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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攀枝花市西区年鉴》是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组织编纂的大型综合年鉴，是逐年编

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旨在记述攀枝花市西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方面的

基本面貌和发展状况，资料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年度特点、地方特色突出，是各界人士了解

西区的权威性年度地情全书。

二、在上年卷的基础上，《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３）》部分目次在位次上作了适当调整。

全书最低目次为条目，以三级设目为主。

三、本卷年鉴类目、分目、子目、条目用不同的字体字号区分，“特载”“专文”“附录”一、二

次文献和主要信息载体三次文献（条目）亦用不同字体区分。

四、本卷年鉴部分分目或子目之首设“概况”条目，以反映各行业、各类事物总体情况，保

持各年度间相关资料的延续性。

五、本卷年鉴记述时间为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为保持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个别事物反映本年度之前的情况。新入鉴的企事业单位简要记述其历史沿革。

六、本卷年鉴稿件由区属各部门（单位）、境内各企事业单位专人撰写，并经各部门（单位）

主要负责人审核。有关全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数据以西区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

为准，其他以行业数据为准。个别数据由于行业统计口径不一，数值可能出现差异。

七、本卷年鉴卷首彩页以专题化、系列化形式，重点反映西区大事、要事，新面貌、新成就。

内文以文系图，形象直观地补充反映相关内容。

八、本卷年鉴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和数字的使用，均按国家公布的标准执行。

九、缩略语首次出现，括注说明。

十、未注明内文配图供稿者，均由文字供稿者提供。

十一、本卷年鉴配置双重检索，前列中英文目录，后附拼音索引。

十二、本卷年鉴经攀枝花市地方志办公室、攀枝花市西区年鉴编纂委员会审查，由方志出

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

《攀枝花市西区年鉴》编辑部

２０１３年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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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７１）
!!!!!!

综合政务 （７１）
!!!!!!!!!!!!!!!!

　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工作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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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７１）
!!!!

　政府法制建设 （７１）
!!!!!!!!!!!!!

　应急管理 （７２）
!!!!!!!!!!!!!!!

　政务调研 （７２）
!!!!!!!!!!!!!!!

　政务信息公开 （７２）
!!!!!!!!!!!!!

政务服务 （７２）
!!!!!!!!!!!!!!!!

　概　况 （７２）
!!!!!!!!!!!!!!!!

　三级联网 （７３）
!!!!!!!!!!!!!!!

　并联审批 （７３）
!!!!!!!!!!!!!!!

　搭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７３）
!!!!!

　惠民帮扶 （７３）
!!!!!!!!!!!!!!!

　“阳光政务之声”开通 （７３）
!!!!!!!!!!

　业务培训 （７４）
!!!!!!!!!!!!!!!

档案管理 （７４）
!!!!!!!!!!!!!!!!

　概　况 （７４）
!!!!!!!!!!!!!!!!

　加强档案管理 （７４）
!!!!!!!!!!!!!

　档案资料征集 （７４）
!!!!!!!!!!!!!

　档案规范化建设 （７４）
!!!!!!!!!!!!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７４）
!!!!!!!!!!!!

　档案法制工作 （７５）
!!!!!!!!!!!!!

　档案资料利用 （７５）
!!!!!!!!!!!!!

　档案培训 （７５）
!!!!!!!!!!!!!!!

　档案信息发布 （７５）
!!!!!!!!!!!!!

机关事务 （７５）
!!!!!!!!!!!!!!!!

　概　况 （７５）
!!!!!!!!!!!!!!!!

　车辆管理 （７５）
!!!!!!!!!!!!!!!

　能耗统计 （７５）
!!!!!!!!!!!!!!!

　政府集中采购 （７５）
!!!!!!!!!!!!!

　后勤保障服务 （７６）
!!!!!!!!!!!!!

　政府大楼安全保卫 （７６）
!!!!!!!!!!!

接　待 （７６）
!!!!!!!!!!!!!!!!!

　概　况 （７６）
!!!!!!!!!!!!!!!!

　大型会议接待 （７６）
!!!!!!!!!!!!!

　重大活动接待 （７６）
!!!!!!!!!!!!!

　检查组接待 （７６）
!!!!!!!!!!!!!!

　友邻县（区）及企业考察团接待 （７６）
!!!!!!

　“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后勤保障 （７６）
!!!!!

地方志事业 （７７）
!!!!!!!!!!!!!!!

　概　况 （７７）
!!!!!!!!!!!!!!!!

　《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四川省
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７７）

!!!

　制订《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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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２）》出版发行 （７７）
!!!

政协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 （７７）
!!!!!!!

　概　况 （７７）
!!!!!!!!!!!!!!!!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７８）
!!!!!!!!!!

　区政协常委会议 （７８）
!!!!!!!!!!!!

　视察“创卫”“民生工程”推进情况 （７９）
!!!!

　视察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７９）
!!!!!!!

　调研农民集中居住情况 （７９）
!!!!!!!!!

　调研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７９）
!!!!!!!!!

　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８０）
!!!!!!!!!!!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视察环保工作 （８０）
!!

　提案工作 （８０）
!!!!!!!!!!!!!!!

　文史资料编撰 （８０）
!!!!!!!!!!!!!

　机关党建 （８０）
!!!!!!!!!!!!!!!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局） （８１）
!!!!!!!!!!!!!!

　概　况 （８１）
!!!!!!!!!!!!!!!!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会议 （８１）
!!!!!!!!!

　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８１）
!!!!!!!!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会议 （８２）
!!!!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果通报及整改工作
安排部署会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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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８２）
!!!!!!!!

　廉政谈话 （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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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８３）
!!!!!!!!!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８３）
!!!!!!!!!!!

　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组织建设 （８３）
!!!!!!!

　监督检查 （８３）
!!!!!!!!!!!!!!!

　纠风工作 （８３）
!!!!!!!!!!!!!!!

　专项治理 （８４）
!!!!!!!!!!!!!!!

　行政执法监察 （８４）
!!!!!!!!!!!!!

　开展“千名群众评机关”活动 （８４）
!!!!!!!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８４）
!!!!!!!!!!!

　开展纪检监察系统“三项建设”活动 （８５）
!!!!

　创建“十子工作法” （８５）
!!!!!!!!!!!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 （８５）
!!!!!!!!!!

　首次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 （８５）
!!!!!!!

　开通纪检监察专业网站 （８６）
!!!!!!!!!

　编辑出版《西区廉政》 （８６）
!!!!!!!!!!

　参与“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８６）
!!!!!

　信访与案件查处 （８６）
!!!!!!!!!!!!

民主党派　工商联

民主党派 （８７）
!!!!!!!!!!!!!!!

　民革西区支部 （８７）
!!!!!!!!!!!!!

　民盟西区总支 （８７）
!!!!!!!!!!!!!

　民进西区总支 （８９）
!!!!!!!!!!!!!

　农工党西区总支 （８９）
!!!!!!!!!!!!

　致公党西区支部 （９０）
!!!!!!!!!!!!

　九三学社西区支社 （９０）
!!!!!!!!!!!

工商联 （９１）
!!!!!!!!!!!!!!!!

　概　况 （９１）
!!!!!!!!!!!!!!!!

　四届十一次执委会 （９１）
!!!!!!!!!!!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 （９１）
!!!!!

　组织非公有制企业高管参加礼仪培训 （９１）
!!!

　非公有制经济调研 （９１）
!!!!!!!!!!!

人民团体

攀枝花市西区总工会 （９３）
!!!!!!!!!

　概　况 （９３）
!!!!!!!!!!!!!!!!

　推进“两个普遍”建设 （９３）
!!!!!!!!!!

　区总工会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 （９３）
!!!!!

　安全生产工作会 （９３）
!!!!!!!!!!!!

　财务暨经审工作培训 （９４）
!!!!!!!!!!

　２０１２西区深化创新厂务公开管理工作会 （９４）
!!

　劳模座谈会 （９４）
!!!!!!!!!!!!!!

　西区首届电工、钳工、焊工技能大赛 （９４）
!!!!

　劳模档案管理 （９４）
!!!!!!!!!!!!!

　“建言献策”活动 （９４）
!!!!!!!!!!!!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企业”活动 （９４）
!!!!!

　“工人先锋号”创建 （９４）
!!!!!!!!!!!

　“工资集体协商”宣传 （９４）
!!!!!!!!!!

　送温暖活动 （９５）
!!!!!!!!!!!!!!

　党员志愿者宣传活动 （９５）
!!!!!!!!!!

　职工登山活动 （９５）
!!!!!!!!!!!!!

　特别关爱行动 （９５）
!!!!!!!!!!!!!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 （９５）
!!!!!

　概　况 （９５）
!!!!!!!!!!!!!!!!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９５）
!!!

　举行实体化大团委建设新建直属团组织
集中成立仪式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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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订共建大学生与社会实践基地协议 （９６）
!!!

　非公有制企业与驻外团组织建设 （９６）
!!!!!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９６）
!!!!!!!!!!!

　关爱特殊青少年志愿服务 （９６）
!!!!!!!!

　大学生社会实践 （９６）
!!!!!!!!!!!!

　组织流动儿童参加“童缘”夏令营活动 （９６）
!!!

　看望留守儿童 （９７）
!!!!!!!!!!!!!

　帮困助学 （９７）
!!!!!!!!!!!!!!!

　“六一”儿童节慰问 （９７）
!!!!!!!!!!!

　举办学雷锋讲座 （９７）
!!!!!!!!!!!!

攀枝花市西区妇女联合会 （９７）
!!!!!!!

　概　况 （９７）
!!!!!!!!!!!!!!!!

　完成“两纲”审定 （９７）
!!!!!!!!!!!!

　法制宣传 （９８）
!!!!!!!!!!!!!!!

　“三八”妇女节文艺汇演 （９８）
!!!!!!!!!

　女干部培训 （９８）
!!!!!!!!!!!!!!

　举办家庭教育巡回讲座 （９８）
!!!!!!!!!

　关爱妇女儿童 （９８）
!!!!!!!!!!!!!

　财政贴息妇女小额贷款 （９８）
!!!!!!!!!

　信访维权 （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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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事

地方武装 （９９）
!!!!!!!!!!!!!!!

　概　况 （９９）
!!!!!!!!!!!!!!!!

　机关军事训练 （９９）
!!!!!!!!!!!!!

　民兵实战演练 （９９）
!!!!!!!!!!!!!

　专武干部训练 （９９）
!!!!!!!!!!!!!

　应急分队集训 （１００）
!!!!!!!!!!!!!

　战备工作 （１００）
!!!!!!!!!!!!!!!

　民兵整组 （１００）
!!!!!!!!!!!!!!!

　征兵工作 （１００）
!!!!!!!!!!!!!!!

　国防教育 （１０１）
!!!!!!!!!!!!!!!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 （１０１）
!!!!!

　煤炭运输管理 （１０１）
!!!!!!!!!!!!!

　山火扑救 （１０１）
!!!!!!!!!!!!!!!

　抢险救援 （１０１）
!!!!!!!!!!!!!!!

　政治学习 （１０１）
!!!!!!!!!!!!!!!

　干部职工管理 （１０１）
!!!!!!!!!!!!!

　车辆管理 （１０１）
!!!!!!!!!!!!!!!

消　防 （１０２）
!!!!!!!!!!!!!!!!

　概　况 （１０２）
!!!!!!!!!!!!!!!!

