ｜航线开通。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加快推 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到
｜城市。
｜进，对外直接投资６８亿美元，增长 ９６？？第１４届省运会和第９届少数民
（五）紧盯堵点难点深化改革。 ４２？？招商引资成效显著，先后赴粤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功举办，我省运
｜附录｜ ５７９

动员在国内外大赛中获得奖牌２９８

舅
甘肃
年鉴

２０

事、侨务、港澳台、海关、检验检 的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还

｜枚。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 疫、供销、地方志、哲学社会科学、 不够到位，产业扶贫还需持续加力，
｜建，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民族团 慈善等事业取得新成效。
｜＂三保障＂工作时有遗漏，一些地方
各位代表，去年，我们面临的困
和单位作风不实问题依然存在。三是
结、宗教和顺局面进一步巩固。食品

药品安全形势持续好转。安全生产形 难问题超出预想，大事难事叠加碰 ｜生态环境建设形势不容乐观。全省环
势总体稳定，亡人事故起数、死亡人 头，面对多年少有的复杂形势和严峻 ｜境污染和破坏的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数、受伤人数分别下降１４．２３？？ 考验，全省上下不气馁、不懈息，滚 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
１３９２？８９２？？全力应对６年未遇 石上山、负重前行，通过艰苦卓绝的 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四是经济结构
｜的最强降水和暴洪灾害，妥善处置 努力，逐步打开了各方面工作的新局 调整任务依然繁重。重化工业比重

｜＂１１·３＂重大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 面。我们以深信笃行的信念对标对 大、非公经济占比低，产业转型升
ＧＡＮＳＵ ｜把灾害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以折 ｜表，确保政府全部工作始终沿着正确 级、经济提质增效步伐比较缓慢，实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达公路质量问题整改为契机，开展全 政治方向不偏离；以人民至上的理念 现高质量发展仍有许多艰苦工作要
省公路工程质量安全排查整治。＂扫 ｜践行初心使命，下决心解决老百姓关 做。五是营商环境改善还需久久为
｜黑除恶＂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及村 心的忧心事烦心事；以整体系统的思 功。一些政府部门和干部服务意识不
霸２９８个，全省刑事发案下降 维谋划工作，努力构建有顶层设计、 够强，政策落实不够到位，企业和群

有行动计划、有平台抓手的工作体 众的满意度还不够高。六是防灾减灾
｜（八）从严从实加强政府自身建 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牢基础性底 能力亟待强化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
｜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线性任务，推动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 力不强，防灾减灾救灾基础薄弱，保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 迈人入发力夯实的新阶段；以务实管用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压力依然很
｜ 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及省委部署要 的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力促经济运 大。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破解疑难
求。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 ｜行较快实现敏底反弹、赶超进位；以 杂症，努力把政府工作做得更实更
主监督、社会奥论监督，提请省人大 不甘落后的精神推动工作落实。展现 好，不辜负全省人民的重托和期望。
常委会立改废地方性法规（案）２６ 出能干事也能干成事的新而貌新气
２０１９年工作任务
件，制定政府规章３件、修改２件、 象。
废止１件，办理人大代表意见建议５８２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党中央、国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件、政协委员提案７８７件。成立省政 务院及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
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促进科学民主决 大、省政协监督支持的结果，是全省 ｜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放眼世界百年
策。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 人民齐心协力、真抓实干的结果。在 未有之大变局，立足我国经济高质量
则及省委实施办法，全省＂三公＂经 此，我谨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各 发展的大背景，我省发展正处于重要
费支出下降５．６？？审计监督作用有效 族人民，向各位代表、政协委员，向 战略机遇期、动能转换窗口期、重大
发挥，促进增收节支４６．８６亿元。扎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任务攻坚期，面临着国家实施新一轮
｜实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 人民团体，向驻甘人民解放军、武警 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多
｜年＂和＂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突破 官兵和中央单位，向广大民营企业 重机退，中央及省里一系列顶层设计
年＂活动，制定省政府进一步转变工 家，向支持和帮助我省脱贫攻坚的中 和政策举措正在发力见效。只要我们
｜作作风＂十不准＂规定，加大专项督 央单位、东部４市及兄弟省区市，致 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过好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定力关、破解难题的攻坚能
｜查、明察暗访和公开曝光力度，各级 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干部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得到较大揭 各位代表，回顾过去一年的工 ｜力关、解放思想的干事魄力关，完全
升，创造了药博会场馆建设新的＂甘 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工作 能够在新的一年实现各项工作新突
肃速度＂。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与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覃，经 破，开创甘肃发展新局面。
体责任，严肃查处和整治扶贫领域侵 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许多哌待破解的 根据中央精神及省委十三届七次
｜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 困难问题。一是巩固经济回稳向好势 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安排，铁筹考虑
同时，统计调查、人防、信访、 头工作艰巨。受内外部环境影响，部 国际国内大势和我省发展实际，今年
气象、参事、档案、保密、公共资源 分经济指标波动性大、稳定性弱，固 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
交易、机关事务、双拥、工会、共青 定资产投资仍未实现由负转正，工业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团等工作扎实推进，妇女儿童、老年 稳定增长基础还不牢靠。二是落实精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人和残疾人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外 ｜准扶贫要求仍有一定差距。脱贫攻坚 三中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
１２３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５８０ ｜附录

管网难以覆盖的３．３万户水窖水净化
面＂战略布局，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衡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高于市县平均 处理任务。加快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搬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的均

｜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

水平３个百分点，优先安排并足额保 迁人住和产业配套，确保５０万建档立

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障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础建 卡搬迁人口全部人住。完成２６５万户
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 设、民生发展等所需用地，新增脱贫 农村＂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推
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则结构性改革 攻坚项目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布局， 进教育精准扶贫国家级示范区和职业

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 加快实施＂两州一县＂深度贫困地区 ｜教育助推城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深
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电网建设。加强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控 入实施教育扶贫＂九大精准工程＂， 甘肃

系，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突出实施 ｜辍保学、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乡村 确保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年鉴
乡村振兴战略，突出抓好十大生态产 教师队伍配优提质、建档立卡受教育 ９４？？实现贫困村卫生室和贫困地区 ２０Ｅ
业发展，突出推进交通水利基础设施 人口精准帮扶工作。＂两州一县＂和 ｜远程会诊系统全覆盖、做好农村贫困 ＧＡＮＳＵ
｜建设，突出打造全省新的增长点增长 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计划生育扶助保 人口大病专项教治工作，进一步降低
极增长带，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障资金全部由省级财政负担。新增就 自付合规医疗费用。完成２７１千米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 ｜业资金、就业岗位向深度贫困地区倾 ＂畅返不畅＂路段整治任务。实施精
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３０万人，新开发１
｜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斜。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增强人民群
持续抓好产业扶贫。进一步健全 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扎实做好中央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 带贫减贫机制，继续加大龙头企业引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和中央考核反馈问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 进和培育力度，推广完善＂庄浪模 题整改。拿出可行办法，切实加强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 式＂＂宕昌模式＂，新引进和培育龙头 收人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群体

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２００家以上，力争每个贫困县依
成立７０周４
｜ 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

托主导产业引进１户大中型龙头企

业。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

期目标是：实现８５万以上贫困人口脱工程＂，开展＂壮大万家合作社行动
贫，贫困发生率降到１．３？９个片区 计划＂和合作社带头人＂万人培训计
县、１个插花县摘帽；单位生产总值 划＂，创建省级示范合作社６０个左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完成国家下达 ｜右，其中贫困地区５００个以上。用好

的控制目标；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 管好各类到户到企资金，１０００亿元特
生产总值比重有较大提升。在此基础 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剩余资金今年至
上，生产总值增长６？？右；固定资 ｜少投放８０？？右，加大对涉农中小企
产投资增长６？？右；社会消费品零 业和合作社支持力度、加快落实５００
售总额增长８？？？股公共预算收人 亿元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５００亿元农
同口径增长６？？？乡居民人均可支 产品收购贷款。完成果蔬保鲜库建设
配收人分别增长７？？右和８？？右； 任务。每个行政村设立金融综合服务

｜的政策支持。

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切实稳住＂三农＂工作

基本盘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发挥特色优势推
动产业振兴，优化＂一带五区＂产业
｜布局，抓好两个＂三品一标＂建设，

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打造具

有甘肃特色的＂现代丝路寒早农
业＂，推动县域经济突破发展。引进
培育并举推动人才振兴，实施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程，制定提高农民技能
培训质量办法，培养更多＂土专家＂

＂田秀才＂＂农创客＂，壮大各类新型
｜城镇新增就业３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窒，全面开办种养产业综合保险。多 经营主体。践行绿色理念推动生态振
率控制在４？？内；居民消费价格指 建扶贫车间５００个，累计达到１２００个 兴，深人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
｜数涨幅控制在３？？内。
以上。积极融入＂三区三州＂旅游大 验，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
｜ 今年重点抓好以下十个方面的工
作：

环线，承办好全国＂三区三州＂旅游 力推进＂则所革命＂，改造农村户用
扶贫专项活动。积极扶持小家禽、小 卫生厕所５０万座以上。倡导文明新风

（一）坚决打赢脱贫攻坚决定性 ｜庭院、小作坊、小手工、小买卖＂五 ｜推动文化振兴，加强村落民居保护和

战疫，着力抓好全面小康硬任务落实 小＂产业发展。深入人推进东西部扶贫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开展更加丰富
紧盯＂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 协作和定点扶贫，办好＂中国光彩事 多彩的乡村文化体育活动，更加有效
山问题，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 业临夏行＂活动，
治理＂高价彩礼＂。完善乡村治理推
｜ 困群体，敢死拼命真扶贫、砸锅卖铁 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基本完成农 动组织振兴，健全村民议事、理财小
｜扶真贫，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三年建设任组、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各类自治组
实施。
务，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 织，发挥新乡贤作用，推进农村社区
集中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对＂两
分别达到９２？８９全部完成供水 建设，全面推行村务公开标准化规范

附录５８１

｜化。坚决彻底完成＂大棚房＂问题专 善生态环保地方标准。全面完成生态 业，新增戈壁生态农业６万亩，规划

甘肃

项清理整治任务。有力做好非洲猪瘟 环境机构和省以下环境机构监测监察 建设中国—以色列（酒泉）绿色生态
等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整合组建综 产业园，抓好榆中李家庄同家级田园
（二）切实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合执法队伍，健全生态环保督察机 综合体建设。中医中药产业，加快建
战，努力建设山川奔美的绿色家园
制。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设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
坚决打牢生态建设政治责任，着 设尽快实现监测数据互联共享。不 ｜抓好当归、党参、黄芪等１１个道地药
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定战略、出政 断提高自然保护区监管能力，重拳遏 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大力推进中

年鉴 策、上项目都务必坚守生态环保红线
底线。

则环境违法行为。

｜药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深度挖掘附

（三）担住十大生态产业持续为 加值，壮大中药饮片、中成药企业主
２０１９｜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抓好中 │力，推动绿色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体，集中资源重点培育一批骨干企
ＧＡＮＳＵ 央环保督察、祁连山及全省自然保护 坚持绿色瞩起与工业强省相结 业，着力建好陇西、渭源、民乐等６
ＹＥＡＲＢ０Ｏ０Ｋ
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积极推进大熊 合，全面推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按 个中药产业园区。加快仓储物流体系
猫、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照＂今年大发力、明年大见效＂的总 建设，打造陇西国家级中药材交易基
加快实施＂两江一水＂、渭河源区及 体部署，推进生态产业大踏步发展。 地。办好第二届药博会，促进中医药
玛曲沙化草原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 ｜大力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利用绿 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争取国家支持民勤生态示范区建设。 色新技术改造传统老产业，实现集约
统筹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完 化高值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重点
成造林面积３５０万亩以上。坚持生态 抓好兰州红古国家级＂城市矿产＂示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方向，通过城乡 范基地后续项日建设，加快建设兰州
共治、肥瘦搭配、项目打拥等方式， 新区节能环保产业基地。清洁生产产
引进大型投资主体，实现生态资源和 业，建成１个省级服务型制造功能示
生态资本保育增值。着力推进以兰州
新区为重点的绿色金融创新试点，积
极用好各类绿色金融工具，努力争取
国家支持设立绿色金融机构。
综合实施蓝天碧水净土工程。积

完成兰州黄河风情线三年提升工程年

度任务，启动读者大道精品文化街区

建设。完成８个大景区改革建设年度

任务，力争张掖丹霞创建为５Ａ级景
区，争取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公园和
｜官鹅沟通过５Ａ级景区景观质量评
范区，认定２０个工业设计中心，实施 审，启动拉卜楞寺和敦煌雅丹等５Ａ

酒钢集团、金川集团、白银公司、华 级景区创建工作。新建１００个乡村旅
亭煤业等重点企业绿色化、信息化、 ｜游示范村，打造联结大景区与乡村旅
智能化改造工程。清洁能源产业，１ 游示范村的景观廊道，实施旅游交通
快推进武威牡基熔盐堆核能系统、肃 ＂通路、改站、畅游、智联＂四大提

｜ 极开展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加快实施 州区新能源微电网示范等项目建设， ｜升工程。新建自驾游营地６５个，建设
火电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确保 争取启动酒湖配套二期部分风电项目 ｜丝绸之路黄金自驾旅游线。打造＂空
重点企业污染排放达标。有序推进城 和通渭风电基地部分项目，扩大跨区 中游丝路＂品牌，年内实现河丙走跑

乡冬季清洁供暖，实施县级以上城市 域电力交易规模，做好陇东至山务 大景区之间低空串飞。实施旅游＂提
煤改气、煤改电或洁净煤替代工程， ８００千伏特高压外送工程前期工作。 质增效行动＂，拓展提升＂一部手机
做精做优高端绿色产业。瞄准前 ｜游甘肃、一包如意走丝路＂体验功能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村改灶、改婉Ｔ
作。开展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 沿领域，发挥自身优势，做出甘肃品 ｜和引爆效果。通道物流产业，完善
动，推广新能源汽车。全面洛实河 牌。数据信息产业，实施工业互联网 ＂三大陆港＂＂三大空港＂功能，健全
（溺）长制，强化重点流域水污染综 平台培育工程，开展企业上云计划， 兰州国际陆港冷链物流设施，建成兰
｜合治理。开展城市黑臭水体专项整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同互联网、大数 州新区期货金属交割库和武威铁路国
治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 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产 际集装箱场站。军民融合产业，抓好
网建设。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 业，争取创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兰州、天水、白银３个军民融合侧新
保护专项行动，整治水源保护区环境 家，新培育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２ 示范区建设，加快核技术产业园、兰
隐电和违法问题。完成农用地土壤污 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１０家，实 州航天军民结合产业园、金昌镍钻新
｜染状况详查，实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 施技术创新项目４００项以上，推进华 材料军民协同创新发展中心等重点项

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继续推进兰 天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产业体系、方 目和园区建设。

州、嘉峪关、甘南、定西、酒泉等城 大炭素１０万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等项 ｜（四）千方百计扩大内常，更好
日建设。
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工作。
｜ 发挥授资的关健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
｜ 切实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６

培育壮大特色绿色产业。放大比

究修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完
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循环农业产
５８２ ｜ 附录

性作用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充分释

市、知名品牌示范区等创建工作。建 改革。巩固前期去产能成果，坚决防
切实扩大有效投资。扎实做好项 立全省统一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评价体 止已关闭退出煤矿死灰复燃，加快处