　火灾扑救 （１０２）
!!!!!!!!!!!!!!!

　消防通道整治 （１０２）
!!!!!!!!!!!!!

　“畅通生命通道”集中整治 （１０２）
!!!!!!!!

　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１０３）
!!!!!!!!

　“８·２９”事故救援 （１０３）
!!!!!!!!!!!

　消防业务培训 （１０３）
!!!!!!!!!!!!!

　消防安全培训 （１０３）
!!!!!!!!!!!!!

　消防知识技能培训 （１０３）
!!!!!!!!!!!

　综合应急救援业务培训 （１０４）
!!!!!!!!!

　学校消防演练 （１０４）
!!!!!!!!!!!!!

　综合应急救援大队成立 （１０４）
!!!!!!!!!

　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 （１０４）
!!!!!!!!!

　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１０４）
!!!!!!!!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 （１０４）
!!!!!!!

　举行“１１９”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 （１０５）
!!!!!

　警民座谈会 （１０５）
!!!!!!!!!!!!!!

　“清剿火患”战役总结表彰大会暨十八大消防
安全推进会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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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述职述廉 （１０５）
!!!!!!!!!!!!!

人民防空 （１０６）
!!!!!!!!!!!!!!!

　概　况 （１０６）
!!!!!!!!!!!!!!!!

　人防工作 （１０６）
!!!!!!!!!!!!!!!

政　法

政法综合管理 （１０７）
!!!!!!!!!!!!!

　概　况 （１０７）
!!!!!!!!!!!!!!!!

　制定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十项制度 （１０７）
!!!!!

　“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 （１０７）
!!!!!!!!!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１０８）
!!!!!!!!!!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０９）
!!!!!!!!!!!!!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１０）
!!!!!!!!!!!

　矛盾纠纷大调解 （１１１）
!!!!!!!!!!!!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１１）
!!!!!!!!!!!!!

公　安 （１１２）
!!!!!!!!!!!!!!!!

　概　况 （１１２）
!!!!!!!!!!!!!!!!

　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暨春运工作会 （１１２）
!!!

　总结表彰会 （１１２）
!!!!!!!!!!!!!!

　禁毒严打行动 （１１２）
!!!!!!!!!!!!!

　“雷霆－１”集中清查行动 （１１２）
!!!!!!!!

　“２０１２－霹雳行动” （１１３）
!!!!!!!!!!!

　“五打两防三查”集中行动 （１１３）
!!!!!!!

　破案打击行动 （１１３）
!!!!!!!!!!!!!

　严打侵财犯罪 （１１３）
!!!!!!!!!!!!!

　破获拐骗人口案 （１１３）
!!!!!!!!!!!!

　侦破“１０·１７”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１１３）
!!!!

　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１１３）
!!!!!!!!!!!

　武装大巡防 （１１４）
!!!!!!!!!!!!!!

　暂住人口大清查 （１１４）
!!!!!!!!!!!!

检　察 （１１４）
!!!!!!!!!!!!!!!!

　概　况 （１１４）
!!!!!!!!!!!!!!!!

　批捕“８·２９”事故犯罪嫌疑人 （１１４）
!!!!!!

　查办“８·２９”事故玩忽职守案 （１１５）
!!!!!!

　查办商业贿赂案 （１１５）
!!!!!!!!!!!!

　查办贪污残疾人专项资金案 （１１５）
!!!!!!!

　社区矫正监督 （１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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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条件逮捕 （１１５）
!!!!!!!!!!!!!!

　签署《“医检共建”实施意见》 （１１５）
!!!!!!

　案件管理改革 （１１６）
!!!!!!!!!!!!!

　刑事被害人救助 （１１６）
!!!!!!!!!!!!

　法制宣传 （１１６）
!!!!!!!!!!!!!!!

　新《刑事诉讼法》学习 （１１６）
!!!!!!!!!!

　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１１６）
!!!!!!!!

　支部建设 （１１６）
!!!!!!!!!!!!!!!

法　院 （１１７）
!!!!!!!!!!!!!!!!

　概　况 （１１７）
!!!!!!!!!!!!!!!!

　“司法大拜年”活动 （１１７）
!!!!!!!!!!!

　案件执行 （１１７）
!!!!!!!!!!!!!!!

　动态维稳 （１１７）
!!!!!!!!!!!!!!!

　环保诉讼服务 （１１８）
!!!!!!!!!!!!!

　首次举办 “执行开放日”活动 （１１８）
!!!!!!

　组织模拟法庭 （１１８）
!!!!!!!!!!!!!

　实施青少年帮护工程 （１１８）
!!!!!!!!!!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１１８）
!!!!!!!!!!!

　司法服务 （１１８）
!!!!!!!!!!!!!!!

　司法救助 （１１８）
!!!!!!!!!!!!!!!

　重点工作服务 （１１９）
!!!!!!!!!!!!!

　反腐倡廉教育大会 （１１９）
!!!!!!!!!!!

　争创“两个一流” （１１９）
!!!!!!!!!!!!

　举办妇女维权法律知识讲座 （１１９）
!!!!!!!

　送法进幼儿园 （１１９）
!!!!!!!!!!!!!

　普法进校园 （１１９）
!!!!!!!!!!!!!!

　人大代表视察调研 （１２０）
!!!!!!!!!!!

　法企共建 （１２０）
!!!!!!!!!!!!!!!

　行装工作检查 （１２０）
!!!!!!!!!!!!!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检查 （１２０）
!!!!!!!

司法行政 （１２０）
!!!!!!!!!!!!!!!

　概　况 （１２０）
!!!!!!!!!!!!!!!!

　司法所建设 （１２０）
!!!!!!!!!!!!!!

　司法培训 （１２１）
!!!!!!!!!!!!!!!

　安置帮教 （１２１）
!!!!!!!!!!!!!!!

　社区矫正 （１２１）
!!!!!!!!!!!!!!!

　法律援助 （１２１）
!!!!!!!!!!!!!!!

　法制宣传 （１２１）
!!!!!!!!!!!!!!!

　案件督查 （１２１）
!!!!!!!!!!!!!!!

　“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 （１２２）
!!!!!!!!

　“六五”普法 （１２２）
!!!!!!!!!!!!!!

　法律服务进企业 （１２２）
!!!!!!!!!!!!

　司法行政调解 （１２２）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综　述 （１２３）
!!!!!!!!!!!!!!!!

　概　况 （１２３）
!!!!!!!!!!!!!!!!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 （１２３）
!!!!!!!!!!!

　春暖行动 （１２３）
!!!!!!!!!!!!!!!

　“流动仲裁庭”进病房 （１２３）
!!!!!!!!!!

　农民工工资清欠 （１２４）
!!!!!!!!!!!!

　“８·２９”矿难善后处理 （１２４）
!!!!!!!!!

人事管理 （１２４）
!!!!!!!!!!!!!!!

　事业单位公招 （１２４）
!!!!!!!!!!!!!

　参公事业单位招录计划申报 （１２４）
!!!!!!!

　急需紧缺人才招聘 （１２４）
!!!!!!!!!!!

　人才评选推荐 （１２４）
!!!!!!!!!!!!!

　制定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１２５）
!!!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 （１２５）
!!!!!!!!!

　村（社区）大学生干部管理 （１２５）
!!!!!!!!

　“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管理 （１２５）
!!!!!!!

　临聘人员管理 （１２５）
!!!!!!!!!!!!!

　专业技术职称管理 （１２５）
!!!!!!!!!!!

　工资收入分配管理 （１２５）
!!!!!!!!!!!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１２６）
!!!!!!!!!

　企业军转干部维稳解困 （１２６）
!!!!!!!!!

　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项目立项 （１２６）
!!!!!!

就业管理 （１２７）
!!!!!!!!!!!!!!!

　概　况 （１２７）
!!!!!!!!!!!!!!!!

　职业培训 （１２７）
!!!!!!!!!!!!!!!

　落实扶持就业优惠政策 （１２７）
!!!!!!!!!

　开展就业专项活动 （１２７）
!!!!!!!!!!!

　窗口服务 （１２７）
!!!!!!!!!!!!!!!

　失业保险金办理 （１２７）
!!!!!!!!!!!!

医疗保险 （１２８）
!!!!!!!!!!!!!!!

　概　况 （１２８）
!!!!!!!!!!!!!!!!

　重症、慢性病及异地居住申办 （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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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定点”监督检查 （１２８）
!!!!!!!!!!!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检查 （１２８）
!!!!!!!!!

　医保业务档案通过达标验收 （１２８）
!!!!!!!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治 （１２８）
!!!!!!!!!

　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 （１２９）
!!!!!!!!!

　医保“无差别服务” （１２９）
!!!!!!!!!!!

社会保险 （１２９）
!!!!!!!!!!!!!!!

　概 况 （１２９）
!!!!!!!!!!!!!!!!!

　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１２９）
!!!!!!!!!!!

　社保资金专项审计 （１２９）
!!!!!!!!!!!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 （１３０）
!!!!!!!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１３０）
!!!!!!!!!

农　业

综　述 （１３１）
!!!!!!!!!!!!!!!!

　概　况 （１３１）
!!!!!!!!!!!!!!!!

　紫茎泽兰项目建设 （１３１）
!!!!!!!!!!!

　农机安全检查 （１３１）
!!!!!!!!!!!!!

　农机年检 （１３１）
!!!!!!!!!!!!!!!

种植业 （１３２）
!!!!!!!!!!!!!!!!

　粮食生产 （１３２）
!!!!!!!!!!!!!!!

　蔬菜生产 （１３２）
!!!!!!!!!!!!!!!

　水果生产 （１３２）
!!!!!!!!!!!!!!!

养殖业 （１３２）
!!!!!!!!!!!!!!!!

　畜牧业生产 （１３２）
!!!!!!!!!!!!!!

　“瘦肉精”监测 （１３２）
!!!!!!!!!!!!!

　上市动物检疫 （１３２）
!!!!!!!!!!!!!

　畜禽免疫检测 （１３３）
!!!!!!!!!!!!!

　攀枝花鸡养殖技术指导 （１３３）
!!!!!!!

　动物免疫操作规范培训 （１３３）
!!!!!!!!!

　查处病死猪抛尸案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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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４０）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４２）
!!!!!!!!!!!!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ｗｏｒｋ （４６）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５０）
!!!!!!!

Ｕｎｉ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ｗｏｒｋ （５２）
!!!!!!!!!!!!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５４）
!!!!!!!!!!!!!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５５）
!!!!!!!!!!!!!!

Ｓｅｃｒｅｃｙｗｏｒｋ （５７）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Ｐａｒｔ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８）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５９）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６２）
!!!!!!!!!!!!!!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６２）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６５）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ｖｅｎｔｓ （６８）
!!!!!!!!!!!!!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７１）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７２）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７４）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ｆｆａｉｒｓ （７５）
!!!!!!!!!!!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７６）
!!!!!!!!!!!!!

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ｗｏｒｋ （７７）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ＰＣＣ （７７）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８１）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ａｒｔｉｅｓ （８７）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９１）
!!!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Ｕｎ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９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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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ＹｏｕｔｈＬｅａｇｕ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９５）
!!!!!!

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ｓ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９７）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Ｌｏｃａｌａｒｍｅｄｆｏｒｃｅｓ （９９）
!!!!!!!!!!!

Ｆｉｒ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１０２）
!!!!!!!!!!!!!!