放消费潜力，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目前期工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实现 系，严厉打击生产经销假冒伪劣商品 置＂僵尸企业＂。落实＂房住不炒＂

新突破。交通方面，确保敦煌至格尔 行为，全面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定位，大力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
木铁路、教煌铁路提速改造、两当至 高质量做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 ｜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确保

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进
陇南段年内建成。加快银川至西安铁 （五）推进域乡区域协调发展 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不断降低 甘肃
制度性交易成本。纵深推进电价改
路、中卫至兰州铁路和景泰至中川机 打造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
场、平凉至天水、甜水堡至永和、武 依托城镇群和主要交通干线，优 革，扩大实施重点行业企业直购电交 ｜年鉴
｜ 都至九寨沟等高速公路建设。尽快开 化空间开发和生产力布局，促进形成 易，做好甘肃电网新一轮输配电价改 ２０
徽县高速公路、渭源至武都高速公路 作。

工建设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 多点带动、多极突破的发展格局。
继续举全省之力加快兰州新区发
机场至武威段），争取兰州至合作铁
路、酒泉至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 展。坚持经济新区、产业新区、制造
段）、西宁经合作至成都铁路、兰州 新区功能定位，招大引强优势企业、
新区至兰州高速公路、中川机场三期 优质项目、优秀人才。壮大精细化

扩建工程等项目获批建设。能源方
面，开工建设成纪（静宁）３０千伏
输变电工程，推进青海至河南特高压
工程甘肃段、邵寨等大中型煤矿、兰
州ＬＮＧ储备中心项目建设。水利方
面，开工建设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

工、新材料、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集群，加快建设精细化工园区．
积极创建临空经济示范区。实施同位

革。完成省电力交易中心股份制改 ＧＡＮＳＵ
造，推进节能量交易试点和川能权交
易。持续推进水价改革，促进全社会
深度节水。加大中央专项债券争取力

度。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
解隐性债务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区
域性金融风险和恶性事件的底线。
充分释放国资国企改革红利。着

｜素药物研发和生产基地、大科学装置 力推动国有企业做好转型发展、绿色

科技创新创业园、重离子应用技术及 ｜发展、创新发展、稳健发展四篇文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等项日建设。争取 章，重点办好脱钩、重组、混改、布

供水工程，加快引洮二期及受益区配 ｜获批中国（兰州）自由贸易试验区。 ｜局、监管、党建六件事情。完成３４户
套供水工程、农业高效节水工程等项 谋划培育区域发展新板块新动 ｜小微企业国有资本改制退出或关闭注
目建设，推进白龙江引水、引哈济党 能。全面启动榆中生态创新城规划， 销。全面完成十大产业集团组建工
等项目前期工作。民生和社会事业方 统筹推进兰州大学＂双一流＂和兰州 作，尽快实现规范运营。深化国有资
面，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棚改专项债券 副中心建设，打造绿色生态宜居、功 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
配额，重点实施老城区、国有工矿 能配套完善、营商环境一流、创新活 ｜革，推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双向进
区、林区、垦区棚户区改造１８２７万 力进发的新兴经济增长极。加快大敦 ｜入，努力在国有企业混改方面走在全
套。建成开放省体育馆推进七里河 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建设，坚持世界级 国前列。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
｜体育场、省简牍博物馆、兰州动物园 ｜定位，进行一体化打造，完善路网结 不为，引导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基础设
易地搬迁等项目建设。
构、彰显文脉内涵，提升瓜州、肃 施建设和十大生态产业发展。以＂管
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兰州国 北、阿克塞、敦煌西线景区品质品 资本＂为主强化国有资产监管，建立
际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心、定西马 位。积极推进兰白都市圈、天水先进 监管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健全境外
铃薯综合交易中心等大型市场建设。 制造基地、陇东能源基地建设。有序 投资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
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引 开发白银、张掖凹凸棒石资源，打造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人
导文化、养老、健身休闲和体育竞赛 ｜全国产业基地。主动对接谋划，抓好 推进＂四办＂改革，进一步压减办事
表演等领域消费，支持自驾游、旅 关中平原城市群、兰西城市群规划等 流程和环节，争取省市县三级政务服
居、通用航空等大众消费，鼓励建设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实。
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９０？？上。完
｜高品位步行街、特色商业街区。大力 （六）加大力度改革创新，破除 善提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实
发展便利店、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 制约高质量跨越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现各级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一
配置居住小区健身、文化、养老等服 站在改革开放新的起点，坚持以 扇门＂办理。着力推动政务服务向基
务设施。引导农村居民增加通讯、汽 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深化改革， 层延伸，实现＂最多跑一次＂省市县
车等消费，建设集零售、餐饮、娱乐 用动能动力的软件长板来补物质技术 乡全覆盖。加快建设一体化在线政务
于一体的多功能乡镇商贸中心。大力 的硬件短板。
服务平台，推进跨层级、跨地区、跨
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组织开展省政府
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 ｜部门、跨业务协同管理和服务。持续
｜质量奖、名牌产品、质量强市示范城通＂八字方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和＂减证便

附录５８３

的全产业链。参与共建绿色＂丝绸之 白银国家自创区发展规划纲要及支持
切实解决群众办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路＂，深化生态环保国际交流合作。 政策，优化差别化配套扶持指施。继
民＂行动。畅通网上咨询投诉渠道，

提升口岸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口
岸平台错位发展，引进培育运营主
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交通领域各 体，建设兰州物流节点根组，促进加
｜种投融资模式创新落地，加大以出让 工产业集聚。加快建成运营汽车整

｜和烦心问题。
｜积极推进其他领域改革。深化投

｜甘肃
年鉴

２０

续实施＂六个一百＂技术创新工程，
推动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本集中集聚。
开展创新政策先行先试，优化整个各

｜类创新创业资金投入，完善创新发展

国有资源资产和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方 车、粮食、木材等指定口岸，提升兰 评价指标体系。强化与上海张江等国
式补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的推 州新区综合保税区运营水平，推动兰 家自创区的密切合作。倡导创新文
进力度，充分利用政府债券、政府与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快速发 化，构建多领域互动、多要素联动的

社会资本合作、产业基金等模式筹集 展。拓展客运航班带货业务，培育全 创新生态体系。
ＧＡＮＳＵ 项日建设资金。健全完辛国有金融资 货机国内国际航线。继续推进敦煌航 优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健全科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本管理体制机制，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空口岸建设。加快商贸物流大数据平 技成果转移转化直通机制，支持高校

管理，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台建设，探索建设＂一带一路＂特色 院所和企业设立新型科技成果转化平
分。进一步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 农产品多语言电子商务平台。继续争 台，发挥好各类开发区、大学科技园
试点成熟经验，推广＂准人前国民待 取打通陆路边境口岸，打造边境特色 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作用。提升酒
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拓展国际 旅游小镇和商贸口岸，谋划推动与

贸易＂单一窗口＂地方特色功能，提 白的贸易通道建设。

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总结陇西＂城乡
统一市场、规范征收程序、探索三权
分置＂的试点经验，巩固改革成果，
继续深化农村上地制度改革。全面推
｜开农村＂三变＂改革，健全产权交易

嘉、金武、天水、陇东工业集中区科

技创新水平。实施更加灵活的分配激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国阿
励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从
好城市等外事渠道平台作用，指导企 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创办领办科技
业办好境外分支机构和代表处。积极 型企业。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发
推进我省优势企业和产品建立国际营 挥兰州知识产权法庭作用，积极推进
销网络，用好已经建成的境外展示展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

和金融服务平台。深化公共资源交易 销中心，新建新加坡甘肃特色产品展

｜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财
平台整合共享。全面深化集体林权制 ｜销中心，争取在阿联酋等国家设立特 税、信贷、用地等支持力度，鼓励企

度改革、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推进中白工 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培育壮大
（七）不断拓展开放空间，推动 业园、物流产业园和中医药合作项目 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积极推动大众创

形成全方位合作新格局
｜持续抢抓＂一带一路＂建设最人

机遇，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
结合，努力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奋力抢占＂一带一路＂建设五个
制高点。制定实施抢占五个制高点规
｜划方案，着力打造面向中西亚、南

建设。

业万众创新，提升国家级和省级众创

加大招裔引资力度。靠实招商责 空间创新能力，扶持小微企业和创新

｜任，完善奖励措施，推动形成省市县 团队加快成长，新认定一批省级以上

联动、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参与的招 科技孵化器。支持企业建立研发准备
商引资工作格局。坚持办好兰洽会、 ｜金制度，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
＂民企陇上行＂等重大节会展会，筹 争全社会研发投人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备召开全省招商引资大会，紧盯国内 到１３？？
｜外前沿技术、领头企业、领军人物，
发挥人才第一资源支撑引领作

亚、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文
化高地、交通物流集散权纽、科创中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招展引会、招才 用。全面推动各项人才政策落地见
心、信息汇集中心和生态安全屏障。 引智。在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精准 效，全力做好人才保障服务工作。用
｜高水平办好敦煌文博会、丝绸之路国 开展招商引资专项活动，力争引进 ｜好＂省长人才奖＂等系列奖励致策，
实施＂陇原英才＂计划，引进一批海
际旅游节、公祭伏羲大典暨天水伏羲 批国内外５００强企业落户我省。
文化旅游节等品牌节会，进一步放大 （八）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加快内外高层次人才。鼓励地方和企业设
｜节会拉动效应。提高国际货运班列和 创新型甘肃建设
立人才引进发展基金。完善人才科学
航空货运质量效益，深度融入国际陆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兰》 评价机制，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
龙 才。
｜ 海贸易新通道。落实＂一带一路＂科 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
｜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快推动丝绸之路 头，引领经济转型升级、后发赶超。
（九）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
｜＂科技走廊＂建设，积极构建科技创 加快兰州白银国家自创区和兰白 ｜力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新合作平台。加快丝绸之路＂两港＂ 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完善组织 甘肃经济要有一个大发展，民营
建设，构建涵盖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领导体系和工作推进机制，出台兰州经济公
｛州经济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我们要全面
５８４｜附 录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和＂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突破年＂活

一流＂特色建设工程，职业教育深化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以＂谁跟企 动，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民营企业和商 拓展与企业联合办学。深化医药卫生
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 会制度，第一时间掌握诉求、第一时 ｜体制改革，坚持预防为主，做好重大
谁过不去＂的坚定决心，大力支持民 间了解困难、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推 ｜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积极完善

｜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减少对 ｜分级诊疗制度，多措并举促进优质医
着力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企业的各类检查，做到＂不叫不到、 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加大全科医生培
坚持＂非禁即人＂，开展市场准入限 ｜随叫随到＂。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 养和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力度，全面 甘肃
｜制专项清理，坚决拆除有碍民营经济 ｜建立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投诉协调解决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快国
发展的＂隐形门橙＂。建立健全全程 机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梳理、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实 年鉴
｜代理服务机制，实行＂保姆式＂＂贴 甄别和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保护 施文化惠民、文物科技保护和＂历史 ２Ｏ
｜近式＂＂零距离＂跟踪服务。允许 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办好 再现＂工程，注重媒体融合发展，推 ＧＡＮＳＵ
＂一照多址＂＂一址多照＂，打破市场 ２０１９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 进＂智慧广电＂和基层应急广播工程
主体住所和经营场所限制。落实国家 （十）全力保障改善民生，促进 建设。推动群众体育、竟授体育、体
营经济发展壮大。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放开 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育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全民健身和全

机场、电力、油气勘探开发、交通等 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省下的 民健康深度融合。
领域准入，支持科研院所、国有企业 钱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不 切实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深人开
与民营企业融合发展，下大力气解决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展＂七五＂普法，做好公共法律服务
需要。
和法律援助工作。加强诚信社会建
＂准人不准营＂的问题。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折不扣落 ｜ 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继续综合运 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实支持非公经济发展１９条、中小微企 ｜ 用援企稳岗、职业培训、创业带动、 持续强化道路交通、危险化学晶、煤
业高质量发展５８条等政策措施，推行 政策扶持等举措，确保就业形势总体 ｜矿和非煤矿山、高层建筑和食品药品
｜＂不来即享＂政策兑现机制。促进民 稳定。用好省级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 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严守安全底
｜营科技型企业发展，对科技型＂小巨

金，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线。实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工

人＂企业给予无偿资助、专利资助、 等群体创业就业，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程，完曾应急体系和管理机制，加强
发放科技创新券和后补助等政策支 ｜业创业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继续开 ｜基层防灾减灾应急队伍建设。全面贯
持。加快网上办税服务平台建设，推 展万名高校毕业生下基层活动。抓刻 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行办税＂网上全程办＂＂全省通办＂， ＂无欠薪＂城市创建工作，强化农民 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将民营企业中 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问责，切实解决 交融。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能力水平，促
的外来务工人员纳人当地教育、基本 好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间题。

强化社会保障兜底功能。落实坊 ｜进宗教和睦和顺。加强双拥共建，健
｜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覆盖范围，让外
｜来务工人员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同城待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 全退役军人工作服务管理机制，维护
遇。
｜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失业保 ｜退役军人合法权益。做好信访维稳工
积极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开 险、工伤保险制度，做好社会保险待 作，狠抓信访突出同题化解。深化平
｜展辍行业金融机构与民营企业金融对 退提标和社会保险费划转税务部门后 安计肃建设，建立立体化、信息化的
接活动，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提高民 的征收管理工作。扎实做好社会救助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打黑

营企业贷款担保服务能力。提高土 兜底保障工作，提高城乡低保和特困 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地、房产、林权、知识产权等抵质押 人员教助供养标准，支持城镇困难职 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社会和诺稳定。
率，扩大信贷投放。建立民营企业纡 工脱困解困。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实 继续办好为民实事。按照保基
困基金。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发 现全省养老服务信息半台上线运营。 ｜本、均等化、可持续的原则，在深度
｜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 统筹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坚持优 贫困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宿舍建
债务融资工具等进行融资。对首发上 先发展教育事业，学前教育重点解决 设、农材边远地区中小学温暖工程建
｜市和新三板挂牌的民营企业，由所在 人园难、入园贵问题，义务教育加快 设、县级医院能力建设、城市老旧住
地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省财政对企 ｜补齐控辍保学、＂乡村弱城镇挤＂、随 宅小区电梯改造、支持１万名高校未
业所在地政府给予一定笑补。
迁子女教育、乡村学校软硬件建设等就业毕业生到企业就业、农村妇女
争创一流君商环境。继续扎实开 ＂四个短板＂，高中教育稳定提升普及 ＂两痛＂检查、助残康复教助、乡村
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 ｜程度和质量，高等教育着力推进＂双 ｜振兴公益性岗位设置、村庄清洁行

｜附录｜ ５８５

动、农村＂则所革命＂等方面为民办 ｜ 履行职责，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

好１０件实事，

署

多谋实事、多下实功，全面提高政府
动工作。依法接受人大监督，自觉接 ｜系统各级干部的工作执行力和落实

各位代表，新形势新任务对政府 受政协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力。自觉履行＂一岗双责＂，严密加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 ｜和奥论监督，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工 强风险防控，持续整治和查处侵害群
刀刃向内的革新勇气加强自身建设， 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严格 ｜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把政

以寝食难安的责任担当履行职责使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推进政务公 ｜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