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ｉｒｄｅｆｅｎｓｅ （１０６）
!!!!!!!!!!!

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ｌａｗ （１０７）
!!!!!!!!!!!!!!

Ｐｏｌｉｃｅ （１１２）
!!!!!!!!!!!!!!!!

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ｉａｌｗｏｒｋ （１１４）
!!!!!!!!!!!

Ｃｏｕｒ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１７）
!!!!!!!!!!!!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１２０）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２３）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４）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２７）
!!!!!!!!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１２８）
!!!!!!!!!!!

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１２９）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３１）
!!!!!!!!!!!!!!!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１３２）
!!!!!!!!!!!!!!!

Ｆｉｓｈ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ｒａｉｓｉｎｇ （１３２）
!!!!!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１３４）
!!!!!!!!!!!!!!!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３６）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３９）
!!!!!!!!!!!!!!!

Ｃｏ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４２）
!!!!!!!!!!!!!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ｏ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４２）
!!!!!!!!!!!!!!

Ｃｏ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ｆ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４５）
!!!!!!

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４５）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４５）
!!!!!!!!!!!!!!!!

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ＳｔｅｅｌＶａｎａｄｉｕｍＣｏ．Ｌｔｄ，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Ｇｒｏｕｐ （１４８）
!!!!!!!!!!

Ｇａｎｇｕｅ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ｅｎｇ－ｈｕａ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ＳｈａｒｅＬｔｄ （１５０）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

　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５０）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４）
!!!!!!!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５６）
!!!!!!

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１５７）
!!!!!!!!

ＨｅｍｅｎｋｏｕＷａ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Ｗａ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ｔｄ （１５７）
!!!!!!!!!!!!!!!

Ｇｅｌｉｐ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Ｗａ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Ｃｏ．Ｌｔｄ （１５８）
!!!!!!!!!!!!!!!

Ｗａｔｅ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Ｌｉｍｉｔｅｄ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５９）
!!!!!!!!!!!!!!!!!!

Ｂｅｅｒｂｒｅｗ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６０）
!!!!!!!!!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１６１）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６２）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６３）
!!!!!!!!!!!!

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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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１６５）
!!!!!!!!!!!!!!!

Ｔｏｕｒｉｓｍｓｃｅｎｉｃ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６５）
!!!!!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 （１６７）
!!!!!!!!!!!!

Ｔｏｕｒｉｓｍ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６８）
!!!!!!!!!!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１６９）
!!!!!!!!!!!!!

Ｐｏｓｔ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７１）
!!!!!!!!!!!!!

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７２）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Ｌｔｄ，Ｃｈｉｎａ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ｒｏｕｐ （１７２）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ｃｏ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ｔｄ （１７３）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ｈｉｎａＴｅｌｅｃｏｍ

　 （１７３）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１７５）
!!!!!!!!!!!!!!!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１７７）
!!!!!!!!!!!

Ｈｅｍｅｎｋｏｕ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１７７）
!!!!!!!

Ｗ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ｈｉｎａＬｉｆ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ｂｙＳｈａｒｅＬｔｄ （１７８）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ｓ （１７９）
!!!!!!!!!!!!!!!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
!!!!!!!!!!!!!!!

Ｓｔａｔｅ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
!!!!!!!!!!!!!!

Ｌｏｃａｌ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１８６）
!!!!!!!!!!!!!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８９）
!!!!!!

Ｃ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１）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ｔｉ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５）
!!!!!!!!

Ｓｕｔｉ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ａｒ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９）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２）
!!

Ｌ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１５）
!!!!

Ｃｏ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１６）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２１７）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１９）
!!!!!!!!!!!!!!!

Ａｕｄｉｔ （２２０）
!!!!!!!!!!!!!!!!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２３）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ｐｒｉ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２５）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２７）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２８）
!!!!!!

Ｐｏｐ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２２９）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３０）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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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３３）
!!!!!!!!!!!!!!!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３６）
!!!!!!!!!!

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３７）
!!!!!

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 （２３９）
!!!!!!!!!!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ｏ．７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２３９）
!!!!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ｏ．１２Ｓｅｎｉｏｒ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２４０）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４１）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Ｃｏ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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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

各位委员，同志们：

下面，我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一、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西区发展历史上十分艰难的一年，我
们经历了“８·２９”事故的巨大冲击，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

响。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迎难而上，负

重前行，在抓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的同时，努

力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

展。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７８３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２８５亿元，同 比增长

１７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０６亿元，同比增
长３４５％；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
入分别达到２１５０９元、１０４６０元，均增长１４％。

（一）“８·２９”事故教训深刻，安全工作警钟长鸣
８月２９日，西区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

炸事故，造成了４８人遇难、５４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这
是２００９年以来全国最大的一起瓦斯爆炸事故，是攀
枝花建市以来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事故给

党中央、国务院添了乱，给四川省抹了黑，给攀枝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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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给西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

冲击。事故的发生，暴露出我区在安全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既有企业主体责任的严重缺失，没有做到

正确处理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我们的领

导干部和监管人员也身负重要的责任，面对问题“失

之于宽、失之于软”，缺乏安全生产的责任意识，缺乏

高度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没有真正把群众的切身

利益放在第一位，最终酿成了这起灾难。作为区委书

记，我深感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十分自责和惭愧。

在这里，我再次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全区干部群众和

遇难者家属作出深刻检讨并深表歉意。事故发生后，

我们争分夺秒、全力以赴，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和医疗

救护工作，努力将事故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我们

以代人尽孝的态度，全力做好善后维稳工作，确保让

家属满意；我们以负荆请罪的勇气，虚心接受上级的

调查处理，确保让组织满意；我们以刮骨疗伤的决心，

认真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确保让社会满意。同

时，我们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痛下决心，深入查

找问题，建立了区级领导盯矿责任制度，加快了社会

主义新矿山建设，完成了肖家湾煤矿的永久性关闭工

作，推进了姚家坪、道中桥、老花山等煤矿资源整合工

作，努力扭转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的被动局面。

（二）地方经济在艰难中求进，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积极消除“８·２９”事故对全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坚持一手抓事故处置，一手抓经济建设，经济运行质

量进一步提高。工业经济后劲增强。园区功能日益

完善，规模不断壮大，获得“川商产业园”“四川省十二

五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称号，预计全年实现销售

收入１１５亿元。项目保障和协调服务力度进一步加
大，洗煤集中区、华益能源、翰通１００万吨捣固焦等项
目取得新的进展。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改

造成效明显，全年“关停并转迁”工业企业３４家。第
三产业逐渐壮大。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一期建设顺

利推进，攀青煤炭物流中心一期开工建设，攀西铁路

物资集散中心完成筹备工作，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规

划编制通过评审，以重型汽车销售为重点的专业市场

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服务业繁荣发展，批发零售、信

息中介、金融保险、社区服务等发展迅速，群众消费水

平稳步提高。农业经济较快增长。坚持精品特色农

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太阳沐歌乡村酒店主体即将完

工，１７３３万平方米花卉基地一期建成投产，梅子箐水
库改扩建工程动工建设。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攀枝花

鸡已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强化生

物技术应用，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建

成。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第十三届西博会签约资

金突破５３亿元。预计：全年完成第二产业增加值６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１５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完成第一产业增加值０８亿元，
同比增长４％；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５６％；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６０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２％。

（三）“三年攻坚”实现良好开局，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

全面启动三个“三年攻坚”，促进了城乡发展水平

的优化提升。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坚持治理与

修复同步，确定４９个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点、线、面并
举，切实整治噪声、粉尘、道路抛洒污染，加强对企业

排放行为的监督和检查。全年累计投入４亿元，完成
７个环境攻坚项目，对５８家堆混煤场进行了清理。加
快生态区建设，完成省级生态乡镇规划，金家村生态

村创建加快推进，西佛寺景区石漠化治理成效明显。

２０１２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７８４２％。城市
建设有力推进。编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清香

坪、大水井、格里坪等片区规划，全年完成各类规划设

计２０余个。清香坪“文化岛”新城、大水井新区、铸钢
厂旧城改造、老法院地块旧城改造等项目拆迁工作有

力推进，全年完成农村集体和城市征地拆迁任务

１３３３３万平方米。蓝湖国际二期建成交付使用，西贵
金沙主体完工，书香御景开工建设。丽攀高速、沿江

快速通道、格福路改造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实施。以

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正大天然气等为重点的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围绕“攀西第一镇”打造，紧密结

合城市和产业发展布局，抓好以庄上村为亮点的新村

建设，编制完成《格里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和８个
新村聚居点规划，完善产业安置模式，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庄上彝家水寨列入全市１６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项目，金家村、格里坪村、大水井村

获全省“环境优美示范村庄”称号。

（四）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成果不断巩固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抓好民

生工程的保障和落实，加快建立具有西区特色的工矿

区社会管理体系。全年累计投入８１亿元，１４５项民
生工程全面完成。申请公积金贷款９４００万元，全年
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１０４４套，建成１４０２套。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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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就业援助活动，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４９９６人、再就
业２２９８人次，城镇失业率控制在３６３％以内。全区
除国有企业职工以外的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

３６２４４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稳步开展。明确了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１０项制度和２０项工作重点，推行
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确立了８个试点社区（村），初
步形成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基本构架。加强矛盾

纠纷排查和化解，推进“大调解”向基层延伸。确保了

全国“两会”和党的十八大期间社会稳定，没有发生重

大群体性事件。

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

育工作启动实施，完成专利申报３５件。校安工程建
设任务全面完成，三十六中小异地重建项目加快推

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顺利通过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清香坪、陶家渡、玉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成投入使用。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走在全市前

列。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

务试点工作全面完成，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在１０４个试
点区（县）中名列全省第２位全国第２６位。省级依法
行政示范区创建得到巩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文化

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扎实推进。坚持党管

武装原则，民兵队伍在抗旱救灾、处置应对突发事件

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民族宗教、妇女儿童、人口计

生、机关事务、档案、工商、税务、质监、药监、审计、消

防、物价、保密等工作取得新进展。

（五）深化“创先争优”活动成果，党的建设不断

加强

自２０１０年 ４月起，全区 ２５３个基层党组织和
５７０３名党员积极投身创先争优活动，经过两年多实
践，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进入到常态建设、长效发展

阶段。“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扎实开展，先后树立了

格里坪村、高家坪社区、动力站社区、政务中心等一批

基层党组织先进典型。通过持续开展“挂包帮”“三服

务”“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党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进一步密切。加大干部交流和下派锻炼力度，

打破身份公选了７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开展了党政领
导干部专题培训月活动，强化了党政领导干部的能力

素质培训，充分激发了人才活力。党的十八大召开

后，我们迅速在全区领导干部中组织开展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活动，并组织宣讲团，深入基层在

群众中加强宣讲，使党的十八大精神深入人心。反腐

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创新推行科级党政主要领导干

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离任报告制度，促进

了“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

加强。积极推行“十子工作法”，深入推进“三项建

设”，全面提升纪检监察队伍履职能力。及时出台“六

条禁令”，以铁的纪律保障了“８·２９”事故的有效处
置。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办力度，全年党纪政纪

处分１４件１４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３件３人，营造了
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六）团结一心共克时艰，发展合力不断凝聚

“８·２９”的经历充分证明，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党
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了统揽全局的主心骨作用，在

事故面前，临危不乱，沉着应对，镇定指挥，与人大、政

府、政协几大班子精诚团结、甘苦与共，全身心投入到

事故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中；我们有一群胸怀大

局、事不避难、敢于担当的领导干部，在重大挑战面

前，没有畏惧，顾全大局，全力以赴完成事故抢险救援

和善后处置工作，体现了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切实发

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有一支坚强可靠、敢打硬

仗、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在困难挫折面前，没有退

缩，众志成城，默默奉献，日夜奋战在抢险救援、医疗

救护和善后处置第一线，体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无私

的精神。在整个事故的处置过程中，全区未发生一起

因矿难引起的劳资纠纷，未发生一例影响社会稳定的

群体性事件，未发生一起因伤员救治无效死亡的情

况。没有激化矛盾，也没有扩大事态，井然有序，平稳

推进。为了深刻吸取“８·２９”事故教训，我们扎实开
展了“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

育活动，兼顾基层一线，层层思想发动，充分征求意

见，以“十破十立”的决心，努力实现全区干部思想观

念上先行跨越、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工作推进上凝

心聚力。我们坚信，经历了“８·２９”事故的挑战和考
验，西区各级班子和队伍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提升，

西区的科学发展之路一定会更加宽广。

各位委员、同志们，在充满艰辛的２０１２年，取得
的成绩来之不易。在此，我代表区委，向过去一年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和各级

党组织，向所有关心支持西区发展的党代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各界

人士，特别向参与“８·２９”事故处置付出艰辛努力的
广大干部群众、救护队员、政法干警、武警部队、民兵

队伍、医护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充分认识到，西区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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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题：安全工作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产业支撑单

一、资源环境制约、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等问题在短期

内还难以解决，化解各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

依然十分繁重，有的干部还存在“怕、满、浮、慢、僵、

庸、懒、散、奢、旧”的不良作风，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工

作中加以改进。

二、在教训中提升加快发展的责任感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也

是西区建区４０周年，谋划好今年的各项工作，对于我
们走出“８·２９”阴影，吸取教训，一雪前耻，奋力开创
西区发展新局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要牢固树立知耻后勇、奋发图强的进取精神

“８·２９”事故严重损毁了西区的发展形象，也给
我们的部分干部内心深处蒙上了阴影，有的同志充满

了担忧和惧怕，有的还在痛苦中挣扎徘徊。同志们，

“８·２９”的教训固然深刻，但我们更要从阴霾中苏醒
过来，在经受磨难与打击之后，在困境面前，我们要毫

不气馁，决不后退，绝不自暴自弃；展望未来，唯有知

耻而后勇，挺起胸膛，坚强奋起，迎难而上，才能弥补

昨天的损失，开创西区幸福美好的明天。在新的一年

里，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地剖析自己，发现问

题，纠正错误，才能牢记教训；我们要贯彻好、落实好

党的十八大精神，统一思想，自立自强，才能服务人

民；我们要始终把精力投入到加快西区发展的实际行

动上来，矢志不渝，励精图治，才能赢得组织的信任、

人民的支持；我们要破除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保守

思想，永远不满足于守成，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始终以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以超常规的举措实现更大的

发展。

（二）要切实履行改革发展、开拓创新的历史使命

党中央对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态度非常鲜明，对不

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的决心十分坚定。我们要

牢牢把握机遇，把握形势，结合西区实际，认真研究，

通过改革创新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始

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经济发展、维护稳定、促进

和谐的各个环节，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强

调研，提前谋划。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机

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推进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积极争取经济发达镇改革试点，加快编外

用工社会化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努力实现居

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

收入；要改革征地制度，努力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

益中的分配比例；要结合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农

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同时，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

融入到财税、金融、生态、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之

中，勇于变革，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聚合改革协调推

进的正能量，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调性。

（三）要始终保持敢于担当、抢抓机遇的昂扬斗志

推进西区科学发展，需要我们的干部切实增强勇

于担当的意识，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激情，保持攻坚

克难的士气，不退缩、不放松、不懈怠、不折腾，工作中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畏首畏尾，不心浮气躁，不计

较个人得失。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有争的态度、闯

的勇气，抢抓机遇，争取政策资金支持。当前，我们面

临一系列有利于西区发展的政策机遇：省政府出台了

《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全市正加快建设

钢铁（钒钛）国家新兴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攀西战略

资源综合开发示范基地、国家废弃工矿地复垦利用试

点城市，我们面临着全国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延伸试

点、矿产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国家循环化改造

示范点园区、省级区域污染综合防治试点示范区等政

策机遇。同时，省上今年将投入１３０亿元资金，重点
办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村建设、文化事业发展、

治理地质灾害等８件大事，这些都将为我们下一步发
展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一定要加强上下沟通，

用好用活政策，争取最大支持，把握主动先机，实现最

好发展。

三、２０１３年工作部署

今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牢牢把握“止滑

提速调结构，平安惠民促和谐”的工作基调，纵深推进

“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三个“三年攻坚”和

三个“加快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努力建设实力西

区、生态西区、活力西区、和谐西区，为奋力开创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主要预期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９０亿元，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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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１００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３２亿元，力争完成
３６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６４亿元，力争完
成６８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完成６６亿元，力争
完成７０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６％，力
争增长１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
收入均增长１４％；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０％。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活动

认真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我们要高度重

视，从讲政治、谋全局的高度出发，创新学习载体，采

取多种形式，扎实抓好大会精神的学习贯彻，用大会

精神武装思想、统一认识、指导实践、引领发展。要切

实把十八大精神落实到推动西区科学发展、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上来；落实到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和改

善民生上来；落实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上来；落实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上来，使

之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要从适应十八大新要求、新形

势出发，在市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深入开展“思想

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以

活动为抓手，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围绕十八大的总体部

署，对照西区的发展找差距、理思路、明目标，对照发

展中的难题想办法、出主意、添措施，对照“十破十立”

的要求，及时解决我们干部队伍在思想、作风、执行力

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增强各级干部的发展意识、

责任意识、创新意识、实干意识和服务意识，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强大动力，转化为提高工

作成效的能力和水平，转化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在

成果，转化为推动西区加快发展的不竭动力，奋力开

创西区科学发展新局面。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

容，是关系全区长远发展、全面发展的战略抉择。要

立足西区实际，着眼西区未来，大力调整优化经济结

构，努力打造布局合理、产业聚集、特色鲜明的实力

城区。

一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地把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

方向。“８·２９”事故后，我区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抗
风险能力弱的缺点更加凸显，全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和效益刻不容缓。要按照以煤为基、多元发展的思

路，以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和工业信息化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着力培育新兴产业，逐步减轻对煤炭产业

的依赖程度，突破资源环境要素制约，改变现代服务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滞后的现状，打好结构调整的攻

坚战。要及时研究产业发展和项目投资的新方向，有

针对性地引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示范带

动作用的项目，着力改变我区工业产品附加值低、高

端产品不足的状况，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积极开拓

西区经济发展新优势，进一步深化园区建设，筑牢工

业发展平台，不断巩固工业发展基础。壮大第三产业

规模，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做大城市经济，构建以

煤及煤化工为基础、钒钛钢铁产业为先导、现代物流

业竞相发展的格局。

二是深化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发展循环经济，是

西区结合自身实际，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符合科学

发展的可持续战略选择。经过长期努力，我区已成为

全省“十二五”首批９个循环经济示范单位之一。当
前，要以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全面深化循环经济

的发展。要按照全省“示范”标准，进一步提高粉煤

灰、煤矸石、高炉渣等丰富的二次资源利用水平。要

系统研究部署，把循环经济上升到促进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高度，“渗透”到工业、农业、服务业各个领

域，深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不断扩大循环经济发展

示范成果，努力实现园区内循环向跨区域循环和全领

域循环发展。积极顺应全市打造“中国钒钛之都”的

发展大势，立足打造全川规模最大、标准化程度最高

的煤炭投资洼地和发展高地，推进二次资源综合利用

研发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大力提高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力争在“十二五”末建成国家级循

环经济示范单位。

三是提高对外开放发展水平。要实行更加积极

主动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不断拓展新

的开放领域和空间，实现区域间发展要素良性互动。

抓住成渝经济区、云南昆明经济带以及金沙江下游经

济带发展战略机遇，加强与周边区域的经济交流，搭

建信息平台，加大项目对接，力求在现代物流、钢铁机

械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取得新成效。积极参加

西博会、昆交会、渝洽会等，加大西区项目和形象的推

介力度，通过招大引强、集群承接、沿链引进，吸引更

多大企业、大集团和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投资，促

进引资规模与质量“双提升”。在巩固与华坪、盐源、

曲靖和富源等地区合作的基础上，加大与新疆、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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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煤炭协调力度，鼓励支持大企业参与辖区煤矿

资源整合，进一步加快矿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创

新举措盘活存量，深化与攀钢、攀煤、川滇林产品公司

等合作，加快棚户区、改制企业等搬迁后的土地整体

规划与打造。

四是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园区的聚集

优势和大项目的带动作用，通过建设好大项目，实现

大发展，以增强西区的长期发展后劲。加快重汽汽车

城、攀创煤基还原、紫茎泽兰综合利用、梅子箐水库改

扩建、金沙水电站等一批重大在建项目建设，推动１０

万吨钛白项目加快实施，加大１×３０万千瓦硫化床矸
石电厂项目的协调服务。进一步加快攀西工业贸易

集中区、攀西铁路物流集散中心、格里坪铁路物流中

心、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确保今年见到成效。以

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为契机，加大辖区煤及煤化工行

业资产重组力度，鼓励资金雄厚、实力较强、管理规范

的企业做大做强。强化格里坪工业园区的平台作用

和示范效应，重点抓好水、电、路以及通信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大对技术改造、科技创新等项目的扶持力度，

全力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征地拆迁、施工环境、生产

要素制约等共性难题，建立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管

理协调长效机制。完善重大项目领导联系、部门全程

服务制度，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激励考核和督察

问责，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三）加快推进三个“三年攻坚”，实现西区发展

新突破

三个“三年攻坚”，就是要通过三年的努力，加强

环境整治，彻底扭转西区环保工作被动局面；加快城

市建设，切实提升西区城市整体形象；加速城乡统筹，

全面促进“两化”互动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今年是攻

坚的第二年，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大事实事，振奋精

神，开创良好局面。

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力整治环境污染。党

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列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我

们要进一步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的

关系，聚各方之智、集全区之力，不欠新账、多还旧账，

坚持不懈打好环境综合整治这场硬仗。按照“五创联

动”要求，以生态区建设为抓手，坚持低层面起步，高

起点规划，新技术引领，大规模实施，超常规推进，大

力实施点源、线源、面源“三大治理”工程，年内完成金

家村、格里坪村、巴关河、动力站至凉风坳“四大片区”