甘肃 ｜命，以只争朝夕的干劲状态推动工作
年鉴 落实。
要以高度的站位自觉干。深入学

｜开，加快法治政府建设

要以斗争的精神拼命干。勇于指

当作为，增强斗争本领。把谋事、干

断推向深人，确保干部清正、玫府消
廉、政治清明。

各位代表！

２０１９｜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事、成事统一起来，以不甘服输的劲
奋斗创造奇迹，实干成就梦想。
ＧＡＮＳＵ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 头、没有不能的胆识、不怕吃亏的心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态、高人一筹的本事，苦十实干加油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省委的
｜＂两个维护＂，以实际的行动、最终的 干。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部署要求，擦亮实干兴省的底色，凝
｜效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 不为问题所困、不被困难吓倒，学会 聚后发赶超的合力，一件事一件事扭
｜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各项决 舍得让利、借助外脑外力，弘扬专业 住不放，一锤子一锤子钉在实处，为
策部署，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精神、提升专业能力，大力构筑精神 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新的贡

要以强烈的责任依法干。把依宪 高地，奋力冲出发展洼地。
献、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执政、依法行政、依规施政、依纪从 要以清廉的作风扎实干。严格落 ｜成立７０周年！
（稿件来源：中国甘肃网）
政贯穿于政府工作全过程，坚决维护 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大力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激励引导干部
宪法权威，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

５８６ ｜附录

甘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年鉴
｜２０Ｍｇ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在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ＧＡＮＳＵ

甘肃省政协主席 欧阳坚

各位委员：

精神。始终把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 开放和人民政协理论研讨会＂。承办

｜ 我代表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为最甘、青、宁、新四省区政协学习研讨

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大的政治，把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会，召开全省政协系统理论研讨会，
予审议。
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的政治原 通过视顺会议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则，建立完善以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 委员和干部作了专题辅导。加强工作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是我国改革发展极不平

为引领的学习制度，第一时间组织政 ｜督导，主席会议成员分片区进行主题
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宜讲和督导检查，有计划、有载体、

凡的一年。在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 ｜分层次推动学习贯彻活动往深里走、
下，在中共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各类报刊登

省政协及其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会精神，持续在学用贯通、知行合一 载学习体会文章２００多篇。坚持以学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人学 上下功夫。深人推进＂两学一做＂学 促用，全面对标对表，认真查摆并整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围绕学习贯彻 改问题２３项，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团结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央重大决 割度安排、工作举措和工作实绩。
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三大职 ｜策部署，组织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 坚持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

｜能，紧扣全省中心工作谋篇布局，着 习会１５次、学习辅导讲座９次。通过 面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中共甘
｜力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 持续学习，切实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 肃省委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林铎

｜力，以新作为催生新成效，以新作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 ｜书记、唐仁健省长先后到省政协调
｜展示新形象，实现了本届政协的良好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增强了 研，面对面指导工作、布置任务，确
开局，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了 ＂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 保了履职有方向、有重点、不跑偏；
新的贡献。
强化了＂两个维护＂。为始终在政治 省委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政协
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思想、
常委会牢牢把握政协组织是政
组织保障。始终坚持党中央和省委有
保持高度一致打下坚实基础。
组织的本质属性，始终把学习宣传贯 扎实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 要求，省政协必须有行动，做到了党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学 委决策部署推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
想作为全部工作的主题，着力强化理 习研讨活动。按照全国政协党组的统 跟进到哪里。及时组织传达学习省委
｜论武装，增强政治定力，推动各项Ｔ 一部署，围绕人民政协＂从哪里来， 重要会议精神，并抓好贯彻落实。严
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到哪里去＂，深入开展＂大学习、大 ｜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主动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武装、大培训、大提高＂活动，认真 ｜邀请省委省政府领导参加政协重要会
一、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人
民政协的正确致治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 ｜组织稿件，积极参加全国政协＂改革 ｜议和重大活动。全力抓好意识形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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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部署，就兰州黄河 资金及物资１０多亿元，建立扶贫车间
｜域的建设。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省委省画

全风情线打造、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绿 ｜２１２个。其中、为西和县引进项目１４０
｜制，注重发挥班子成员的作用。健全

省政协党的领导体系和机制，在９个 色安全食品、农村高价彩礼、陇东南 多项，协调各种扶贫资金及物资近８
｜专委会设立分党组，推进党支部标准 始祖文化保护、法院执行难等问题， ｜亿元。另一方面，抓机制、抓落实。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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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第一次召开全省政协系统党 组织专项调研，提出了一批务实管用 立足实现帮扶效益的最大化，把来自
｜建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政协系统党 的对策建议，推动了老百姓关心的一 ｜中央定点扶贫、东西部协作、省市县
建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对省市县三 些烦心事、难心事得到有效解决。促 各级帮扶力量整合起来，打通配置、

级政协组织党的建设进行全面部署， ｜进教育卫生领域改革任务有效落地， 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取得了事半功

实现了党的组织对党员政协委员的全 参与全省扫黑除恶专项督导、＂绿盾 倍的帮扶效果。受到了汪洋主席、胡

死 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４

行动＂环保督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
ＧＡＮＳＵ 覆盖，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二、践行新发展理念，围绕高质 ｜贡献了力量。
利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等活动
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协商议政
我省改革发展积极争取支持。全国

春华副总理的肯定，国务院扶贫办以

《扶贫信息》形式作了介绍。另外，

抽调机关干部，组成８个小分队，对

西和县脱贫攻坚重点任务进行专项

常委会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两会＂期间，认真组织住甘全国政 督办。
｜视察甘肃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 协委员提交提案，参加分组讨论，接 ｜ 主动开展脱贫攻坚监督性调研。

要指示精神，作为履职尽责的基本遵 受中央媒体采访，多角度讲述甘肃故 第一次组织省市县三级政协组织、委
循，以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为中心， ｜事，宣传我省改革发展、脱贫攻坚取 员和民主党派、工商联，围绕＂打歉
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重点，认 得的重大成就，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数 打好脱贫攻坚战＂，在全省３０个县开
真开展调研视察和协商议政，全年开 量比上年增加了４０？？上。联名提出 展监督性调研，督促省委省政府有关
展调研视察和协商议政活动５４次，报 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加快 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与此
｜送建议案、调研视察报告３１份，省委 ｜＂立体丝路＂交通网和大通道建设等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发现的突
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６５次。
建议，赢得兄弟省份的积极响应，成 出问题，提出了３４条工作建议。省委
｜ 紧盯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焦 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积极参加 常委会专题听取调研情况，林择书记
点问题议政建言。召开２次常委会 六盘山片区政协精准扶贫第四次交流 给予充分肯定，省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议、８次月协商座谈会，为改革发展 推进会，详细介绍省委省政府打赢脱 了有关内容。
凝聚共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１０位 贫攻坚战的创新做法和积极成效，所
认真组织开展帮扶工作专项督
｜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带队，深人１４个市 提的一些建议得到了全国政协领导和 ｜查。按照省委部署，从去年６月份开
｜州、２４个县区、部门和企业调研，召 国务院扶贫办的高度肯定。
始，组织机关各部门和市县政协，每
三、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 个县聘任２名监督员，就全省脱贫攻
｜开常委会议进行协商，提出了２６条意

见建议。聚焦争先进位和创新驱动， 禁方位、全身心投入脱贫攻坚主战场 坚帮扶工作开展常态化专项监督，向
就促投资稳增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常委会把脱贫攻坚作为分内工 省委省政府上报了２期督查报告。
升级、发展开放型经济等进行调研， 作、第一责任和头号任务，组织动员 四、友挥重要渠适和专门协商机
提出了一批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着 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以敢死拼 的作用，广泛凝聚改革发展的正能量
眼生态保护和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就 命的精神、决战决胜的状态，努力完 ｜ 常委会牢牢把提大团结大联合主
｜十大生态产业发展、重点生态工程建 成省委省政府交予的脱贫攻坚任务。 题，充分发挥致协统一战线组织的作
设、文化和旅游融合、中医药产业发 ｜ 把联系县的脱贫工作牢牢抓在手 用，广泛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
展等开展调研协商，为推动绿色发展 上，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一方 力量。
献计献策。围绕用好人才资源和激发 面，抓协调、抓项目。主席会议成员 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把协商
企业、社会的创新活力，召开职业教 每人平均召开协调推进会７次，到联 ｜民主贯穿于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共召
育发展、各类专业人才引进使用等协 ｜系县调研６５天。其中，到西和县蹲点 开１０次专题协商会、２６次提案办理协
商座谈会，同政府相关部门和有关方 ｜调研１３次，召开扶贫协调推进会１８ 商评议会。每次召开协商会议之前，
面的代表面对面交流，积极促进了有 次，强化了对帮扶工作的统筹和指 都通过网络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建
｜关问题的解决。
导。主席会议成员调动各方面的资 ｜议。注重增加协商中的互动交流，把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履职尽责。全 ｜源，为联系县协调项日、争取资金， 协商议政的过程作为委员自我学习、

年共办理涉及群众关切的提案６６８ 开展扶贫招商。全年为１０个联系县引 相互提高的过程，作为了解省情、释
件，反映社情民意信息２１７条。按照｜进扶贫项目２６０多项，协调各种扶贫 疑增信的过程，作为沟通思想、加深

５８８ ｌ附录

理解的过程。推动建言资政和疑聚共
识双向发力、发扬民主与增进共识相
向而行，形成了加快全省改革发展的
有机合力。
充分发挥团结统战功能，把更多

从书正在成为省内外各界了解甘肃的 法》，把协商事项、任务细化分解到
窗口。积极为敦煌文博会助力添彩， 各专委会和联系界别，首次召开了专
举办了中华文化与＂一带一路＂论 委会年终工作评议会。整合政协系统
｜坛、＂铁马冰河·丝路诗篇＂朗诵会 ｜ 的力量，邀请市县政协组织参加各类
等系列活动，为全省改革发展增添了 调研、视察和协商活动，形成了全省

的力量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健全民主 精神动力。

政协组织联动合作的工作格局。

党派和工商联参加政协协商的机制
五、以改革创新精神，务实有力 着力提升机关服务、保障的能力
主席会议成员定期走访省级各民主党 ｐ加强致协自身建设
和水平。认真落实省委＂作风建设
派、工商联，先后召开２次沟通协调
｜ 常委会把提升服务保障能力、 ｜年＂活动部署，深人开展作风整治、
会，支持和鼓励他们以集体名义参加 ｜高履职尽责水平、作为谋局开首的先 ｜机关服务效能提升两个＂建设年＂活
｜大会发言、提交提案，邀请相关负责 手棋、基本功，着力推动政协自身建 动。多方面强化＂一线思维＂，集中
先硬起来、强起来。
整治慵、懒、散、慢的问题。改善机
同志列席省政协的一些会议。一年
推进经常性工作提质增效。以提 关办公条件、理顺机关各部门之间的
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参加省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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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ＧＡＮＳＵ

的各类调研、视察、协商活动８０余 高提案质量和办理质量为中心，严格关系，提升了执行力和落实力。按照
次，形成了合作共事的良好局面。着 执行立案审查标准和程序，加大平时 省委安排，全而完成了机构改革的任
力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针对 ｜提案征集力度，着力抓好重点提案的 ｜务。着力建设积极向上的政协文化，

＂两州一县＂特困地区脱贫攻坚、东 策划，立案率大幅提升；积极推进提
乡县水资源利用、藏传佛教人才培养 案办理，８１７件提案全部办复。高度
等问题，深入调研，召开专门协商 ｜重祇调查研究工作，制定省政协《关
会，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建议。主 ｜于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的意见》，明
席会议成员多次走访宗教团体和民族 ｜确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标准，创新调查
宗教界代表人上，听取他们的意见和 研究的方式和途径，打牢了察实情、

举办了９次理论大讲堂、４期书画展、

２期机关干部培训班。加强信息网络
建设，建立＂甘肃政协发布＂微信平

台，创办＂政协云媒＂公众号，《民
主协商报》实现增期扩版，为政协委
员建言参政畅通了渠道，搭建了平
诉求。注重发挥宗教界委员的作用， ｜建真言、谋良策的基础。加大社情民 台。从严从细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引导信教群众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 意信息的约稿、报送力度，上报《甘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
｜方向、促进民族地区改革发展和社会 肃政协信息》８０期，强化了奥情汇集 严格控制会议的数量和规模，严格落
稳定积极贡献力量。加强同省政协港 和民意表达的功能。加强与全国政协 实公务出差和接待有关规定，会议和
｜澳委员的联谊交流，组织港澳委员来 和兄弟省市区政协的联络交流工作， 发文数量明显减少，机关三公经费大
甘考察调研，举办港澳委员培训班， 精心周到地接待了来甘调研视察的团 下降。通过这些努力，机关干部的
引导他们关心关注甘肃的改革发展。 ｜组。加强史料、档案汇编工作，编纂 工作热情、办事效率明显增强，机关
坚持团结鼓劲，提振改革发展的 出版了《甘肃省政协志》《致协华 面貌、干部形象为之一新。
｜精气神。主席会议成员带头在全国性 章》《陇原风景独好》等文史资料。
一年来，常委会工作之所以取得
会议上正面发声，政协委员、各民主 发挥理论研究会和政协智库的作用， 积极、可喜的变化，主要因为：
｜党派、工意联，通过各种渠道，讲述 ｜组织开展了一批有深度的专题研究。

｜ 一是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

甘肃人勤劳质朴的宝贵品格，讲述甘 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强化思想引领和 坚持在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下开展工
肃对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和突出贡 奥论引导专门召开政协系统新闻宜 作，凡是省政协的重要会议、重大活

｜献，讲述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奋 传信息工作会议，修订省政协《新闻 动都主动向省委请示汇报，凡是年度
｜发作为、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和责任 宣传工作办法》等１１项制度，多形 工作报告、协商计划、重要工作安排

｜式、多渠道讲好政协故事，增强了政 都报经省委批准后实施。
二是始终坚持强化理论武装，把
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注重发挥政协委员、专委会和基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层政协组织的作用。制定《加强和改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举办了＂南梁精神学术研讨会＂。编 进委员学习工作的意见》，举办新任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
撰２辑《人文甘肃》丛书，系统挖 委员培训班，建立了政协常委年度履 思想，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以
｜掘、展示甘肃的文化特质和优秀品 职报告、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委员履 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把
格，以提升甘肃人的白信心和自豪 职管理等机制。高度重视专委会工作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度的政治站
感，林铎书记亲自为丛书撰写寄语， 和班子建设，制定《专委会考核办 位、坚定的政治态度贯穿到谋划工

担当。会同陕西、宁夏两省区政协，
深入开展＂南梁精神＂研究，系统收
｜集、整理相关史料和口述史，先后在
庆阳、西安、银川召开座谈会、成功

｜附录｜５８９

作、推动落实的各个方面

舅

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务为目标，在查漏补缺、全面提升上
三是始终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 和省委历次全会精神，高举爱国主 下功夫。学习推广＂＂庄浪模式＂＂宕
位，坚持依照宪法和章程履职尽责， 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团结和民主 昌模式＂的好经验好做法，帮助完善

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 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 ｜贫困户参与、合作社组织、龙头企业
量，做到了献策不决策、参政不添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和广泛凝聚共识作 带动的产业帮扶机制。抓好扶贫招商
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充分发挥协 项目的落地见效，加快扶贫车间、产
乱、监督不强制、题职不缺位。

｜四是始终坚持把各项工作摆到全
｜省大局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中来谋
划，坚持与省委省政府风雨同路、同
死 心同德、同频共振，坚持想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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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的作用， ｜业基地的建设，确保贫困群众有稳定
为打好三大攻坚战、全而建成小康社 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为联系县如期

会、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智慧和 实现脱贫摘帽打下坚实基础。
力量，以优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和人 三、围绕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开展

ＧＡＮＳＵ 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努力把 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一、着力夯实团结奋斗的圳
工作做到党委政府的需要处、人民群
想政治基
众的心坎上
五是始终坚持制度建设，把党中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央、全国政协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及省政协的成熟做法固化下来，推进 精神，引导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各项制度更加完备和定型，做到用制 委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度管人管事，提升了各项工作的规范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
化、程序化水平。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
各位委员，过去一年工作取得的 路。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调研势育

｜组织委员就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营造公
平竞争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同
题。以及十大生态产业推进情况，开
｜展监督性调研。围绕健全农业保险体
系、旅游消费升级、建设丝绸之路信
息港、完善医养结合机制、提升乡村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城市道路下沉防

成绩，是中共甘肃省委坚强领导的结 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 范及治理、城市防汛应急处置及安
果，是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和社会 指引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强大思想 全、公共立体停车场建设、宗教场所
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省政协各参 武器，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管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课题，开
加单位、各级组织和广大委员共同奋 命＂主题教育，以理论大学习、思想 展专项协商。继续做好深化财政金融
斗的结果。我代表省政协常委会在此 大武装促进工作质量的大提升，切实 联动助推绿色产业发展、抓住＂一带
表示诚挚的感谢！
担负起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全 一路＂机遇助推开放型经济等课题的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时代 面贯彻落实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始终 研究。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新方位新使命的要求相比，与省委和 与省委省政府想在一处、干在一起。 ｜ 现绿色发展、促进民营经济振兴，多
广大政协委员的期望相比，我们的工 ｜以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７０周年庆祝 ｜出实招、多献良策。
作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比如，议政建 活动为契机，大力宜传新中国成立特 ｜四、进一步聚起建设幸福美好
言的总体水平还不高，民主监督的方 别是人民政协成立以来的光辉历程和 新甘育的磅碍力量
式和途径仍比较单一，委员主体作用 非凡成就，引导各党派、各团体、各 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人
的发挥还不充分，专委会的基础性作 ｜界别坚守合作初心、牢记时代使命， 民团体的协裔共事，联合开展更多的
用还有待加强，等等。对这些问题， 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调研视察活动，通过更广泛的民主协
我们将高度重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 二、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献计 商、更深人的民主监督，最大限度地
｜加以改进。
为全省改革发展聚民心、凝人心、筑
出力
｜
深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第
同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和宗教政
２０１９年主要工作
部署、动员各级政协委员、政协组织 ｜策，把各族各界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 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力量，围绕 周围，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
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产业扶贫开展调研协商、重点就特色 论认同、情感认同，巩固和发展民族
键之年。常委会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产业培育、完善资金保障、构建营销 团结、宗教和顺、社会稳定的良好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体系、加大技术支持、强化风险管 面。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港澳台同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 控、增强产业带贫功能等献计献策。 胸和海外侨胸等方面的联系，广泛凝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抓好联系县的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整 聚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继续深化南梁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 合帮扶力量，完善帮扶机制，紧扣脱 革命史专题研究，编好《人文甘肃》
重要讲话和＂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 ｜贫验收标准，以今年基本完成脱贫任 ｜丛书，进一步提升甘肃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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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感召力，以文化的自信提振加快 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进一步提升 于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一系列决策部
发展的信心。
｜ 五、以党的建设为统领推进履职
能力的提升

持续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入贯

彻党中央和省委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的决策部署，突出政协
｜特色抓党建，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实到

履职尽责的全过程，强化政协党组织

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社会号召力。切实提升委员履

议政建言的便捷性、实效性。切实发 署，持续深化党风巢政建设，深入推

挥专委会团结联系委员和界别的作 ｜进反腐败斗争，大力营造风清气正、
｜用，调动专委会班子成员和专委会委 勇于作为的良好氛围。各位委员，民
员的主动性、创造性，让专委会工作 主凝聚力量，团结成就伟业。站在新
更扎实、更活跃。发挥政协系统的整 的历史方位，人民政协任重道远；在
体优势，加强与市县政协的联系，联 新的使命和任务面前，人民政协大有 甘肃
合开展调研视察工作，引导政协组织 可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和委员跨区域协裔议政，共同完成省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 ｜年鉴
委省政府交给的一些综合性任务。加 中共甘肃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协 ２Ｏ
强机关信息化建设和干部素质培训， ｜力、携手前行，团结进取、奋发有 ＧＡＮＳＵ

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抓好委员 不断提高政协机关统筹协调和服务保 为，努力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
教育培训，强化委员履职情况的考 ｜障能力，持续提升机关干部的素质和 新的更大贡献。
核；开辟委员履职的新路径，新建省 能力。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

（供稿：秦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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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肃省委２０１８年度重要意见目录

中共甘肃省委发文

文件号

成文日期

《关于实施乡村梅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１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

《美于加强网格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构建生为产业体系模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决定］

｜甘发（２０１８］３号

甘发（２０１８］６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２日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６日

《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７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６日

《关于加快抱进大规模国土绿化的实施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Ｊ０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４日

《美于进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１２考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６日

甘发［２０１８］１３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

文件名

《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案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实施意〕
《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见》
｜《美于印发＜甘肃省深入开展＂转变作凤改善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发〔２０１８〕１４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４日

甘发（２０１８〕］１５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６日

《关于打赢脱赏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２０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 Ｂ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廿发［２０１８〕２１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３日

｜《美于管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协优奔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样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

｜甘发［２０１８）２２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

《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湾杂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廿发［２０１８）２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

（供稿：张小华）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度重要文件目录
甘肃者人民政府令

文件号

成文日期

《甘育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１４０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日

《甘肃省消防安全信用信息管理规定》

《第１４１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日

《甘肃省税收保障办法》

（第１４２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日

《甘肃省地悉管理办法》

（第１４３号》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１日

《甘育省铁路安全管理规定》

（第１４４号）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

《甘育省工伪保险实施办法》

（第１４５专）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３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甘肃省物业管理办法的决定）

（第１４６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７日

文体名

５９２｜附 录

甘常省人民改府发文

文件名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地下水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国的通知）

文件号

成文日期

｜甘改发［２０１７］９号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矿产资源权益全剖度改革实她方案的通知）

甘攻发（２０１８］Ｉ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６：
甘政发（２０１８］７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３目

甘肃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专利笑励的决定》

十政发［２０１８〕］１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香查的通知）

计改发［２０１８）１４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日

２０Ｉ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振彩２０１７年甘肃名牌产品企业的决定》

计放发［２０１８）１５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７Ｅ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１８）Ｉ８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军换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意见》

甘政发（２０１８〕１９号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育省强化实施创新腿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制业万众创酬
深入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政支［２０１８）２１号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７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甘改发［２０１８〕１０ 号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８年森林防文命令》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分解落实２０１８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１８）１６号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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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３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子印发深入开展＂持变作风改春发展环境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１８〕３４号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商置物流业的意见》

甘放发（２０１８）３７号 ２０１８年５月８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全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玲越发展先进集体的决定》

甘政发〔２０１８）４０号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７年度者长金融奖获奖单位的决建》

甘政变（２０１８）４９号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探索建立涉衣资全既筹整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

甘政发［２０１８）５０号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７日

《甘肃省人民政种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责决定机制的实她意见）

十政发（２０１８）５８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７！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１８）６１号 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Ａ疾儿主康复技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甘改发［２０１８）６２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意见》

甘政发［２０１８）６４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７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子认定白银刘川工业集中区等１１个区为省域开发区的批复》

甘改函［２０１８］１４０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１ 日

《甘育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皋兰县等６个县市区逻出贫困县的通知》

甘政函［２０１８］１４３号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９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七里河区等１２个县区退出贫用县的通知］

时政画［２０１８］１４４考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

《什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者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作战方案（２０１ｓ－—０２０年）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１８）６８号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６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机构设置的通

计政发（２０１８）７３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Ｉ５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规政府都门第二十二就取消和调些行政审就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甘政发（２０１８）７４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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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出版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志办公室、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武警部队改治察编研
部、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史志（年鉴）机构

为确保地方综合年答编纂出版质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根
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

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结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实际，在充分
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改从定了《地方综合年器编

纂出版规定》，现予印发，诗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情况执行。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

缘弱

甘肃

年鉴

人ｇ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说明：（１）本索引主体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方法，按主题词首字的汉语拼音字每顺序排列。
（２）栏目、分目标题用黑体字表明

｜（３）索引名称后的数字表示内容所在的页码，数字后面的ａ、ｂ、ｃ表示栏别
（４）辅助的资料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列。

Ａ
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４１５ａ

｜《爱在左，同情在右》获得社中央优
｜ 秀新闻作品奖 １４０ａ

安定区４３２ａ
｜安环管理 ２０３１

安宁区 ３７５ａ
安全保卫与保密 ６２
安全督查 ２７９ａ
安全飞行 ２３７

安全风险管控 ２６５ｃ
安全管理 ２０４ｃ

安全环保 １９６ａ，１９９ｃ，２０ｌｅ

安全生产 １１４ｅ，２０２ｅ，２１２
安全生产法治建设 １１３ｂ

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 １１４ａ
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 ３７０ｅ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 １１３

安全运输生产 ２３５ｃ

｜Ｂ
白龙江林业管理 １８７ａ
白银区 ３８５ｂ

白银市 ３８３ｃ

版权管理 ３４５ｃ
版权执法与法律服务 ３４６ｕ
办公用房管理 １１７ｅ
帮扶工作１９１ｃ

保密法治宣传教育 ８ｌｃ

｜保密干部培训 ８１ｂ

保密工作 ８１ａ
｜保密工作督查 ８１ｂ
保密机构改革 ８ｌａ

保密检查查处 ８１ｂ

保密科技及服务保障 ８Ｉｃ
保障服务 ３０３ｂ

保障改善民生 ２４５ａ，２８ａ
保障与服务 ２９７
保障与协调６１ｂ

报刊出版核验 ３４６ｅ

报刊监管和审读 ３４６ｂ
报业经营 ３４８ａ

｜暴雨 ３５ｌｃ
｜北京甘肃企业商会向东乡县捐赠仪

｜式 １４２ｂ
本科教学审核评估 ３０！

标准定额 ２７７ａ
标准化管理 ２５ｌａ
表彰奖励 １４２ｃ
殡葬管理工作３６２ｂ

冰雹 ３５２ｂ
博物馆工作 ３３０ｃ
不动产统一登记及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 ２６８ｈ
部分高校 ２９２ｂ
部分企业选介 ２１０ｂ

部分医疗机构 ３３９ｂ
｜部门预算监管 ２５Ｓｃ
部署开展＂百日会战＂１７５ａ

｜索 引｜ ５９７

｜朝圣·教煌创作工程 ３３２ｅ

车辆和驾驶人管理 １７ｌｃ

财经服务７２ａ

财税金融保险 ３７９ｂ，４１６ｂ

财政监察 ２５８ｃ

成人高校招生 ２９１ｅ
成县 ４４０ｂ
诚信建设制度化 ８２ｃ
承办全国社科联联席会议 １５９ａ

城关区 ３７２（

甘肃

｜财政金融５４６

ａ０ｇ

财政金融证券保险 ３６９０
财政审计 ２５９ｃ

｜ＹＥＡＲＢ００Ｋ

采矿权设置 ２７０ａ
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工作 城乡发展投资 ２８１ｂ

财政金融保险 ３８９ｂ，３９７ｂ，４０３ａ， ｜城市地质和旅游地质 ２７２ｅ

年鉴 ４３８ｃ，４５３ｂ

ＧＡＮＳＵ 财政预算与管理 ２５６ａ

２５９ａ

｜城市管理执法监督 ２８０

城市规划 ２７５
城市建设 ３７１
城市建设 ２７３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２８０

城乡建设 ３６９ｂ
城乡建设用地调剂管理 ２６７ｂ

｜参加中国侨联＂十代会＂１５
参事工作 １１２ａ
｜崇信县 ４１９ｃ
参政议政 １２１ｂ，１３１ｃ，１３５ａ，１３６ｂ 筹备申办非公经济发展论坛 １３４５
残疾人就业创业与技能培训 １５０ｅ 出版管理工作 ３４５ａ
｜残疾人康复 １５０ｂ

残疾人＂两项补贴＂３６
残疾人体育文化宜传事业 １５１ａ
残疾人脱贫攻坚和兜底保障１５０ｂ
残疾预防工作 １５０

藏品管理 ３３１ａ
藏区统战工作 ７０ａ
草原防火 １８６ｂ

出访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１５：

出访马来西亚、泰国 １５２ｅ
出入境监管防控 ２６２ｅ
储量评审备案及价教评估 ２６９：
传染病普遍防控 ３３７ｅ
传染病重点防控 ３３７ｅ
传统教育与理论研究 １３２ｅ
创建省级文明单位 ２６２ｅ

草原生态奖补 １８６ｂ

创新创业 １４３，２１０ａ，３１２ａ

草原执法监督１８６ｅ
草原资源管理 １８５ｂ

创新体系建设 ３１９ａ

｜草原生物灾害防治 １８６ｂ
｜草原资源与生态监测 １８７ａ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成就 ２７３ｂ
测绘行业管理 ２７３ａ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１５３ｂ
｜创新研发 ２２２ｅ

慈善救助 ３６０ｂ
慈善募捐实现新突破 １５Ｓ
｜慈善项目１５４５

测绘与地理信息 ２７３ａ
测绘资质单位现状 ２７３ａ

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 ２９０ｂ

产教研融合 ３１３ｂ

１４０５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２０６ｂ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 ２９０ｅ
《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

产品产量 １９３ｃ，１９４ｅ

村镇规划 ２７６ａ

产品结构调整１９５ａ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２５０：
产业调整升级 ３８４ｂ
｜产业扶贫 １９ｌａ

村镇规划建设 ２７６

村镇建设 ２７６ａ
存量资产及投资收益管理 ２３９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１８４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３１９％ｈ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７９ｔ

党风磨政建设６８ｅ
党管外事 １０７ａ

党建工作 ６４ａ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６１ｃ
党史编撰与出版 ８５ｂ

党史工作 ８５ａ
党史课题研究与资料征编 ８５ｂ
党史书籍影视审读审看 ８５ｃ

｜党史宣传教育 ８５
党史业务指导 ８６ａ
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
｜战工作７０ｈ
党校工作 ８８（

党员干部政治思想建设 ６２

党政机关软件正版化检查 ３４５ｃ
宕昌县４４ａ

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３５７ｂ

｜档案管理与利用 ３５７ｂ

｜档案管理制度建设 ３５７ａ
｜档案开发利用 ３５７ｈ

档案收集整理 ３５７ａ

导游人员管理 ３２８ａ
道路安全整治 １７ｌｅ
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控３８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２１８ｂ
地方立法与监督工作 ９４ａ
地方志工作 ３５８ａ
｜地理概况 ４５ａ

地理国情监测２７３ｂ
地理信息成果与地图服务 ２７３ｈ
地理信息及测绘业 ２７２ａ
｜地情资料编研和旧志整理 ３５８ｂ
地热勘查 ２７１．
地下水调查与监测 ２７ｌｃ