的二三类地方工业企业的搬迁入园工作。加快堆混

煤场规范化建设，推进管道和皮带运输装置建设，不

断夯实环保基础设施，切实解决粉尘污染难题。加快

西佛寺、金家村等重点区域以及采空沉陷区、固体废

物堆积区矿山迹地植被恢复治理。

二是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努力改善城市形象。坚

持科学规划引领，统筹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规划和

产业发展规划，实现多规整合。坚持新区开发和旧城

改造“两轮驱动”，全面加快清香坪新城、大水井新区、

新庄新区的开发建设，推进新法院、小水井、河门口原

邮电局等地块打造，启动面粉厂、粮食储备库、大水井

农贸市场、区公安分局搬迁，形成中心城区整体打造、

综合开发的态势。按照产城一体的要求，全面启动格

里坪新区建设，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支持以川

能投综合基地为重点的总部经济建设。注重城镇品

味提升和风貌塑造，加快金沙江西区段沿江景观规划

编制，推进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公园、河门口公园、

渡江公园“四大公园”的改造和建设。配套完善供水、

供电、防洪等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

服务设施，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以沿江

快速通道、省道３１０与沿江快速通道连接线、格福路、
田华路东段、四二四厂路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金竹路、大水井尖山通村公路建设，做好通江

大道建设前期工作，以内畅外通的区域交通网络保障

南向门户前沿阵地的打造。

三是加快统筹城乡，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

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们

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关键环节。

将农民新村和农民集中安置小区建设作为推进城乡

统筹发展的着力点，编制《攀西第一镇规划》，加快新

庄村四社新村综合体规划，完成 ４个新村聚居点规
划。依山就势，科学布局，全面推进新庄、大水井、格

里坪和庄上四大片区新村建设，加快金家村环境整治

示范新村及庄上村“攀西花卉第一村”打造。将发展

农村产业经济作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支撑，加

快“一村一品”精品特色农业发展，加大特色农产品品

牌培育，积极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加快乡村休

闲旅游产业发展，进一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

民充分就业、持续增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积极推

行“先安置、后征地”的工作模式，在充分保障农民权

益的基础上，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均衡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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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社会管理，在改善民生中加强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

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按照“八有”要求，系

统全面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的社会建设，在

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让群众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是系统实施民生工程。狠抓民生工程的推进

和落实，广泛向辖区群众征集民生项目，向社会公开

承诺解决时间表。坚持把实现“居者有其屋”作为

最大的民生工程，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棚户区

改造和采空沉陷区治理力度，启动龙洞片区居民搬

迁工作，今年建设保障性住房１３６８套，确保攀煤清
香坪、格里坪两个安置小区５３１０户居民全部入住。
对全区就业情况开展普查和调研，有针对性地开发

就业岗位，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动态消除零就

业家庭，统筹推进城乡就业。围绕“质量、均衡、安

全”主线，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切实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促进

教育公平。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行社区养老

服务新模式，建立健全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完成格

里坪镇卫生院新建项目及陶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改扩建项目。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和大中型水利水电

移民工作。进一步加大对村、社区投入，继续推进全

国和谐社区创建工作，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提升

群众的幸福指数。

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

格局新要求，健全社会管理四级网格体系，提升和推

广８个市级社区（村）社会管理试点做法。加强基层
基础建设，继续完善信访维稳工作定期研判、区级领

导包案化解、镇村干部联合接访等工作制度，最大限

度减少矛盾纠纷。强化镇、街道在社会管理中的职

能，针对当前最为突出的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棚户

区和采空区安置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要系统梳理，

分类化解，坚决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严厉打击缠访、

非访、闹访，今年内要对征地拆迁历史遗留问题进行

全面梳理和解决。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推进

维稳关口前移，从源头防范和化解稳定风险。巩固依

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

县（区）的创建工作成果，拓展“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
平台功能，以“三三一”政务服务工程为抓手，全面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

三是深入开展“平安西区”建设。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要深刻吸取“８·２９”事故教训，从思想上高度
重视安全工作，从行动上切实抓好安全工作，健全和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警钟长鸣。要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扎实开展好煤矿关停并转和社会主义新矿山

建设，严把煤矿复产复工验收关，整改不达标或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坚决不复产复工。加强企业安全

基础建设，督促企业认真做好安全“三同时”工作，建

立严密、完整、有序的安全管理体系，坚决遏制重特大

安全事故。建立安全监管长效机制，抓好安全监管队

伍建设，不断提高监管的科学化、专业化水平。完善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

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强化全民安全意识，

推进实施安全社区建设工程，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

根基。

四是深化民主政治建设。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决策，健全区委工作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

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支持人大及其常委

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独立行使监督、

决定、任免等职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制度建设。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发挥好群团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为经

济社会发展凝聚力量。要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

决支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深入开展“六五”普法，提高领导干部运用

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推动发展的

能力。

五是扎实推进文化建设。围绕构建区域文化高

地，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农家

书屋建设“三大工程”，努力构建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突出文化岛综合性公益文化产业园建设，加

强两馆一所、村村响、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建设，加快

文化产业发展。围绕中国阳光欢乐节、建区４０周年
等活动，引导群众自发、有序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唱响文化生活的主旋律。围绕“苏铁文化”“玉泉文

化”两大品牌，多角度、全方位打造独具一格的西区文

化特色。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工作和文物保

护工作。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民

族精神教育和爱国爱家教育，大力弘扬“创业求实，开

拓奉献”的宝鼎精神，为西区加快发展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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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筑牢科学发展的政治

保障

要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牢牢把握加强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全面提

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指路灯塔，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

精神支柱。要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为

抓手，结合党（工）委中心组理论学习、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等载体，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政治立场，明辨大是大非。

选派年轻干部到基层一线、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

实践锻炼、增长才干。整合企业新闻广电资源，利用

好攀煤电视台、西区电视新闻中心等载体，着力构建

“大宣传”格局。切实发挥党委新闻发言人作用，牢牢

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团结一心跟党走、同心同

德创伟业的生动局面。

二是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

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

政后的最大危险。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群众制度，要大力推

行“一线工作法”，扎实开展“百千万·干群心连心”

“挂包帮”活动，推进“三服务”活动向基层延伸，始终

做到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

好事中，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春节即将来临，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

加强调研，访贫问苦，把工作做得更具体一些、更实在

一些，以真挚的感情和扎实的行动帮助困难群众，让

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

三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党建工作。加强

竞争上岗和公务员调任制试点工作，大幅提升选人用

人公信度，坚持把政治坚定、扎根基层、实绩突出、群

众公认的干部选上来，把品行不良、作风漂浮、碌碌无

为的干部换下去，使广大干部干事有激情、做事有思

路、推进有举措、工作有实效。把创先争优的成果提

炼和升华为制度成果，持续做好基层组织建设年晋位

升级、整改提高，打造党建示范点和党建品牌，树立一

批“叫得响、有影响、可推广”的先进典型，保持创先争

优在基层党组织中的恒温和常态。全面加强基层党

员的培养发展，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影响力，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

和谐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人才引

进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四是永葆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是

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

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打好教育、制度、监督、纠风、惩治“组合拳”。要进一

步严明政治纪律，强化督查督办，严格责任追究，凡是

对上级的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的，坚决予以查处，以铁的纪律保证中央和省、市、区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加

大党务公开力度，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严

肃重大工作责任追究。增强基层独立办案的能力，进

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要牢固树立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力戒奢靡之风，坚决反对大

手大脚、铺张浪费，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

同志们，今年是西区建区４０周年，党的十八大绘
就了新的宏伟蓝图，西区将翻开新的历史篇章。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迎难而上，为建设实

力、活力、生态、和谐西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

奋斗！

名词解释

三个“三年攻坚”：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统筹城乡发展三年攻坚。

三个“加快建设”：加快园区建设、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

“十子工作法”：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推行的工作

方法，即举旗子、强班子、搭台子、照镜子、看片子、结

对子、揣本子、守箱子、出点子、查案子。

“三项建设”：省纪检监察系统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
日起开展的能力素质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基层组织

建设的“三项建设”活动。

“十破十立”：破“怕”立“敢”、破“满”立“争”、破

“浮”立“实”、破“慢”立“快”、破“僵”立“活”、破“庸”

立“能”、破“懒”立“勤”、破“散”立“专”、破“奢”立

“俭”、破“旧”立“新”。

“三三一”政务服务工程：区、街道（镇）、社区

（村）三级联网，投资项目、技改项目、市场准入三条并

联审批通道，一条“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热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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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长　李兴华

各位代表：

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

议，并请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１２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２年，是西区历史上非同寻常、异常艰难的一
年。面对国内经济下行、持续多年的严重旱灾和

“８·２９”事故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我

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纵深推进“三个集中”

发展战略，大力实施三个“三年攻坚”，着力破解制约

发展的突出问题，实现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全区预

计（下同）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７８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０％，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０８亿元，第二产业增加
值６６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１５亿元；完成地方财政
收入２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８％；完成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６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５％；实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２２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６％；农民人均纯收
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 １０４６０元、
２１５０９元，均同比增长１４％。

（一）迎难而上，合力攻坚，区域经济负重前行

工业经济艰难求进。重大项目全力推进。１４６个
“四个一批”重大项目竣工５６个，开工５５个，累计完
成投资５１３９亿元。金沙水电站业主营地主体竣工，

瑞津、长衡等洗煤技改搬迁项目竣工，新增洗煤能力

１２０万吨，扬驰胶业技改搬迁项目即将竣工，华益能源
ＬＮＧ、钢城起重机厂还蒸器等项目加快建设，重汽集
团汽车城、攀创科技５０万吨钢铁中间渣综合利用等
项目开工。德胜攀煤化工公司等１０家企业进入全市
民营企业５０强。规上工业增加值完成６３亿元，同比
增长１３２％。园区建设取得突破。继续保持“百亿园
区”称号，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５亿元，被列入全省４个、
全市唯一的“川商产业园”。园区基础设施日臻完善，

北线道路及北线道路次干路１号支线竣工通车，马庄
路、翰通焦化与省道３１０连接线完成可研，马上坪２２０
千伏输变电站竣工，枣子坪 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开
工，初步形成自西向东的园区电网通道。循环经济成

效显著。成功引进邦钛科技木质纤维素、安华矸石砖

等一批循环经济项目。西区成为全省“十二五”首批

９个、全市唯一的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县（区），格里坪
工业园区进入全省首批２２个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攀
创科技进入省首批３８户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省战略
新兴产业示范单位。

农村经济稳中向好。完成农业生产总值１５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２％。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总投资４亿元的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钻探
取水深井２口，新建小水窖（池）１７４口，改善灌面２０
万平方米，成功应对严重旱灾。乡村道路建设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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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金竹路路基施工基本完成，庄上新村连接线一标

段完成路面铺设，大水井尖山通村公路进入招标阶

段。全力发展特色种养殖业，鸡获批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完成大麦地 ３６６７万平方米核桃园建
设，加快推进晚熟芒果、蒰柑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

设。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投产，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结束我市无大型高档花卉基地的历史。

三产发展态势良好。强化政策引导，出台服务业

发展实施意见、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和星级农家乐、乡

村酒店暨星级饭店奖励办法。现代物流业蓬勃发展，

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发展规划通过市级评审，完成丽

攀高速庄上出口服务业发展规划。完成格里坪铁路

物流中心一期一标段建设，实现投资２１亿元。攀青
煤炭物流中心一期进展顺利，完成投资 ０４３亿元。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推进中国阳光康

养旅游城市创建，实现旅游收入５７亿元，同比增长
４０７％。金沙来大酒店、西城佳园宾馆获评三星级旅
游饭店，实现三星级饭店零突破。西佛寺景区建设稳

步推进，苏铁生态旅游区环评报告加快编制，成功举

办“苏铁文化旅游节”。

（二）增添措施，强力推进，攻坚战役扎实起步

城市建设攻坚进展顺利。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

取得阶段性成果。完成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清香

坪大水井片区控制性详规修编，完成清香坪“文化岛”