地震 ３５６ａ

地震活动３５６ａ

地征收制度改革 ２６８ｅ
地质调查 ２７１ａ
地质环境 ２７０ｃ

产业扶贫脱贫 １７９ｂ

｜产业结构调整１９４ａ，２０２ｂ，２０４ｂ

｜猪疸防控工作 １８０ｂ

大气污染防治 ２８ｅ
大数据建设 ３７１ｂ

产业拓展延伸 ２０２ｂ

搭建商协会及旅游国际交流合作平 地质矿产勘查 ２６９ｈ
台１０９ｅ

｜产业综述 ３２５ａ
常务委员会会议 １１９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２７１ａ

打击违法犯罪 １７ｌａ，２６３ａ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７０ｅ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灾情统计

产业效益 ３２５：

｜常住人口 ５１ｃ

｜５９８｜索 引

大风和沙尘 ３５２

＂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和非洲 ２７２ｂ

第八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

敦煌市 ４１２ａ

｜节 ３２８ｂ

多党合作制度 ７０ａ

第二属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

｜Ｅ

｜１１３ａ

第二十四届兰洽会２２５ｂ

第六届甘肃省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儿童工作
动８２ａ

Ｆ

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
｜ 会 ２２９ａ，３２９ｃ，３３１ｅ，４１２ｃ

第十三期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

１１０ｂ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２６１ｅ

｜发展与改革 ２４３ａ
法规制度建设 １１８ｂ
｜法律服务 １７７ｃ

第五届甘肃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意
风＂公益广告征集评选活动 ８２

｜法院 １７４ａ
法院司法队伍建设 １７５ｃ

｜电力安全监管 ２６５，２８４

法治宜传教育 １７８ａ

电力稽查 ２６Ｓｂ，２８Ｓｂ
电力生产 ２１４ｂ

电能替代 ２１４ｂ
电气火灾综合治理 ２１４ａ

电网发展与建设 ２１３ｂ
电网工程建设 ２１３ｂ

电信 ２４１ｃ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２３９ｂ
电子商务 ２２４ｅ

电子银行 ２２
调查研究 １２９ｂ，６ｌｅ．７１
调查与调研１４ｌａ
调结构转方式 ２４２ａ
调研工作 １６４ｂ
｜ 迭部县４５７ａ

法治政府建设 １７０ａ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２２１ｂ
防范基层财政运行风险 ２５９ｂ
防沙治沙 １８３ｂ

｜防汛工作 ２１２ｂ
｜防汛抗旱１１４ｂ
｜房地产开发 ４０２ｅ

房地产开发 ３６８ｅ，３８１ｂ，３８９ａ

３９６ｃ，４０９ａ，４３８ｂ

动物疫病防控 ３２３

督查洛实６１ａ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３４８ｂ
读者服务 ３０ａ
｜队伍建设 ２９６１

对公业务 ２２１ｅ
对台宣传８８ｂ

服务品牌 ２３７ｃ

服务＂三农＂２２０ｅ
｜服务社会 ２２６ｂ，３１０ｂ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２１８ｈ，２２０ｃ
服务县域＂三农＂２２１ｌｃ

服务业 ５３ｔ

甘肃

服务中心工作 ６ｌａ

２０Ｍｇ

服务用户 ２４２ｅ

年鉴

｜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１０％ｂ
｜妇女儿童权益维护 １４９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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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改革创新 ２００ｃ

改革改制２１１ｂ
改革管理 １９６
＂改革开放４０年新变迁·脱贫攻坚看
甘肃＂２０１８全国百家网媒扶贫攻坚

典型宣传活动成功举办 ３４７ｅ
｜改革推进与督察督办７２ａ

１１ｌａ，１４ｅ，１５０ａ，１５１ｂ，

１５４ｂ，１５５ｃ

干部队伍建设 ６５ｂ
干旱３５２ａ
＂放管服＂改革 １０６ａ，２４８ｃ， 甘谷县 ３９３ｂ
３６３ａ，３８４ｅ
甘南藏族自治州 ４５２ａ
飞行运行监管 ２３
甘肃九三书画院召开成立座谈会

房地产市场监管 ２７４ｂ
房地产业 ３７９ａ

｜非钠产业 ２１３ａ

｜定点帮扶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脱贫 非公经济 ２２８
非公经济发展 ４３８Ｃ
｜攻坚 １３０ａ

定西市４３０ａ
东乡族自治县 ４５０ｃ
冬季错峰生产 ２０５ｃ

｜服务科技工作者 １５３ｃ
服务贫困地区项目 ２２６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７０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３２６ｂ

非学历教育考试 ２９２ａ
风物名胜 ４８ｃ
风险防控 ２１６ｂ，２２０ｂ，２２
扶贫开发与建设 １９０ｃ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１２６ｅ

甘肃民族地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成就
展 ２２９ｈ

甘肃日报工作 ３４８ａ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９０ａ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１５０ａ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
会 １５０ａ

甘肃省慈善总会 １５４ｂ
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９５ｂ

对外合作 ２０ｌｅ

扶贫审计 ２５９ｂ，２６０ｅ
扶贫助困工作 １３３ｃ
服务保障 ２４１ｃ

对外交流与合作 ２９９ｂ，３００ｅ，

服务地方 ３０９ｃ

对外开放 ３７２ａ，３８５ａ

服务发展 ２５４ａ
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１０８

员会第七次会议 ９８ａ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服务节会 １０９ａ
服务经济发展 ２６３ｃ

员会第三次会议 ９６ｃ

｜服务经济社会 ８０ｃ

员会第四次会议 ９７ａ

对外交流 ２９４ｅ，３１３ｂ，３２９ｂ

３０２ａ，３０８ｅ

对外贸易２２４ａ
对外文化交流 ３２６ａ

对外宣传工作 ６７ｂ

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１６９ｃ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９６ｅ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３

员会第六次会议９８ａ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索 引｜５９９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甘肃省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
荣誉表彰条例）办法》６５ａ
员会第五次会议 ９７ｂ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 １５８ａ
员会第一次会议９６ｂ
甘肃省３位科学家获２０１８年何梁何利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汉
基金奖 １５４ｂ
会议９５ｂ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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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１５１
甘肃省电影家协会１５６ｃ
甘肃省法学会 １６０ａ

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２７８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２７７ｅ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２７７ｃ

甘肃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

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１４２ａ

全体会议 １６６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１５５ｃ
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１５９ａ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２０ｃ

甘肃省舞蹈家协会１５７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１４７ｃ
２０１９｜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
甘肃省戏剧家协会 １５６ｂ
１４１ａ
ＧＡＮＳＵ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第十 甘肃省消防总队集体退出现役 １１６ｃ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工程建设管理 ２７ｃ
工程造价监管 ２７ｈ

二届二次执委会议１４２ｂ

工业和建筑业４３０ｅ

工业和建筑业 ３６８ａ，４０２ａ，４０９ａ

工业和建筑业 ５３ｂ

工业交通投资 ２３９ａ

工业经济 ４２４ａ，４３８ｂ，４４５

甘肃省信用联社 ２２２ａ
｜工业经济综述 １９３ａ
甘肃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四届一次理事 甘肃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 工业与建筑业 ３７９ａ，３８ｌａ，３８

会１４２ｂ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１５１ｂ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１５９ｃ
甘肃省机构改革方案 ４９８ａ
甘肃省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青春故

事分享会１４５ｃ

１４６

甘肃省音乐家协会１５６

甘肃省杂技家协会 １５８ｂ

｜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４８１ａ

甘肃省总工会 １４３

甘肃省作家协会 １５６ｂ

３９６ｅ，４１６ａ，４５３ａ

工资薪酬改革 ３６Ｓｅ
工作成效及荣誉 ２５９ａ

公安 １７０ｅ

公安机关＂放管服＂改革 １７０ｅ
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１７ｌａ

１３１ｂ

公安信息化建设 １７１
公共安全管理 １７１ｂ

甘肃银行 ２２１ｂ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２１０ａ
公共卫生检测 ３３８ｂ

甘肃省科学院 ３２１ｃ

大杰出消防卫士＂１７ｈ
甘州区４０４ａ

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１５７ｅ

港澳事务 １１：

甘肃省纪念杨静仁同志诞辰１００周１
座谈会８６ｂ

甘肃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 １２５ｂ
甘肃省军区１６１ａ

甘肃首个民革党员之家落户邓园

甘肃行政学院 ８９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１７７ｅ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 ４８２ｂ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１５３ａ

甘肃总队邓四林当选全国第四届＂十 公共机构节能 １１８ａ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 １５７ａ

钢铁工业 １９３ｃ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３２２１
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 ７０ｂ
甘肃省侨联六届八次全委会议召开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１２３ｂ

１５１ｌｅ

港澳台文化交流 ３２６ａ
甘肃省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全体 皋兰县 ３７６ｃ
会议１４５ｃ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图片加

２２９ｂ

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活
动６９ａ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２６８ａ
｜高层参访 ８８ａ

高层互访１０７

高等教育 ２８８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２９２ｂ
甘肃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五 高峰会议 ３３２ａ
一劳动奖大会 １４４ｂ

高速公路管理 ２３３ａ

高速公路运营 ２３２ａ
甘肃省人民检察机关恢复重建４０周 高台县４０６ｂ
甘肃省曲艺家协会１５７ｂ
年成就展 １７４ａ

高温３５２ａ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 ｜个人业务 ２２ｌｅ
立 １１ｌｅ
各类展览 ３３２ｅ
甘肃省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数据 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 ２６７
交接 ２５５ｃ
耕地占补平衡调空 ２６７ｃ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１５９ａ
工程地质项目 ２７２ａ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３２４１
工程技术 ２０１ｃ
甘肃省摄影家协会１５８ａ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 ２７７ａ

６００｜索 引

公共文化服务 ３４７ａ
公共文化与服务 ３２５ｈ
公共消防安全的人民卫士班玛南

１１７ｅ

公共资源交易 ２２８ｂ
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共享 ２２８Ｍ
公积金监管 ２７５Ｓｈ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 ２３８ｂ
公路养护 ２３Ｉｅ
｜公路运输 ２３１

公务接待６１ｂ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和管理 １１７ｅ

公益诉讼检察 １７３
公园建设与森林生态旅游 １８３ｅ

公众气象服务 ３５３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９３
｜供水用水 １８Ｍａ

｜供销合作 ２２５ｃ
｜共青团甘肃省委员会 １４４Ｃ

构建良好政治生态 １７５ａ
古浪县 ３９９ａ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６８ｅ

固定资产投资５４３

固定资产投资与项目建设 ３８９ａ

固体废物及危化品污染防治 ２８４ａ

瓜州县 ４１３ｂ
瓜州县大力推进配售电改革 ４１４ａ
关爱帮扶青少年８Ａｃ
｜关爱留守儿童 １４７ｂ，１４１

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５３４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２８３ａ
国内首座百兆瓦级光热电站并网发 ｜环境监测 ２８２ｅ
电 ２４６ａ
｜环境应急管理 ２８３ａ
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２９７ｅ
环境影响及评价管理 ２８３ｂ
环境执法监管 ２８２ｃ
国有经济运行 ２４７ｂ

国有林场改革与发展 １８３ｂ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８４ｂ
《关于甘肃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提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 ２７５ａ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２４７ｂ
案》１４０
《关于加快我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国有资产监管 ２４８ｂ
国资国企改革 ２４７ｃ
发展的建议》１４０ｅ
过剩产能淘汰
２７０ｂ
《关于尽快开工建设定西至平凉至庆
阳铁路的提案》１４０ｃ
馆员、研究员艺术创作 ３５７
管理创新 ２２８：

管理改革 １９７ｂ

Ｈ

海关工作 ２６２（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海外联谊７ａ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８８ｅ

韩江洲一行来甘调研双拥工作 １６ｅ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训词消防救授实战
演练 １１６ｅ
灌涨管理 １８９ｃ

灌区管理 １８９ｂ，１９０ａ
光荣牌悬挂工作 １６６ａ

广播电视安全整治 ３４６０
广播影视 ３４６ｃ

广告监管 ２５２ｂ
广河县 ４４９ａ
规划编制２７５Ｓｅ

规划管理 ２７６ａ

｜环县 ４２９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草原生态忆
复＂课题调研座谈会１４０ａ
徽县 ４４１ｃ
会宁县 ３８６ｂ
会议论坛 ３３２ａ

年鉴

２０ｇ
ＧＡＮＳＵ

会展业 ２２４ａ

婚姻登记 ３６２ｂ

火灾防控 １１５
｜火灾形势分析 １１Ｓｅ
货币发行管理 ２１６ａ

货运产品供给 ２３４ｅ

寒潮、强降温 ３５２ｃ
夯实基层工会基础 １４４ａ

航行新技术应用 ２３６ｔ
合水县 ４２７ａ
合作交流 ３０５ｃ，３０９ｅ，３２３ｅ

合作市４５４ｂ

机场安全保障 ２３５ｃ
机场建设 ２３６ｅ
机车、乘务交路 ２３５：

和政县 ４５０ｂ
河湖长制１８８ｃ
｜核与辐射管理 ２８３０

机构编制督查 ７８ａ

｜红古区 ３７５ｂ
｜红色旅游 ３２７ａ

机构编制管理信息化建设 ７７ｃ

规划政策制定２４３ａ
红十字事业 ３３８ｃ
｜＂规下转规上＂企业培育行动 ２１０ｂ 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１３５

机构编制工作 ７７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７７ｃ

机构改革 ２４７ａ，２４８ｂ，２５３ｃ，

２６２ｅ，３２５ａ，，３５ａ，３５９ａ．７８ａ

国防动员 １６１ｂ

＂互联网＋ＥＴＣ发行＂２３４ａ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７８Ｍａ
机关党的理论武装 ７８ｂ

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 ３４ｌ

＂互联网·智能收费＂２３４

国际合作与交流 ３０４ａ

甘肃

｜＂互联网＋服务平台＂２３３ｂ

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７８ｃ

国际交流合作 ３１Ｓｅ

｜护航经济发展 １７Ｉｂ

机关事务管理 １１７ｃ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２７０ｂ

护理水平建设 ３４４ａ
华池县４２６ｂ

基层基础建设 １７３ｃ
基层建设 １４５ｂ，１６１ｌｅ

画院工作 ３３２
环保督察 ２８１ｃ
环保管理 １９８ｂ

基层行活动１６０ｅ

国际陆港进口肉类指定查验场通过验 ｜护航民营经济发展 １７８ａ
４５１ｂ
收３９
｜＂护航脱贫攻坚＂专题集中采访活动 基本建设项目投资 ２３４５
｜１２５ｅ
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１７４ｅ
国际运输 ２３４
护理服务 ３４２ｂ
国家地下水监测 ２７１ｃ
基层关工委建设 ８５ａ
国家骨干坝除险加固任务 １８９ｂ
国家级公益性农产品示范市场 ２２４ａ 华亭撤县设市 ４２１ｃ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山地质环境量 华亭市 ４２０ｃ

治２７１ａ
国家人社部表彰４６６ａ
国家审计 ２６０ｂ
国家税务 ２５４ａ
国库标准化建设 ２１６ａ

国民经济 ３７３ａ

国内公务接待管理 １１８：
国内旅游市场 ３２６ｅ

环境 ４０３ｃ，４５４ａ
环境保护 ３８０ａ，３９０，４１７ａ，４３１ｃ
环境保护与安全生产 ３９８ａ
环境保护与自然灾害 ４４６
环境地质和农业地质 ２７２ｅ

基层民众交流 ８８ａ

基层卫生服务 ３３６

基层组织建设 １４７ｃ
基础保障实现历史性突破 １７８ｂ
基础测绘信息与更新 ２７３ｂ

基础测绘与地理国情监测 ２７３ａ

基础地质调查 ２６９ｈ
基础建设 ２３７ａ

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索 引 ｌ６０１

２８７ａ

基础设施 ２４２ｂ

署

｜基础设施贯彻国防要求 １６７ａ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３１ａ

基建与技改 １９５ｂ
疾病预防控制 ３３７ｃ

计量监督管理 ２５１ｌａ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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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１２６ａ

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１２７
纪检监察制度改革 ７６ａ

２ 纪念黄炎培诞辰１７０周年座谈４
ＧＡＮＳＵ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纪念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７０
周年１３１ａ

｜技术创新 １９７ｅ，２０５ｃ
加快建设旅游强省５８ａ
加快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 ５８ａ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１２６ａ

｜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６９ｅ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建设 ２８９ｅ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１０９

加强纪律建设和日常监督 ７９ｂ

｜加强新时代人才培养引进工作 ５９ｃ

交流与合作 １３２ａ

交流与培训 ７１ｂ

｜交通安全装备保降 １７２ｂ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 １７２ｂ

经济委员会 １２２ｃ

交通项目建设 ２４３０
交通邮电４４５ｃ

｜经济运行 ２４３ａ

｜经济效益 ２０７ｅ

交通邮电３７９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５９，２６０
经济指标 １９８ｅ，２１２ｂ

教师队伍 ３１５ａ

教师队伍建设 ３１７ｅ

教学工作 ３００ａ
教学教研 ２９８ｂ

｜教学教研３０１ａ

教学教研成果获奖 ３１５

｜教学科研 ３１６ａ

｜教学培训 ８９ｃ，９０ｂ
教学研究 ３４０ｂ
教研教学 ３０２ｂ
教育 ４２４５
教育管理 ２８９

教育教学 ２９７ａ
教育教学改革 ３０９ｂ

价格监督检查 ２５０ｂ

｜教育卫生体育 ３８Ｓａ

监测与信息化 １８９ｂ
监测预报 ３５６
｜监督工作 ９４ｂ

教育与科技 ４０９ｃ
教育与体育 ４３９ａ
接警抢险 １１４ｃ

节能减排 １９４ｂ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践运用 节能降耗 ２８４ｂ
节能开发 ２１２ａ
｜１２６５
金昌市 ３８０ｂ
｜监管模式调整改革 ２３６ｅ
监狱工作 １７７ａ
金川区３８２ａ
金融安全稳定 ２２Ｃ
｜ 检察 １７３ｂ
金融保险４０９ｅ
｜检察改革 １７３
建材工业 ２０５ａ
建功立业 １４３ａ

建设巾东扶贫车间及产业扶贫 １４８ｃ
｜建设科技 ２７９ｂ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２６８ａ
建言献策 １３２ａ，１３８ｅ

建议提案办理 １０６ａ

｜建置沿革４８ｂ
建筑节能与科技 ２７９ｂ

建筑市场监管２７８ｃ
健康扶贫工作 ３３７ｂ
｜降水 ３５１ｂ

交流合作 ２９６ｅ，３１６ｈ
交流活动 ３２２ｂ

｜６０２ Ｉ索 引

｜经济体制改革 ７２ａ

｜交通通信 ３６９

｜喜峪关市 ３７８ｂ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５９ｈ

泾川县４１８ｈ
经济合作 ２２５ａ

交通脱贫攻坚 ２３１ｂ

教育教学工作 ２９５ｅ
教育卫生 ３７２ｂ

｜价格管理 ２４ｅ

进一步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５８ｂ

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２０７ａ

经营管理 ２０ｌｅ

经营业绩 １９６
经营与管理 ２１４ａ
精品报刊出版 ３４６ｂ

精品创作生产 ３４７ａ
精神扶贫 １９１ｂ
｜精神文明建设 ８１ｃ

精神文明五大创建活动 ８２ｈ
｜精细化工产业 ３７Ｉｂ

精准帮扶１３９ａ

＂精准帮扶爱心捐赠＂敦护车捐赠暨
｜扶贫助学活动１３４ａ

景电二期向民勤调水１９０ａ

景泰川电力提灌 １８９ｃ
景泰县 ３８７ｃ
竞技体育 ３３３ａ
靖远县 ３８７ｅ

静宁县 ４２２ｃ
境内境外会展交流 ２２５

｜境内外宣传促销 ３２６ｅ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１３８ａ

＂九三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
动１３９ｅ
酒泉市４０８ａ
救援能力建设 １１６ａ

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５４ｂ

金融调控管理 ２１５ａ

居民收支调查 ２６２ａ

｜金融服务 ２１６ｂ

坛１５４ａ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２１８ａ
金融服务改革 ２１６ｃ
｜金融机构调控 ２１５ａ

检融机构管理检查 ２１５ｂ
金融精准扶贫 ２１９ａ
金融审计 ２６１ｌａ
金融市场整治２１６ｃ

金融体制改革 ２１９ａ
金融业务 ２１４

金融证券保险 ３８１ｂ

金融助力非公企业发展 ２２９
金塔县 ４１２ｃ

举办第二届兰州国际生物医学高峰论
｜举办科技创新大赛 １５４ａ

举办粮食安全高峰论坛 ２４７ａ

举办＂侨领侨商市州行——走进张
｜掖＂活动 １５２ｂ

举办校庆 ２９９

决策咨询及党刊编辑 １１１ｂ

军地联合应急指挥体系 １６７ｃ
军地人才双向交流 １６７

军队后勤保障 １６７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１６６
军民融合发展 ２３８ａ

军民融合发展 １６６ｃ

军民融合发展规划实施 １６６１

Ｋ
开放办学 ３０９ａ，３１０ｃ

科研教学与培训 ３４２ｃ

离休干部生活待遇经费保障 ８３ｃ

科研立项 ３２０ａ

理论研究工作 １３５ｃ
历史名人 ５０ｃ
｜连阴雨 ３５２

科研开发 ３２２ａ

科研平台及鉴定验收成果 ３２３ａ
科研申报 ３２４ｂ
科研项目 ３００ｂ

开展帮扶救助 １４３ｂ
｜科研项目申报与奖励 ３４
开展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监督性调 客货运输 ２３２ａ
课题调研 １１ｌａ
研 １２１ｂ
开展审查调查 １２６ｂ
课题评审 １６０１
开展营造甘肃省良好营商环境监督性 空防安全监管 ２３６ａ
｜视察 １２ｌａ
空管安全运行监管 ２３６ｂ
岭铜区 ４１７ｂ
开展政策法规清理 １６４ｅ
口岸建设 ２２４ｂ
勘察设计 ２７９ｃ
｜口述历史课题研究
３５８ａ
康乐县 ４４８ａ
康县 ４４３ａ
决递服务２４ｌａ
｜矿产地质勘查 ２７１ｂ
考古发掘 ３２８ｅ
矿产开发利用 ２７０ａ
｜科技产业化工作 ３２２０

科技成果 １９８ａ，３２０ｅ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转让３２３ｅ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３２
科技创新 １９５

科技创新发展 ２４８ａ

｜科技创新和医学教育 ３４２ｂ

科技扶贫脱贫 ３２０ａ
科技交流合作 ３２０ｂ

科技教育卫生文化 ３７９
｜科技教育文化 ４３１ｂ
科技平台 ３２４０
｜科技体制改革 ３１８ｂ
｜科技项目创新 １９４

科技项目研发 ３１９ａ
｜科技协同创新 １６７ａ
科技研发 １９６ｅ

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 ２３７
科技应用 ３２ｌｃ
科技与教育 ３７０ａ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１５３ｃ
科教文卫体委员会 １２３ａ
｜科学技术 ３１８ａ

科学技术和教育 ５４ｃ
科学研究 ２９３ｂ
｜科研成果 ３１５ｃ
科研创新 ２１１ａ

矿产资源 ２６９ａ
矿产资源规划 ２６９ｂ
矿产资源现状 ２６９ａ
矿类统计 ２７０ａ

矿山监管 １１４

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 ２７０ｅ

礼县 ４４２ｃ

联通２４２ｂ

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 ９５ａ

联谊会工作 １３５ｃ
炼油化工 ２０１ｂ

甘肃
年鉴

粮食产量调查 ２６２ｂ
粮食产业经济发展 ２４６ｂ

２０ｇ

凉州区 ３９８ａ

ＧＡＮＳＵ

粮食和物资储备 ２４６ａ
｜粮食库存大清查试点 ２４６

｜粮食流通监管 ２４６ｃ
粮食流通项目建设 ２４６ａ
粮食生产 １７９ａ
两不愁三保暲 １９ｌａ
｜两当县 ４４１ａ

两化融合和信息产业 １９３１
林果产业 １８２
｜林业产业 １８

林业扶贫 １８３ｃ

｜林业改革 １８４５

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制定 ｜林业科技 １８４ｅ

２６９ａ

矿业权核查与审批 ２７０ｂ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１８知ａ，１８８：
林业执法 １８７ｅ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 ２７Ｃ

林业资金落实 １８２ｂ

扩大对外开放 ２４５ａ

临床发展 ３４３ｂ

矿政管理 ２７０ａ

Ｌ
｜兰白国家自创区建设 ３８４ｃ

｜林业资源管理 １８１ａ

临客及旅游列车开行 ２３５ａ
临潭县４５６ｂ

临洮县 ４３６ｃ
临夏回族自治州 ４４ｃ

＂兰洽会＂签约 ２２６ｂ
临夏市 ４４７ａ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兰白 《临夏市＂以地为主、兼顾房屋＂征
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 ３１８ｃ 地拆迁补偿项目》获得第五届＂中
兰州市 ３６７ａ
国法治政府奖＂１
临夏县４４７ｂ
兰州新区３７１ａ
兰州新区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建设 临泽县 ４０５ｃ

兰州新区新校区建设 ３１５１

灵台县 ４１９ａ

领导班子换届和调整配备 ６２ｃ

劳动关系 ３６４ｂ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科研创新及重点领域研究 ３２２ｂ

｜ 老干部工作调研宣传与信息化建设

科研工作 ３１７ｃ

｜８４ａ
老干部精准服务 ８３

陇南成县机场工程 ２３７ａ
陇南成县机场正式通航 ４４０ｃ
蒙南市 ４３７ｃ

科研工作 ３１ｌｃ，３３０ｅ

科研工作及成果 ９０ｂ

科研工作进展与获奖 ３２１ｂ
｜科研和智库工作 ８９ｂ

老干部工作 ８３４

冷链物流 ２３ｃ

离退休干部党建 ８３ａ

离退休干部正能量活动 ８３ａ

２５９ｂ

陇南市电商发展 ４３９ｅ
陇台经贸合作８ｓｂ
就西县 ４３４ｂ

索 引 ｜ ６０３

陇西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

工作研讨会１３６ａ

农机推广和农田机械化作业 １８０ｅ

２６８ｅ

民警培训 ３１７ｅ

农牧业农牧村经济 ４５２ｅ

＂陇原巧手＂居家就业项目 １４８ｂ
碌曲县 ４５

｜民盟思想宜传工作 １３２ｅ
｜＂民企陇上行＂活动 １４ｌｅ

民勤县 ３９９ｃ

民生审计 ２５９ｃ
民生消费领域服务 ２２０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１２３
农业机械化持续推进 １７９ｂ
农业机械化推广 １８０ｂ
农业开垦开发 １８１ａ
农业科技园区建设 ３２０ａ

民事检察１７３
民政事务 ３５９ａ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２０ｃ

民政专项资金拨发 ３５９ａ

农业综述 １７９ａ

｜＂陇原妹＂输转就业 １４８ａ

旅游４２４ａ
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 ３２７ｃ
甘肃 旅游产业 ３２６ｂ
年鉴 旅游服务基础建设 ３２５：
旅游景区建设 ３２８ａ
２０１ｇ｜ 旅游商品管理 ３２８ａ
ＧＡＮＳＵ 旅游市场执法检查 ３２７ｂ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旅游业 ３６９ｃ
旅游招商引资 ３２８ａ

＂绿脚印、全热爱＂大型公益活动

８４ｅ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２７％ｂ

绿色金融 ２１９ｂ

绿色金融体系构建 ２１５ｃ

绿色农业 １７９ｂ

绿色生态产业 １９３ａ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１２７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２９０ａ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３４５ａ

Ｍ
玛曲县 ４５９ｂ
麦积区３９０ｃ
麦积区分布森林资源 １８７ｅ

媒体融合３４８ｂ
煤矿安全监察 ２６５ｂ

煤炭工业 ２０２ａ

美丽乡村建设 ４３９ａ

美术合作交流 ３３２ｅ

密切内外联络交流 １６０ａ

｜免费开放与宣传接待 ３３１ｂ
民航安全监督管理 ２３５ｃ
民航风险防控 ２３５ｃ

｜民乐县 ４０５ａ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 ７０ｅ

农业农村经济 ３６７ｅ

｜Ｐ

｜民主监督１３７ａ，１３９ａ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１２３
民族事务 ３６５ａ

培训工作 ８９ｈ

民族事务法制建设 ３６Ｓｈ

配套资金支持 ２７４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３６５ａ
岷县４３６ｂ

｜贫困监测调查 ２６２ｂ

母亲健康快车项目 １４９ｂ

｜品牌工程 ３２４ｃ
品牌建设 ２０８ｅ，３４９ｂ

平安甘肃建设 １６％ａ
平安交通建设 ２３２ｅ

＂南梁精神＂研究和《人文甘肃》系

列丛书编纂 １２２ａ
能源产业 ２１４ｂ
能源监管 ２６４Ｃ
能源项日建设 ２４４ｃ

２０１８年国际采购商大会暨中国（甘肃
供销农特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２２７ａ
年鉴编纂与出版 ３５８

｜平川区 ３８６ａ

平凉市 ４１５ｂ

平台建设 ３２０ｅ

平台业务 ２３９ｈ
普遍服务 ２４０ｋ

普查调查 ２６ｌｃ

普惠金融工作 ２１５ｂ

普通高校招生 ２９１ａ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 ２９１ｅ

｜年景评述 ３５２ｅ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２９２ｂ
２０１８年气象总体评价 ３５１ａ
普通中专招生 ２９２
｜２０１８年全省月度火灾数发展趋势

１１５ｅ

２０１８年十大气候事件 ３５２ｅ

宁县 ４２７ｃ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 １４Ｓ
农村固定观察点工作 １１１ｃ

民间外交 １１０ａ

农村环境治理 ２８２ｂ
｜农村教育烛光行动 １３２ｃｅ

会议１３４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１８０

民建甘肃省委召开纪念九届二次全委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 ３６２ａ
民建省直甘肃农业大学支部成立大２

农业 ５３ａ

农村危房改造 ２７６ｂ

在甘肃农业大学召开 １３４ｂ
｜农村危房与棚户区改造 ４３９，
农村综合改革 １８Ｏｂ
民建思想建设 １３３ｃ
民建＂思源佑华教育移民班＂在和政 农机购置补贴 １８０ｂ
农机合作社试点示范创建 １８０ｃ
县四中举行开班仪式 １３４ｂ