项目、大水井通江大道及周边地块、大水井城市景观

中轴线及周边地块城市设计。清香坪“文化岛”土地

和房屋征收加快推进，大水井新区完成民意调查，新

庄新区梨树苑安置点、宴府安置点二期加快建设。老

法院旧城改造完成规划调整方案编制，新法院北侧地

块、河门口邮电局地块等旧城改造项目加紧筹备。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丽攀高速西区段、沿江快

速通道西区段、３１０省道格福段改造分别完成产值
１２７９亿元、５７２０万元、９００万元，西贵金沙东西向连
接线通车。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主城区雨污

管网改造加快推进，玉泉连接线花卉增植、苏铁广场

绿化升级改造等阳光花城景观打造工程加快实施，率

先在全市开展星级文明市场评比。

环境整治攻坚初见成效。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为契机，全面启动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投入

资金４亿余元，实施２３个专项整治项目，成为全省唯
一的区域污染防治试点示范区。全面开展点源、线

源、面源污染整治，完成金家村四社等片区５８家堆混

煤场清理，关停并转迁工业企业３４家。破解扬尘污
染整治难题，在全市率先引进干雾抑尘、挡风抑尘网

等环保设备，完成攀青物流至鑫铁物流管状皮带运输

可研报告。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２８７天，优良率达
到７８４２％，同比提高３３５％，ＰＭ１０浓度降低７４％，
ＳＯ２浓度下降６７％。加快推进森林城市和园林城市
打造，完成西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启动金沙江

西区段沿江景观规划编制。西佛寺景区石漠化治理

成效显著，累计完成绿化８０万平方米，完成大宝鼎矿
山等３１万平方米植被恢复造林。

统筹城乡攻坚协调推进。完成格里坪镇新村建

设总体规划及８个新村聚居点规划编制，大水井新村
聚居点建设完工，庄上新村、田家湾二期等新村聚居

点加快建设，庄上旅游示范村建设积极推进，太阳沐

歌乡村酒店完成主体施工。继续开展乡村环境综合

整治，金家村等３个村获“环境优美示范村”称号。
（三）全力以赴，顽强奋战，妥善处置“８·２９”事故
精心组织开展救援。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在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第一时

间动员一切力量，调集公安、武警、民兵等５００余人，
组织１１支省内外救援队伍、４０５名救援人员，出动２３３
队次、２２１６人次，召集矿工及附近群众２０００余人次，
全力开展事故救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事故给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累计出动医护车辆４９２台
次、医务人员４７８５人次参与现场救护，组织攀煤医院
等四家医疗机构全力抢救受伤矿工。

高效稳妥处置善后。以代人尽孝的态度，坚持

“真诚以待、真情安抚、真心服务”的思路，采取“一名

职工、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份档案、一包

到底”的“六个一”群众工作机制，成立３６个工作组，
尽最大努力妥善细致地做好善后维稳工作。累计接

待来攀亲属６５３人，３天与所有遇难矿工家属就赔偿
事宜达成一致，５天完成协议签订，确保事故在较短时
间内得以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事故给西区带

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协调事故责任人资产处置和债

权债务清偿，使横跨两省的债务纠纷基本得以化解，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方权益，未发生因煤矿停业、歇

业造成的劳动纠纷和因赔偿补偿问题引发的群体性

事件，无一例上访和反复。整个善后处置工作协调有

序、和谐稳定，实现了领导满意、亲属满意、社会满意。

事故救援、善后处置及债权债务清偿等工作得到了国

务院调查组、省、市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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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开展安全整改。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强

化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完善区级党政领导安全生

产职责，实行区级领导盯矿，严格落实镇、街办和安监

等部门监管责任。以刮骨疗伤的态度，扎实开展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对所有煤矿企业实施停产整顿，深入

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切实加强对煤矿、非煤矿山、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等各行业和领域的隐患排查治理。大

力实施煤矿“三项治理”，加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力度，认真开展煤矿关停并转，关闭整合肖家湾等 ４
家煤矿。累计投入５４２４万元，在桐麻湾等１２个矿井
开展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有效扭转了安全生产被动

局面。

（四）解放思想，把握机遇，改革开放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积极开展政府机构改革评

估，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清理规范工作。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完成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在各街道（镇）分别设立１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妥善解决原西兴印刷厂改制遗留问题。对

外开放不断深化，加强与中国农科院、川大等科研机

构和高校的合作，组团赴东北等地考察资源枯竭型城

市转型、特色煤化工产业发展，继续强化与华坪、曲靖

等周边地区联系，区域战略合作更加紧密。

招商引资增势强劲。强化招商引资工作主动性，

完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考核奖励办法，组建小分队

赴云南、江苏、辽宁等地，加大与攀钢、昆钢、川威等大

企业对接协作力度，成功争取到中国重汽、永兴煤业

等公司项目落户西区。全区招商引资履约项目共７３
个，实际到位资金６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２％。新引
进市级特重大项目１个，市级重大项目４个。外资引
进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外商投资５００万美元。节会
招商成果丰硕，第十三届西博会签约项目１０个，签约
金额５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７％，第十二届西博会签约
项目履约率、开工率均达到１００％。

争取资金取得突破。面对“财政收入低、刚性支

出大”的困境，充分利用保障性住房建设、环境综合整

治等政策机遇，争取上级各种补助５６亿元，新增１６
亿元，增长４０％。成功组建西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为破解政府融资难题创造条件。健全中小企业融资

担保体系，全力化解企业融资瓶颈。

（五）关注民生，和谐共建，社会发展不断加强

民生工程稳步实施。累计投入 ８１亿元，完成
１４５项民生工程。大力实施就业促进工程，新增就业

４９９６人，失业人员再就业２２９８人，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３６３％以内。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
会保险政策全覆盖，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３６４２７人，医
疗保险参保人数６０３４６人，新农合参合人数８６９７人，
发放城乡低保金２６６６万元，覆盖３３７７户。孤寡老
人、五保户集中供养率均达到１００％。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清欠农民工工资８７５６万元。保障性住房建
设提质加速，８个新建项目共１０４４套全面开工，４个
续建项目１４０２套完成主体施工。着力破解保障性住
房建设资金难题，成功申请公积金贷款９４００万元。

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出台西区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１家、省建设创新型
企业１家。巴关河社区荣获“全国科普示范社区”称
号。投入２２６３万元完成年度校安工程，维修校舍面
积３１５６２平方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竣工，市１８小
学改扩建、格里坪镇中心幼儿园新建等项目加快推

进。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成农村有线广播

“村村响”工程试点建设。金沙滩全民健身户外营地

维修工程投入使用，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体设

施免费开放。在全市率先推行基层医疗机构检验外

包工作，二医院外科住院大楼开工建设，清香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列入省级示范，省结核病综合防治

示范区创建工作获年度优秀奖。全面做好人口计生

工作，符合政策生育率达 ９１７４％。积极开展食品、药
品安全监管，加大滥用食品添加剂、“瘦肉精”、“地沟

油”查处力度。精神文明、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

国防动员、人防、双拥、扶贫、移民、审计、统计、民族、

宗教、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外事、侨务、机关事务、

档案、地方志、防震减灾、税务等工作成效明显。

（六）创新举措，突出重点，社会管理不断加强

和谐社会建设扎实有效。积极开展重点领域、重

点地区社会治安集中整治，社会治安状况满意率达到

９４％。扎实推进社会管理网格化试点工作，格里坪村
“光荣榜”模式、蓝湖社区组团式服务等经验做法赢得

社会各界肯定。巴关河社区成功创建全省一类养老

服务社会化示范社区。加强信访维稳工作，坚持做好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妥善化解项目征地拆迁

涉稳等问题，确保了十八大期间“零赴蓉、零进京”。

整合资源优势，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综合应急救援大

队，成功举办防灾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完成尖山子等

３个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工程。继续保持打击私挖滥采
的高压态势，责任区域巡查覆盖率和违法行为现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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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率均达到１００％。
依法行政示范成效明显。在全市率先完成行政

执法部门（单位）的行政权力清理规范，完成清理

２７２７项。推进依法决策，聘请政府法律顾问。坚持民
主决策，不断完善程序机制，畅通表达渠道。大力实

施“六五”普法工作规划，积极开展法治建设示范单位

创建活动，“法律六进”活动扎实开展。畅通法律援助

绿色通道，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１５００余件，切实维
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政务试点创建亮点纷呈。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

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工作通过省级验

收。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名列全国１００个试点区（县）
第２６位、全省第２位。积极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招投
标、征地拆迁、财政等信息公开。大力提升政务服务

水平，实现区、街道（镇）、社区（村）三级便民服务体

系全覆盖。完善投资项目、技术改造、市场准入三大

并联审批通道，实现部门年审、年检事项并联审批全

覆盖。拓展“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功能，提供全
天候、全方位的公共服务，累计受理群众来电１０３５个，
受理率及求助服务派单成功率均达到１００％。

坚持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政府

形象得到显著提升。自觉接受区人大的法律监督、工

作监督和区政协的民主监督，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４
件和政协委员提案６６件，办结率和答复率１００％。强
化行政监察，出台重要工作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严肃

查处违纪违法案件。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经济社

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

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戮力同心、顽强拼搏、排难

奋进，在推进转型中加快发展，在重点突破中强力攻

坚，在破解瓶颈中积蓄后劲，经受了种种考验，战胜了

重重困难，取得了艰辛的成绩。事实充分说明，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只要有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坚强领导，有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和支持，有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在

此，我谨代表区政府，向全区人民，向在各条战线和各

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全体劳动者，向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各民主党派、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无党派、宗教人士及社会各界人士，向在

我区创业发展的投资者、建设者，向所有关心、支持西

区建设和发展的朋友们，特别向参与“８·２９”事故处
置付出艰辛努力的广大干部群众、救护队员、政法干

警、武警官兵、民兵队伍和医护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

前是西区发展矛盾集中凸现的特殊困难时期，仍存在

不少问题：产业结构依然单一，城乡“一体化”发展难

度较大，“两化”互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

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财政稳健

运行面临巨大挑战；社会管理任务艰巨，化解历史遗

留问题和各种社会矛盾任务繁重；安全生产基础薄

弱，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尤其是“８·２９”事故的发生，
暴露出我区安全生产监管不到位、部分干部作风漂浮

等问题。我作为全区安全生产监管第一责任人，对事

故的发生深感内疚和自责，在此，我再次代表区政府，

向全区干部群众和遇难者家属作出深刻检讨。对这

些困难和问题，我们有决心、有信心，更有恒心，以更

加创新的理念、更加务实的举措，破解难题，加快

发展。

二、２０１３年工作部署

２０１３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是走出

“８·２９”事故困难局面的关键之年。由于受世界经济
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周期性减速趋势的影响，攀钢等

大企业经营困难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煤炭需求不

振、原煤和洗精煤价格倒挂等问题突出，以煤为主的

西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我们在高度重视问题

和困难的同时，也必须认清有利形势。特别是十八大

的胜利召开，为西区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翻番”发展目标指明了方

向；为西区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化”良性互动、实现“三

化”协调并进、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坚定了信心；为西

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动力，实现

二次振兴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随着今年区属煤矿

的陆续复产，将有效缓解煤炭洗选、焦化等下游产业

原料供给不足的问题，今年经济形势企稳迹象更加

明显。

要做好今年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以下原则：一

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西区放在川西南、滇西北，

乃至全国总体布局中去谋划，紧紧围绕全市加快建设

“中国钒钛之都”“中国阳光花城”“四川南向门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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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部署，用全局的思维、开放的视野，全力打造西南地

区规模最大、标准化程度最高的煤及煤化工产业中心

和区域性物流节点。二是抢抓机遇、借势发展。主动

顺应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扩大内需等政策导向，牢牢

抓住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升级、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建设、国家循环经济示

范区、区域污染防治试点示范区等重大战略机遇，结

合辖区环境综合整治、城市开发、新村建设等三个“三

年攻坚”工作重点，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借助外

力，激活内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三是突出特

色、发挥优势。全力发展壮大特色支柱产业，加快优

势资源转化，重点扶持钒钛、钢铁机械深加工、新能源

产业，充分挖掘阳光花卉、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潜力，

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四是创新机制、破解困

局。敢于打破制约科学发展的机制障碍，善于结合区

情创造性地贯彻落实政策，全力破解加快发展与提供

保障、改善环境与结构调整、城市建设与征地拆迁、民

生改善与维护稳定等矛盾，努力开创政府工作新局

面。五是和谐共建、幸福共享。以深入开展“三大主

题教育活动”为契机，狠抓政府自身建设，着力提升服

务能力和水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努力打造平安西

区，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祉。

同志们，“８·２９”事故发生以来，我们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坚忍不拔，奋力拼搏，顽强地克服了挫折坎

坷的磨难，勇敢地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成功地度

过了最艰难的时刻，黎明的曙光已经来临，壮丽的图

景正在展现。同志们，“８·２９”事故的教训固然深刻，
但我们更应着眼长远，西区必须要发展，不能被

“８·２９”的泪水一直模糊双眼，也不能因“８·２９”的伤
痛而动摇坚强的信念，更不能让“８·２９”的困难阻断
奋进的道路。我们的干部队伍是一支关键时刻能拉

出来、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的队伍。我们完全能够

依靠自身的努力，通过全区上下的顽强拼搏，去消化

“８·２９”的影响，一步步走出事故的阴霾。我相信，只
要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勇于坦然面对挑战，敢于

探索出路，善于扬长避短，主动顺应潮流，积极争取支

持，就一定能够突破困境，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

局面。

今年政府工作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紧紧把握“止滑提速调结构，平安惠民促和谐”的

工作基调，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加快实施

三个“三年攻坚”，大力推进三个“加快建设”，全力以

赴打好经济回升、安全生产两大翻身仗，着力推进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建

设幸福美丽新西区。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１５％，力争１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０％，
力争２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６％；地方财政
收入同比增长１２％，力争１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增长１４％以上；空气环境质
量优良率达到８０％；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以内；
万元ＧＤＰ综合能耗下降３５％。

围绕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我们要扎实做好七个

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不断提升发展质量

牢牢抓住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个核心，围绕全市打

造千亿钒钛产业战略，坚持做精一产、做强二产、做大

三产的思路，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全力以赴确保经济

尽快止滑提速和持续健康发展。

着力打造重点产业集群。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挖

掘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接续替代产业，逐步推动西区

以煤为主向以煤为基的转变。全力打造百亿特色煤

化工产业集群。以攀煤、德胜、华益等骨干企业为依

托，提高煤焦化行业资源深度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

重点发展煤精细化工、清洁能源等高附加值产品。围

绕煤化工和钒钛化工两大产业链，积极引进实施一批

高附加值、低能耗、产业带动和经济拉动效应显著的

重大项目。鼓励发展高端钛白粉及钛化工产业。大

力发展钒钛、钢铁深加工优势产业集群。全力推进钢

城起重机厂还蒸器、重汽集团汽车城项目，加大攀创

科技等项目扶持力度。加强与国内知名大企业的对

接力度，促成项目入驻马上坪钢铁及机械深加工产业

集中区，逐步做大做强钒钛机械工业。积极培育战略

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花卉苗木、生物等新兴产业，全

力支持金沙水电站、３０万千瓦矸石发电项目，加快推
进缅气入攀加气站建设及太阳能发电项目前期工作，

逐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大力培育壮大服务产业。围绕打造区域性物流

枢纽，大力发展生产性物流业，逐步完善“一区四中

心”的物流格局。加快重点物流项目建设，实现攀西

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全面开工，确保完成格里坪铁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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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一期建设、攀青煤炭物流中心一期建设，打造

全市重要的电煤储备基地，积极推动攀西工业贸易集

中区等重点物流项目。强化旅游经济带动效益，继续

打造蓝湖—西佛寺康养休闲居住区，全面打造金沙江

沿江景观带，积极谋划金沙电站库区旅游，加快建设

庄上新村、金沙滩、大水井、尖山等沿江景点。完善旅

游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一批档次高、功能全的星

级宾馆、星级农家乐和特色餐饮店。坚持扩大消费拉

动内需，着力培育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逐步增加

限上企业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积极

搭建区域性消费服务平台，办好重型卡车展销会、迎

春购物月等促销会展，促进服务性消费。积极培育消

费热点，发展社区便民服务，加大“万村千乡市场工

程”网点商品配送力度，充分挖掘农村市场消费潜力。

积极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按照“市场引导、龙头

带动、规模种养”的思路，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坚持精品特色农业与发展乡村旅

游相结合，加快庄上旅游新村建设，充分发挥庄上高

端花卉苗木基地和太阳沐歌乡村酒店的带动作用，大

力发展花卉种植业，加快建设庄上村旅游环线、庄观

连接线，打造高端花卉观光生态园，提升乡村旅游接

待能力。重点培育竹林坡、大麦地村核桃、花椒等特

色农产品，加大当鸡、苏铁山药市场推广力度，引导

农民扩大特色种养殖规模，开拓农民增收渠道，实现

产业富民。深入挖掘农村经济投资潜力，加大丽攀高

速庄上出口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产业招商引资力度。

继续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加快推进梅子箐水

库扩建工程，继续建设中小水利设施，提升防御旱涝

和山洪灾害的能力。

不断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坚持“由园区内循环向

跨区域循环发展，由工业循环向全社会循环发展”的

理念，依托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推动园区产业向

低消耗、高效益、循环型、生态型发展，加快打造循环

经济产业链，实现煤化工、钒钛化工、钢铁及机械制造

产业链的有机融合，全力争创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

区。加快推进攀创科技钢铁中间渣综合利用、安华矸

石砖等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带动

区属企业实施高新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减少废

弃物排放，进一步提高高炉渣、煤矸石、粉煤灰等二次

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效率，为全市建设千亿钒钛产业提

供有力保障。着力完善循环经济体系，推动循环经济

向农业、服务业和日常生活等社会各领域渗透，促进

循环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融合，逐步建立布局合

理、互动发展、协调推进的循环经济发展格局。

（二）推进三个三年攻坚，大力优化发展环境

围绕全市打造百万人口区域中心城市战略，把城

镇化作为加快发展的突破口，全面打好三个“三年攻

坚”战役，统筹推进“五创联动”，使西区城市功能、人

居环境、城乡面貌和文明程度大提升、上大台阶。

深入推进城市建设攻坚。按照“一城两片，九大

组团，沿江轴线串珠发展”的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和主

城区“一体两翼、三位一体”的城市建设业态结构，全

力破解征地拆迁难题，狠抓项目建设进度，着力提高

城镇化质量，不断改善城区面貌。加快建设以文化、

商务、金融为中心的清香坪新城，联动推进集景观轴

线、公园、游乐、居住为一体的大水井新区建设，深入

推进新庄新区开发，加快启动格里坪新镇区建设。统

筹实施福广新城、铸钢厂、九附二、新法院、大水井供

销社片区、龙达面粉厂、老法院等地块旧城改造。依

托蓝湖三期、西贵金沙等房地产项目建设，打造一批

标志性建筑和生态园林小区。加快建设数字化城管

信息系统，探索城市管理地企协作新机制。完成生活

垃圾处理中心二期续建、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支线管网

建设，加快推进主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加快城市天然

气管道建设。加快城乡电网建设改造，启动大水井变

电站升压工程。完成苏铁大道和清乌复线主城区段

花城景观打造，加快推进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公园、

河门口公园、渡江公园的建设和改造。

深入推进环境整治攻坚。按照创建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要求，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新西区。加快实施区

域污染综合整治、堆场清理及生态修复等攻坚项目，

重点抓好金家村生态修复工程、大水井八社和清乌复

线片区综合治理项目，确保全面完成年度１３个攻坚
项目。加强工业污染源治理，有效控制粉尘污染，在

涉煤企业全面推广干雾抑尘、挡风抑尘网等先进环保

新设备，启动攀青物流至鑫铁物流管状皮带运输工程

建设。继续加大对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

体废弃物污染综合治理力度。积极推广西佛寺景区

石漠化治理经验，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森林城市建设。

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实施工业园区防

护林、凉风坳防护景观林建设，继续开展视野区和工

矿废弃地生态植被恢复。

深入推进城乡统筹攻坚。紧紧围绕打造“攀西第

一镇”和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坚持“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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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产城联动、产村相融”理念，以新村带产业，产业

促新村，实现产业与新村融合互动。扎实开展新农村

建设，按照“道路标美化、产业特色化、房屋改造标准

化、庭院优美化、公共服务城镇化”的要求，完成老村

子、罗家坪子等４个新村聚居点规划编制，完成野猪
塘、田家湾二期等新村聚居点建设，加快建设金沙滩

新村聚居点。继续推进庄上村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积

极探索推进集体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高效利用。组

建劳务服务公司，探索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制定

做好失地农民工作的措施，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

生活保障问题，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三）实施三个加快建设，着力夯实发展保障

把基础设施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重点推进事关长

远发展和民生福祉的重大项目建设，全面提升跨越发

展保障能力。

加快工业园区建设。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向园区

集中”，加快推进工业企业搬迁入园和转型升级，重点

引进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辐射带动

力强的项目，突出产业创新，促进产业聚集，实现销售

收入１６０亿元的目标。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
快新上项目、技改项目建设，确保翰通１００万吨捣固
焦、华益能源ＬＮＧ、攀创科技５０万吨钢铁中间渣综合
利用等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促成长衡工贸、瑞津

工贸等洗煤项目达产达效，实现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

二期、紫茎泽兰综合利用二期等项目开工建设。全力

争取重点项目，利用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等优惠政

策，力争多上、快上一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

点项目。进一步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

谋划马庄路、翰通焦化与省道３１０连接线，实现田华
路东段改造、北线道路与田华路连接线、园区与丽攀

高速出口连接线开工建设，实现龙洞１１０千伏变电站
竣工投产，加快建设枣子坪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程，抓
好园区供水、供气管道建设，明显提升园区承载力。

全力争取省级煤及煤化工产品质检中心入驻，初步奠

定区域性中心煤及煤化工园区地位。全力保障要素

供应，加大西北、西南地区煤炭协调入攀力度，进一步

强化西区对省外及周边煤炭资源的吸附效应。充分

利用融资平台，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平台的银政企

对接，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深化与企业的合作，

积极破解土地、安评、环评等瓶颈制约，加快棚户区、

改制企业等搬迁及闲置土地规划利用。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紧紧抓住市里打好区

域交通枢纽建设硬仗的机遇，加快征地拆迁，积极争

取资金，重点实施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省道３１０格
福段及之间连接线等一批主次干道的建设和改造，做