七里河区 ３７３ｂ

期刊出版 ３４８ｅ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 １８４ｅ

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改落实 ２８２ａ
气候 ４６ａ

气温 ３５１ｌａ
气象３５１ａ

气象科研与教育 ３５４ａ
企业改革 １９６ｅ，２０２ｅ

企业管理 ２４２ａ

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 ３４Ｓｃ

企业审计 ２６ｌａ
企业审计 ２５９ｃ
农机深松整地和农机报废更新试点 企业信用信息监管 ２４９ａ
起草《甘肃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民进第３１届＂三北＂地区社会服务 １８０ｅ

民建中央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甘肃宜
讲会 １３４ａ

６０４Ｉ索 引

农机鉴定和质量监管 １８０ｅ

（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１４５ｈ
＂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 １４１

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１６５ａ

全省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研讨

强制隔离戒毒 １７７
＂侨爱心·光明行＂走进甘肃公益项

目１５２ａ

侨务工作 ７０ａ

侨务文教服务 ７１ｈ

侨务引资 ７１ａ
秦安县 ３９２ｂ
｜秦州区 ３９０ｂ
青年婚恋交友服务 １４６ｂ

青年文化交流 ８８ａ
青年志源者服务 １４６ｅ

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 １４４ｃ

青少年体育 ３３ａ
轻工业 ２０７ａ

清水县 ３９１ｃ

庆城县４２８ｂ

庆阳机场新开通４条航线 ４２４ｂ

庆阳市 ４２３ｂ

｜８１ｃ

班 ６９ｂ

全省学术交流 １５３ｃ
全省医疗机构概况 ３３５ａ

全民国防教育 １６７０
全民阅读活动 ３４５ｂ

全省出口退税增长２７ ５Ｓｃ

全省党史干部培训班举办 ８７ａ
｜全省党史系统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座谈会８７ａ

全省党组织及竟员情况

全省档案馆建设 ３５７０

＂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 １４７ｂ

２８２ａ

｜商标专利监管 ２５２ａ

｜群众体育 ３３ａ

少数民族文化建设 ３６５ｂ

全省组织系统督查员队伍建设 ６４ａ
商贸４２４ａ
全体委员会议 １１９％
商贸流 通 ３６９ａ，３７１ｅ，３８１
全体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 ３８９ｈ，３９７ａ
商贸流通与贸易 ３７９ｂ
１１９ａ
全域旅游 ３２７
商业贸易 ２２３ａ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２７６
上市公司管理 ２０４ｂ
少数民族５１ｃ
缺水地区水资源勘查 ２７Ｉｂ

Ｒ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９４ａ，６８ｃ

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 人才培养 ２９３ａ，３０６ｈ，３１Ｓａ
１８９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３３９ｃ
全国政协来甘调研 １２０ｂ
人才培养与科研 ３１４
人道救助 ３３９ａ
全力保障训练部队快速过境１６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７２ｂ

三八红旗手表彰 １４７ｅ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１６９ｃ，１７４
全省预算执行 ２５６ａ
森林防火 １８３ｂ
全省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座ｉ
｜森林管护 １８７ｅ
森林资源 １８７ｂ
１２０ｃ
｜全省主要污染物减排 ２８３０
山丹县 ４０４ｃ
全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伤残抚恤管理 １６６ａ

区划地名与边界管理 ３

区划构成 ５１ｂ
区域概况 ３６７ａ

Ｓ

人防法治体系建设 １６８ｃ
人防工程建设 １６８ｂ
人防信息化建设 １６７
人防宣传教育 １６８ｂ

人防＂准不事化＂建设 １６３ｅ

｜ 人工影响天气及应急保障 ３５３ｃ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１２３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６３ｂ
人民防空 １６７Ｃ

全省第十五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４４６

社会保障 ４４８ａ
社会保障 ３６４ｂ
｜社 会发 展３７３ｃ，３８５ｃ，３９８ｃ，

４１２ｂ，４１３ｃ，４１５ｂ
社会扶贫１９１ｂ

社会 服务 １３０ｃ，１３７，１３９ｈ，

２９７ａ， ３０２ａ，３０６ａ，３０９ａ

｜社会服务＂同心＂品牌工作开展

｜１３５ｂ
社会服务与对外办学 ３１４ｃ

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 ３６１ｂ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１２２
社会事业领域改革 ７５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８１ｌｅ
｜社会综合服务与医疗应急 ３４２ｅ

杜会综合治理 １６９ａ

全省机构改革 ７７ａ
全省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１２５ｂ

｜ 人社部及国家部委表彰劳动模范 社会组织管理１５９ｂ
４７４ａ
社科普及１５９ｂ
社情民意 １３７ａ
人事任免 ９５ａ
认真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社区建设 ３６ｌｃ

全省监察体制改革 １２６ａ
全省粮食流通基本指标 ２４６ａ

５９ｃ

全省首届＂先锋杯＂实战大比武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２５１ｂ

１１７ａ

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６９ｂ

日照３５１ｃ

融资性担保机构监管 ２２０：

全省４项发明专利获第二十届中国专 人境旅游市场 ３２６ｃ
利奖３１９ｃ

ＧＡＮＳＵ

｜设备安全保障 ２１３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３７０ｂ，３７２ｃ， 社会组织党建 ３６ｌｃ

３７９ｅ

２ａ０Ｅ

少先队评优表彰 １４７ｂ

１５９ｈ

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甘肃
年鉴

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３６０ｅ

｜社员培训工作 １３９ｃ

涉黑涉恶腐败问题专项治理 １２６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 １９ｌｃ

深化财政管理改革 ２５８ｃ
深化改革 ２０４ｂ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２９０ａ

｜索 引｜６０５

深化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８０ａ

｜省政府重要会议 ９９ａ

深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５８ｃ

省直机关党建 ７８ａ

设年＂５９

１４４ａ

成 １７６ｂ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１９０ａ

深人开展＂转变作风改善发展环境建省总工会十二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３３０ｈ
深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５９ｃ
审计成果 ２５９ｈ，２６０

甘肃

审计监督 ２５９ｂ

审计统筹管理 ２６０ｂ

年鉴 审计信息化建设 ２６０ｂ

２６１ａ
２０１９｜ 审计业务管理
审计整改 ２６０ａ
ＧＡＮＳＵ 生产规模统计 ２７０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生产经营１８１ａ

生产组织 ２０３０

＂双百＂活动 １６０ｂ
省总工会十二届十次常委（扩大会议 ＂双百千＂培育工程 １４１（

１４４ｅ

省总工会十二届四次全委会议 １４４ｂ
师资队伍 ３１１ｂ

＂双一流＂及学科建设 ２９４ｂ

双拥共建 １６２

｜霜冻 ３５２ｂ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９７ｈ，３０１ｌｃ，３０３ａ， 水安全保障规划工作全面启动 １８９ｅ

３０７ａ，３０８ａ，３１０ｈａ，３１３ａ，３１４ｂ， 水利１８８ａ
３１６ｂ
水利部农业综合开发黄土高原期面保
师资队伍建设工作 ３１０ｃ

师资建设 ３０９ａ

施工图审查 ２７９ｃ

护项日１８９ａ

｜ 水土保持 １８８ｃ
水文地质 ２７Ｉｈ

生产组织管理 ２０３ｃ

十三届省委第二轮巡视 ７６ｂ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７１ｂ

１００ｂ

税收营商环境 ２５４ｅ

２８３ｂ

石化工业 １９８ｂ

生态环境建设 ３８５ａ

实体运营２３９ａ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５２ｅ

司法服务经济发展 １７
司法公开 １７４ｅ
司法体制改革 １７５

｜水污染防治 ２８４ａ

十三届省委第三轮巡视 ７６ｂ
生态保护和修复 ２８２ｂ
水资源管理 １９０
生态产业发展和骨干企业培育 ２４４ｂ 十三届省政府第三次全体会议 税费收人 ２５４ａ

十三届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 ９９ 税务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２５５ａ
生态环境法规、制度、标准建设 十三届省政府全体会议 ９９
｜税制改革 ２５４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８１

生态环境机构改革、＂垂改＂和综召
｜执法队伍整合 ２８３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５７

生态环境涉水问题整改 １８８

市场调控和监管 ２７４ｃ
市场法治建设 ２５３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１７５ａ
生态环境宜传教育 ２８３
｜生态建设 １８７ｂ，１９０ｂ
生态农业建设 ２４３ｂ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７５ｂ

市场管理 ２２７ｃ

市场监督管理 ２４８ｃ

司法为民 １７４ｂ

司法行政 １７６ｃ

司法行政领域改革 １７８ｂ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３７１ａ

思想道德建设 ６７ｅ

市场监管 ２１８ｂ，２６４ｅ，２７８ｅ，
市场开拓 ２１０ａ
市场营销 ２３７

思想政治工作１６ｌａ
＂四有＂基础与规划编制工作 ３２８ｃ

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１７６ｂ

｜特色帮扶 ３０４ｂ

｜思想建设 １３４ｅ

生态治理 ２１４ｃ
市场执法２４９ｃ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４１４ａ
省长办公会议 １０４ａ
市场主体放量增长
２４９ａ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４０７ａ
省公安厅交管局指挥中心投人使用
肃州区４１０ｃ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２８０ｃ
１７３ａ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
２７３ｃ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构改革 １１８ｃ
省级地质勘查基金找矿 ２６９ｃ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７８
Ｔ
事业单位划转
１６４ｅ
省级地质灾害应急能力建设 ２７２
首创中华司法研究会民族法制文化研 ｜台湾事务 ８７ｃ
省级预算执行 ２５６
省级综合监督检查 ２７３ａ
省人社厅表彰 ４７３ｂ
省社科联第四次代表大会 １５９ａ
省事业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 ３４６
省委办公厅工作 ６１ａ
｜省委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８６
省委省政府表彰４７４ｂ
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６０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１０５ａ
省政府常务会议 １００ｃ
省政府为民办１０件实事项目 １０５ａ

｜６０６｜索 引

首次承担赴国外开展＂华文教育名师
｜巡讲＂活动７１ｂ
首次创建甘肃＂鼎立信＂失信被执行
人曝光平台３４８ａ

首次＂青年党史讲堂＂举办 ８７ａ

首次完成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

特色产业 １７９ａ

｜特色工作 ３１７ｈ，３４９

特色教学 ３１７ａ

特色频道栏目 ３４７
特色专业 ３１０ａ

特殊教育服务 １５０ｅ
｜试 １７８ｅ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５０ｅ
首列中欧（俄木材回程班列顺利抵达 提案工作 １２９ｅ

提案委员会 １２２ｂ

首期中亚国家法官研修班 １７６ａ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１５３ａ
首座中国法院民族法制文化陈列馆建 提质增效 ２０２ｅ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攻坚行动

１９７ａ

体育 ３３ａ
体育产业项目 ３３
天保工程１８ａ
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１８３０
天水市 ３８８ｂ

天祝藏族自治县４００

退役军人安置 １６５ａ

退役军人权益维护 １６ａ
｜退役军人事务 １６４ｂ
退役军人信访工作 １６６ａ

脱贫攻坚帮扶 ８４ａ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 ３５９

脱贫攻坚服务保障 ６５ｃ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１３０ｂ，１３

文化广播影视 ３７０ａ

文化交流 ９０ｅ
文化旅游 ３７１ｃ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５４Ｃ

文化强省建设 ６８ａ

文化市场管理 ３２５ｃ

文化体育卫生 ４０３ｈ

铁路运输 ２３４ａ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 １３３ｂ

铁路运输扶贫 ２３５ｂ
通渭县４３３ａ
通信服务质量监管 ２４０ａ

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与精准扶贫 １３５ｂ 文化养老 ８３ｅ

通信基础设施 ２４（
通信市场放管服改革 ２４０ｍ
同月３０ａ，３ｌｅ，３ａ，３５ａ，３６ｂ
统计法治 ２６１
｜统计监测 ２６１ｂ

统计与调查 ２６１ｂ
统一战线工作 ６９ｃ
｜投资管理 ２０１ａ
｜投资审计 ２６０ａ
投资项目建设１９８ａ

｜突出新侨工作 １５３ａ
图书出版 ３４８ｂ
｜图书发行 ３４８
图书馆工作 ３３０ａ
｜图书行业日常管理 ３４５ａ

｜土地供应与市场 ２６８ｂ
｜土地利用规划 ２６７ａ
｜土地整治 ２６８ａ

土地资源２６７ａ

土壤污染防治 ２８４ａ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２６８ａ

脱贫攻坚饮水安全专项监督１３０
拓展融资 ２８１ｂ

Ｗ
｜外汇服务 ２１６ａ
｜外事队伍建设 １１０ｃ
｜外事港澳事务 １０７ａ
外事管理１１０ａ

外资审计 ２６０ａ
完成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代表

｜文史研究 ３５７

文史研究及专著出版 ３５７ｅ

文物安全隐忠排查 ３３１ａ

网络提速降费 ２３９ｃ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２４０

文物工作 ３２８ｂ

违法建设治理 ２８０ｃ

｜文艺活动 １５Ｓｅ

｜文物馆藏建设 ３２９ａ

文物科技保护 ３３１ｂ
文物科研３２９ａ
文县 ４４３ｃ
《巍巍子午岭——王秉祥回忆录》出 文献资源保障 ３３０ａ
文艺创作与活动 ３２５ｂ
版 ８６ｅ

网络宣传 ３４７ｂ
网络运营 ２４２１
危化品监管 １１４ｂ

｜维护政治稳定 １７ｌａ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１７４ｂ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１４３ｃ

文艺演出 ３３２ｅ

｜稳妥处置坠落弹体残骸 １６３ｃ

乌鞘岭隧道自动闭塞设备更新改造

２３４ｅ

污染防治 ２８３ｃ
污染防治攻坚战资金支持 ２５８ａ

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１４２ａ
推进办公厅机关帮扶 １０６

卫生事业综述 ３３５ａ
卫生应急效援服务 ３３７

＂五老两送三进＂活动 ８４ｃ
五一劳动奖章 ４７５ｃ
武都区４３９ｃ

推进全省作风建设年活动 ７９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８３ａ

武山县 ３９４ａ

推进社会诚信建设 １７５ｂ
推进市县巡察 ７

推进政务公开 １０６ｂ
推进重大决策落实 １０５ａ
推进综合治税 ２６３ｂ

［卫星基站运行 ２７３ｂ

消源县４３５ｃ
文博会工作 ３３１ｃ
文稿起草 １１ｌａ．７ｌｅ
文化产业 ３２５ｂ
文化产业建设 ３２６ａ

退耕还草 １６ｕ

文化产业与旅游 ４１５ｂ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 ３２９１

退牧还草 １８５ｃ

文化共享工程 ３３０ｂ

退耕还林工程 １８２０

ＧＡＮＳＵ

文旅磁合发展 ３２９ｃ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２５０ｂ

｜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２５８ｂ

推进普惠金融服务 ２２１ｌａ

２０ｇ

文化与旅游 ３８９ａ．４４５
文化与旅游业 ３８Ｉｅ
文化与体育 ３９７ｂ
文化展览 ３３２ｂ
文件办理与信息报送 １０５ｅ

文物保护 ３２８ｂ

｜＂团结行＂走进甘肃 １３１ａ
团学工作 ３０７ｂ

推动绿色发展崛起 ５７ｅ

文化艺术交流 ３５８ａ

团赴甘参观访问保障任务 １６３

｜维护民族团结 ７０ａ
维护侨胞利益 １５３ａ
维护青少年权益 １４６ｂ

推动教育公益事业新发展 １５１

文化遗产＂历史再现＂工程 ３２９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１２２ｅ
文物安全 ３２９ｂ

网络布局２００ｂ

甘肃
年鉴

文化体制改革 ７４５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 ６８ａ

武威市 ３９５ｂ

物业管理监管 ２７５Ｓ

物资采购管理 ２０４ａ

Ｘ
西部计划项目１４７ａ

＂西部之光＂人才计划 ３２１ａ

索 引６０７

圈

｜西峰区４２４ｃ
西固区 ３７３ｃ
西和县４４２ａ

互和县评为＂四好公路全国方

年鉴

行业科技创新 ２３２ａ

行业销售运行 ２３ｈ

县＂４４２ｅ

行业新产品备案登记 ２０５ｂ
行业治理 ２３２ａ

夏河县４５７ｃ

行政复议 １７０ｅ
行政检察 １７３ｂ

系列纪念活动 １３

甘肃

行业监管 ２６５ａ，２８４ｅ

｜现代服务业 ３８４
现代农业 １８ｌａ

现代循环农业发展 １８０ａ
２０９｜ 宪法宜誓仪式 １２５ｃ

ＧＡＮＳＵ 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 ３２７ａ
ＹＥＡＲＢ０ＯＫ 乡村振兴 ３７２ａ
项目管理 ２１ｌｃ

项日目规划编制１８９ｃ

项 目建 设 １９０ｂ，１９４ａ，１９：

１９７ａ．１９９ｅ，２０３

消防队伍建设 １６ｂ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１１６

行业重点工作 ２０Ｓｂ

行政立法１７０ｂ

姻叶产销 ２２８：

研究生招生 ２９１ｂ
＂阳光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２２８ｅ

阳光助学金发放仪式暨励志报告会

１５ｓａ

养老服务 ３６０ａ

药博会招商产业大会 ２２５ｃ
｜药品安全监管 ２５３ａ

行政审批 ２７８ｃ

业务发展 ２００ｈａ，２２０ｅ，２４０ｂ
业务经营 ２４２ｂ

行政执法 １７０ｂ，２４１ａ

业务收人 ２０２ａ

宣传报道 １３Ｓｂ，３４８ｂ
宣传工作 １３７

＂一百天＂专项行动 １７３Ｍ
＂＇一带一路＇敦煌教育文化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７７ｂ
｜畜禽养殖产销 １７９ａ

宣传工作６６ｃ

宣传贯彻《公共图书馆法》３３０ａ

宜传教育 １１４ｂ
选人用人巡视检查 ６５ａ

｜业务人员综合素质培养和提升 ３５８

业务运行 ２００ｅ

坛＂１３６ａ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 ２２４
一户一策１９０ｅ
医保管理与结算 ３４３ｃ

消防应急救援 １１４ｃ

学科建 设 ３００ａ，３０５Ｍ，３４０ｅ，

消费维权 ２５０ａ

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 ２９７ａ，２９８。

学科建设及科研成果 ３０４ａ

｜医联体建设 ３４３ｅ
医疗服务 ３４２ａ
医疗服务建设 ３３６ｂ
医疗管理 ３４３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 ３０８ａ

医疗技术评比 ３４４ａ

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 ２９６ａ

医疗科研３４Ｉｂ
医疗联盟和专科联盟建设 ３４３ａ

｜消费市场运行 ２２３ａ

小陇山林业实验管理 １８７ｔ

协调落实与会务办理 １０５ｂ
协调召开省委议军会议 １６２ｂ
新媒体发展 ３４９ａ
新任委员培训班举办 １２２ａ
｜新闻报刊管理 ３４６ａ
新闻舆论宣传 ３４６ｅ
新兴领域军民融合 １６７
｜新业务拓展 ２８Ｉａ
新增航线 ２３７ａ

信贷支农 ２２ｂ

信访工作７９ｃ
信访工作走在全国前列８ｌａ

信访事项办理＂六清六准＂８１：

３４ｌａ，３４２ａ

学科建设与申硕 ３０６ｅ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工作 ３０１ｌｅ

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 ３０３ｍ

学科科研 ３０９ｅ

学宙锋志愿服务活动 ８２ｃ

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３４４ｈ

医疗卫生 ３８ｉｃ，３９７ｅ，４０９

｜医疗卫生 ３３６ｂ

学生工作 ２９６ｂ

医疗卫生工作 ２９４ｅ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 ３３６ｅ

学生管理服务 ３１０ａ

医疗卫生与体育 ３７０ｈ

学生教育管理 ２９７ｅ
学生军训 １６ｌｃ
学术交流 ３００ｃ，３３０ｋ

学术科研 ３３１ｂ

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升 ３３９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３３６：
依法文明审计 ２６０ａ

依法行政 １７０ｂ

学术平台和阵地建设 １５９ｈ
学术研讨交流 １６０ａ

｜移动 ２４２ａ

义务植树 １８Ｓｈ

信息化建设 ２１０ｂ，３５８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恩想研讨会

｜信息咨询 ３３０１

巡视工作 ７

信用风险防控 ２１７ａ
信用体系建设 ２１６ａ

巡视整改 ７６ｃ

银行监管、保险监管 ２１６ｃ
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 ２１６ｅ
银行业脱贫攻坚 ２１８ａ

信访突出问题化解 ８０ｂ
信访网络建设 ８０ｅ
信息采集 １６５ａ
信息服务和党刊编辑 ７２ｂ

信息化平台建设 ３２４ｃ

１２０ｃ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 ２４５ｃ

６０８｜索 引

艺术成就 ３３

意识形态工作 ６６ｃ，８９ａ

引大入秦工程 １８９ｂ

｜星级旅游饭店 ３２８ａ
｜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 １７ａ

刑事检察 １７３ｂ
行业安全 ２４１ｂ

移动市场 ２４２ａ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移动支付方式全面推广 ２３Ｓａ
以工代赈 １９２ｂ
主义思想６９ｅ

｜引导青年创新创业就业 １４６

烟草销售 ２２７ｂ

＂引黄人庆＂工程正式通水 ４２４
引洮工程建设 １９０ｂ

引洮供水工程 １９０
应对暴雨灾害４５０ｃ

张掖市４０１ｂ
漳县 ４３５ａ

应急处突 １６１ｂ
｜应急管理工作 １１３ａ

｜招工就业 ３１６ｂ
招商推介 ２５ｂ

应急救护培训 ３８ｅ
｜应急救援 ３８，３５６１

招生就业 ３１４６，３１８ｈ
｜ 招生与就业 ３０８ｃ

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１１３

招商引资 ２２４ｃ

知识产权工作 ３１９ｂ

执法监察 １４ａ
职业教育 ２８７ｅ
志书编纂与出版 ３５８ｂ
质量提升与知名品牌创建 ２４９ｂ

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专项行

动８２ｂ
甘肃
迎接边防基础设施建设交义检查 找矿突破 ２６９ｃ
智慧法院建设 １７５ｃ
｜年鉴
１６４ｂ
｜召开第九届甘肃青年科技奖专家评审 智慧旅游建设 ３２８ｂ
２０Ｐ
营裔环境建设 １４１ｂ
智慧绿色交通 ２３２ｂ
会１５４ａ
营销网建 ２２７ｅ
召开全省大学生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 智库建设 ３２４ｂ，８９ｃｅ
ＧＡＮＳＵ
议
１６３ａ
智库决策咨询
３２ｌａ
永昌县 ３８２ｃ
永登县 ３７７ｃ
召开全省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组
建８８ｃ
永靖县 ４４９ｃ
｜１６３ｂ

应急通信保障 ２４０ｂ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２６７ｅ

优抚对象待遇 １６ｃ
优化营商环境 ２５ａ，２２８ｃ，２６ｋｅ

优势矿种分布 ２７０ａ
｜优秀出版物评审 ３４５ｈ

｜优质统计服务 ２６２ａ
｜邮电 ２３９ｂ
｜邮政 ２４０ｂ
油气勘探 ２０１ａ

油田开发 ２０１ｂ

有色金属冶金工业 １９４
榆中县 ３７６

舆论引导工作 ６７
｜玉门市 ４１１ｂ

预防监督与执法 １８９ｂ
预防接种服务和免疫规划 ３３８ｂ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５７ｂ
援外医疗 ３３７ａ

院地合作 ３２０ｅ

运输服务 ２３２ａ

｜运输服务保障 ２３６ｂ
运输主要指标 ２３４ｂ
运行品质 ２３７
运营管理 ２４ｌｅ

Ｚ
灾害预防 ３５６ａ
｜早期文明４８ｂ
造血干细跑、遗体和器官捐献 ３３９
宅基地制度改革 ２６８ｃ

战备训练 １６１ａ
战略体系 １９６

招生招考 ２９１：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关于实施创新工
程的意见试行）》８９ｂ
召开省军区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 《中共甘肃省委巡视工作规划（２０１７－

召开省军区党委九届十三次全体（扩
大会议１６２ｂ

１６４ｂ

２０２１年）》７６ｅ

召开四届二次理事会暨全省慈善工作
座谈会１５４ｃ
诊疗中心与专病门诊建设 ３４３
镇原县 ４２９ａ

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４７４ａ

征兵工作 １６１ｃ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征管体制改革 ２５４ａ
整村推进 １９１ｃ
正宁县 ４２６ａ

证券监督管理 ２１８ａ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２５９ｂ

政策扶持２５３ｂ

政策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 ２０９ｃ
政策研究 ７１ｃ
政策支持 ２４０ｃ
政法改革１７０ａ

政风肃纪 １２７ａ
政府参事工作 １１２０

中国甘肃网概况 ３４７ｂ

中国甘肃网网络信息生态指数９月６
全国排名第三３４８ａ

２２９ｅ

《中国共产党甘肃改革开放４０年大事
记》出版 ８６ｂ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 １２５ａ，６０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
五次全体会议 ６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１２９ａ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挂牌

１５２ｂ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３２１ｂ

｜政府决策服务 １１１ａ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３２０ｂ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１３４ｃ

政府债务风险预警防控 ２５７ｅ

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

政府债务控制与债券置换 ２５７ｂ

１３３ａ

政府债务审计 ２５９ｃ
政务督查督办 １０５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政协提案和大会发言 １３３
政治体制改革 ７３ｃ
政治协商 １３８ｂ
政治协商 １３３ａ
政治巡视巡察 １２６ｃ
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２１９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２１７ｅ

｜站车竟赛评比 ２３５ｂ

支持重点项日建设 ２２０ｂ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３９４ｃ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２５１ｃ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１３１ｃ

１３６ａ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３２３ｂ

中国侨联顾问唐闻生出席２０１８（戊戌）
年公祭伏羲大典１５２ｂ
＂中华慈善口＂主题宣传活动 １５ｂ

中华慈善总会＂失能老年人照护质量
提升试点项目＂１５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３３０ｂ

索 引６０９

中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 ２００ａ

中小企业管理 ２０９ａ

助力脱贫 １３２ｂ

自然资源４６ｂ
｜自主创新 ２１２ｅ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２１０

６９ａ，７０ｅ，７２ｂ，７９ｃ

宗教 ５２ｈ

助推脱贫攻坚 １０６ｅ，１２１ｌ

宗教事务 ３６５ｃ
｜宗教统战工作 ７０ａ

中小企业融资 ２１０ａ

中小微企业扶助 １９３ｂ
中央财政支持 ２５７ｂ

助力精准扶贫 ９０ａ

助力脱贫攻坚 １１ｂ，１１２ｅ，１７５ｅ，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 １６５ｂ

助盲就业聚贫行动 １５１ｂ

宗教领域重点工作推动 ３６５ｃ

甘肃 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国家水土保持重点

住房保障 ２７４ａ

｜住房保障工作任务 ２７４ａ

综合 ５Ｓ２ｅ

２０ｐ

住房供应体系建设 ２７４５

综合改革 ２２６ａ，３０６ｂ

专门服务机构建设 １５０ｃ

综合事务管理 １１８ｂ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监管 ２５９ａ

年鉴

｜工程 １８９
中药服务 ３４４ａ
中医对外支援 ３４４ｂ

ＧＡＮＳＵ
３６
ＹＥＡＲ８０ＯＫ 中医药产业发展
中医药服务 ３３７ａ
重大决策部署 ５７ａ
重大水利工程 １８８ｂ
｜重大项目建设 ３６８ｃ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３４７ｂ

重大专项任务 １１８
重点调查研究 ８８ｃ
重点监察执法 ２６５ｅ

重点领域改革 ２４４ｅ，７７

重点流域治理 １８８ｂ
重点项目２８１ｌａ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８９ｃ，３５６ｅ
重点研究及成果 ２９９ａ，３１７ｈ

重要会议 １２５ａ，６０ｂ，９５ｂ
｜重要活动 １２５ｂ

重要活动及调研 １２０ｂ
重要活动砾事 ２９４ｅ

住房公积金管理 ２７５ａ

专门委员会工作 １２２ｂ

专题调研 １３８ａ
专题调研和社情民意 １３３

专委会工作 １３３ａ
专项督查８９ａ

传项发行 ３４９ａ
专项审查 ２８０ａ
专项治理 １１４ａ
专业技术人才建设 ３６３ｂ

专业建设 ３１：
传专业设置 ３１５ａ
专业素质能力建设 １７３ｃ

舟曲县 ４５５ａ
主题教育与示范基地建设８４
｜主要调查项目２６１

｜主要建材产品产量 ２０５ｂ
主要经济指标 １９４ａ，２０７ａ，２２５

｜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１８０ｅ
助残康复救助项目１５１ｌａ

｜６１０Ｉ索 引

组建甘肃省应急管理厅 １１ａ

组建省林业和草原局 １８１ａ

组织参谋集训暨比武竞赛 １６４ａ
组织策划第三届敦煌文博会６８ｂ
组织工作 ６２ｂ

组织建设 １３３

组织建设 １２９ａ
组织开展学生军事训练夏令营活动

１６３ｈ

｜组织全省新任职专武干部业务培调

转移就业 ３６４ａ
庄浪县 ４２ａ
卓尼县４５Ｓｃ

组织全省专武干部骨干军事业务培

｜资本布局结构优化 ２４８

｜动１６４ａ

资金运营 ２２２ｂ

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 ２４
｜资源管理 １８４ａ

１６４ｂ

训 １６２ｅ
组织省军区新体制运行研讨交流活

组织师团职交流干部＂非转专＂集中
培训１６３ｃ

组织应急指挥所战备拉动演练 １６３ａ

组织召开驻甘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工作军地协调领导小组会议 １６２４

｜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５５ａ

组织指挥体系建设 １６８ａ
组织驻军部队人大代表为地方罢

｜资源环境审计 ２６１ｌａ

｜会建设建言献策１６２ｅ

资源环境 ３８２ａ，４１０ａ

｜资源勘查 ２０２ａ
资质许可监管 ２６５ａ

助力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资质许可监管 ２８４ｃ
博览会１２１ｅ

综合文稿服务 ６１ｂ
综述 ４２０
组建甘肃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１６４１

转型发展 １９５ｃ，２８１ｌａ
转型升级 ２３８ａ

资本运营 ２３８ｅ
重要节会 ２２９
｜舟曲江顶崖地质灾害教灾及治理 资金投人 １９０ｃ

２７２ｅ

综合保障 １６２ａ

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改革 １８１

机统联谊 １３０ｅ
＂最美家庭＂评选１４８ｈ
＂最美五老＂表彰 ８５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