好丽攀高速西区段建设协调服务，营造良好施工环

境。加快推进４２４厂路改造及大水井新区路网、通江
大道、新庄至攀钢家属区道路前期工作，配合做好西

区至盐源高速公路筹备工作，全面构建城市道路与丽

攀高速互联互通的综合交通网络，助推市区半小时经

济圈建设。继续推进农村路网建设，完成金竹路、大

水井尖山通村公路建设，形成完善通畅的农村道路体

系，实现与城市道路有效对接。

加快实施保障住房建设。严格按照棚户区改造

移民搬迁安置、项目建设征地拆迁安置的进度要求，

进一步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度，将保障性住房建设

作为改善民生的大事来抓。继续稳步推进棚户区居

民搬迁安置工作，启动龙洞片区、格里坪工业园区移

民搬迁工程，争取三年时间将龙洞、滥坝村、马上街片

区近１０００户居民全部搬迁。完成年度开工建设１３６８
套保障性住房任务，加快推进８个续建项目１２４８套
住房建设，力争实现公积金贷款１２亿元。大力完善
保障性住房周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加快

推进田家湾安置区路网建设。继续推行廉租住房共

有产权模式，努力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四）扭转被动安全形势，树立平安发展形象

以“８·２９”事故惨痛教训为戒，以对人民生命财
产高度负责的态度，着力扭转不利安全形势，全力塑

造本质安全型工矿城区新形象。

明确责任抓落实。坚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

照“谁办厂、谁投入、谁保安全”的要求，严格执行建设

项目安全生产制度，严格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督

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健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培训，

狠抓内部管理，充分发挥职工安全生产监督的积极

性。坚决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区级

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职责，层层落实一把手和分管领导

责任，强化部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整改督

办制、定期通报制、告诫谈话制、行政问责制、一票否

决制，进一步加大协作联动，确保安全生产监管不断

档、不缺位。

健全机制谋长效。狠抓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

等高危行业全面推行安全标准化建设，全面建成煤矿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加快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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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狠抓基层安全队

伍建设。强化镇、街道一级的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体系的建设，创新驻矿安监员教育管理方式，

建立一支作风过硬、敢于负责的驻矿安监员队伍。狠

抓安全生产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和完善煤矿等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制度、责任制度，完善举报奖

励制度，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制

度，对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的，事前问责，

严肃处理。

创新举措保平安。坚持深入一线抓安全，确保安

全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全力做好道路交通、地质

灾害治理、危化品等方面的安全监管工作，加大对娱

乐场所、学校周边等治安复杂区域的整治，坚持开展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确保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安全

因素，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积极探索安全执

法新模式，大力推广“阳光亲民执法”、部门联合执法、

跨辖区协同执法等模式，积极探索镇、街道安全生产

委托执法。不断完善安全工作群众监督机制，主动发

挥社会各界、企业职工监督作用，变行政强制执法为

企业和群众的自觉行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

（五）深化改革开放战略，充分凝聚发展动力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创造活力，加快对外开

放交流进程，赢得发展机遇，集聚发展动力。

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结合煤矿企业整合重

组，推进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通过股权并购、股权置

换、互相参股等方式进行整合重组，健全现代企业管

理制度。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探索

土地流转制度，建立健全多元的征地补偿办法。稳步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开展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

社会化改革，优化行政层级，提高行政运行效率。积

极实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逐步推进城管、环卫等领域的现代

运营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市场化运作。

积极拓展对外开放格局。大力发展开放经济，主

动融入成渝、滇中经济区，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

场。围绕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紧盯煤化工、高端钒

钛、机械制造等行业，树立“择商引资”“招大引强”理

念，继续发挥存量招商、以商招商、分队招商等有效形

式，充分利用川商产业园和国资、国企平台，重点对马

上坪钢铁及机械深加工产业集中区、攀西工业贸易集

中区及大水井新区、清香坪新城开发等项目进行招

商，重点引进有利于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和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项目，进一步加强与攀钢、川能投、川威等

大企业、世界 ５００强企业、上市公司的沟通与合作，着
力引进一批投资强度大、产业层次高、市场前景好、产

业关联度大的龙头项目，全面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

效益。

（六）统筹发展惠泽民生，全力建设幸福西区

以幸福西区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统筹高效推进社会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

发展成果。

着力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大力促进就业再就业，

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动态消除城镇零就业家

庭，积极研究失地农民就业政策。完善提升社会保障

体系，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收，全面完成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市级统筹。严格执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大力

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积极推行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完善社会救助体

系，鼓励发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支持老龄、残疾人

事业健康发展。

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重点抓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培育，积极推

动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优化教育布局，确

保格中小“三校合一”工程开工建设，市３６中小学重
建、市１８小学改扩建项目按期交付使用，健全评价激
励机制，全力做好省政府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迎检

及市１２中省二级示范性高中复审。推动文化事业发
展，宣传苏铁文化，弘扬宝鼎精神，提升公民道德素

质，助推文明城市创建。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文化

创意、商务会展等业态的扶持力度。提升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完成格里坪镇卫生院新建及陶家渡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改扩建。积极备战省１２届运动会，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推动人口均衡发展，确保符合政策

生育率稳定在９０％以上。扎实做好第三次全国经济
普查，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

不断创新加强社会管理。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健全社会管理四级网格体

系，积极推广太平社区等市级试点社区社会管理经

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倒查、领

导干部“三级”走访等制度，在流动人口、出租房、物业

等领域推行项目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具有西区特色的

老工矿区社会管理创新体系。健全调解制度，制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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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化解方案，落实包案责任，提高信访化解效率，做好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最大限度减少矛盾纠纷。做好第

九届村（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增强村（居）委会服

务功能。

同时，做好国防动员、民兵预备役、人防、双拥、审

计、税务、扶贫、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接待、司法、档

案、地方志、妇女儿童、防震减灾、应急管理、社会科

学、新闻和出版等工作。

（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实干就是能力，落实就是水平。我们将恪守“为

民、务实、高效、勤廉”的理念，深入开展“三大主题教

育活动”，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做到为人民

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

坚持依法行政，狠抓民主决策。进一步巩固全省

依法行政示范区创建成果，提高广大干部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的能力，着力提高政府各项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

平。完善听取人大、政协意见建议制度，认真听取各

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的意见，积极接受舆

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落实公众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等程序，保证各项决策符合人民意愿，经得起实践和

历史检验。

坚持阳光执政，狠抓为民服务。加强政务公开，

严格执行土地招拍挂、国有资产处置公开公示等制

度，稳步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的信

息公开，全力争取全省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现场会在

西区召开。优化政务环境，完善网上审批和电子监察

系统，减少办事环节，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拓展

“９６１９６”服务内涵，全面推行“网格化”便民服务代办
制度，切实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

畅通网络等民意表达渠道，积极回应群众呼声，切实

维护群众利益。

坚持高效施政，狠抓工作落实。深刻吸取

“８·２９”事故暴露出的部分干部政治敏锐性不高、责
任心不强、群众观念淡薄、作风漂浮等问题，围绕“十

破十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反对空谈，强调

实干，敢于担当，狠抓落实。对决定的事情、部署的工

作坚决一抓到底，抓住不放，抓出成效。加强重大决

策部署、重点项目建设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提

高执行力。强化政府绩效评估，严厉查处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不断提升机关效能，把更多心思用在发

展上，把更多的精力投到为民谋利上，形成敢于干事、

敢闯新路的浓厚氛围。

坚持从严治政，狠抓廉政建设。按照“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着力推进政府系统反腐

倡廉建设，坚持用制度管人、管权、管事，把廉政的要

求落实到每一个岗位，落实到每一项权力行使过程。

加大对城市开发、住房建设、征地拆迁等重点工作审

计监督和行政监察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

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

反对奢侈浪费，把更多的财力投到民生改善上，以实

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各位代表！历经４０年洗礼的西区大地充满生机
和活力，西区的未来充满希望，西区的前景无限美好！

让我们乘着十八大的政策春风，面对催人奋进的大好

形势，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

大、区政协的监督和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用团结凝聚力量，用拼搏破解难题，用务实加快发

展，为率先实现小康，全面建设幸福美丽新西区而不

懈努力！

名词解释

ＰＭ１０：指大气中直径小于１０微米的颗粒物，也称
为可吸入颗粒物。

法律六进：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

联合开展的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进单位活动。

“两化”互动：“两化”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两化”互动指工业增长和城镇发展通过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促使彼此发生积极变化，进而推动区域经济

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五创联动：将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园林城市

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森林城市、中国阳光康养

旅游城市五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

署、统一要求、整体推进。

本质安全型城区：运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科

学的安全管理模式，增强城区各个领域自身防范事故

的能力，使各种各样不安全因素尽在掌握之中，风险

保持在可接受范围，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事故的发

生，促进城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煤矿“六大系统”建设：指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

大系统”，即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

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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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区
委经济工作会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

（区委宣传部供稿）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６日，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区
文化馆放映厅召开

（区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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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１月

３日　西区区委召开区委九届六次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共四川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中共四川省委副书

记、省长蒋巨峰在攀枝花市调研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专题研究贯彻落实

措施。

１１日　公安部“清剿火患”战役督察组一行４人
对西区“清剿火患”战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督察，

市消防支队支队长张步权、副支队长李林，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区政府副区长刘毅等领导陪

同检查。

△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施晓川
率队检查指导西区桐麻湾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１６日　西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获四川省政
务服务系统“政务服务示范窗口”称号。

１８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看望慰
问西区蓝湖社区、大水井社区、路南社区、康家坪社区

以及杨家坪社区困难党员，区委副书记邓孝良，区委

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陪同。

△　西区干部大会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区委
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代表区政府领导班子作述职报告。

３０日　 西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获“四川省法制
办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　攀枝花军分区政委陈向东检查西区人武部
“两个经常性工作”（经常性政治工作、经常性管理工

作）和春节前安全防范措施，并参观人武部荣誉室，对

荣誉室建设提出新的要求。

２月

１日　西区人民政府颁布《攀枝花市西区行政许
可事项并联审批试行办法》。

６日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二次全体（扩
大）会议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区委委员、不是区委委

员的区级领导、区级各部门（单位）负责人、各界代表

等１５０余人参加会议。区委书记赵中代表区委常委
会向全委会作《中共攀枝花市西区九届二次全委会报

告》，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安排部署２０１２年经济
工作，听取格里坪镇党委书记和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向

全委会作的述职述廉报告，并进行民主测评。会议推

荐产生出席中共十八大代表和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候选人推荐人选。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安排部署

２０１２年全区经济工作。
８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调研西区重点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区委书记赵中等区级领导陪同调

研。刘成鸣一行在施工现场查看工程进展，了解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研究部署加快建设

区域性交通枢纽工作。

△　西区农村工作会议在区检察院召开，赵中、
李兴华、袁大勇、邓孝良、邱小平等区级领导参加

会议。

９日　省经信委产业园区推进办公室副主任彭晓
雄调研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建设情况，市经信

委副主任税军、区委常委蔡永光、副区长代华陪同

调研。

１０日　２０１２年全省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在成都市召开，西区被评为全省依法行政示范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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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书记赵中代表区委、区政府接受省领导授牌。西区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依法行政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

１２—１４日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区文化馆放
映厅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所作的

《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通过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期间提案审查情况的

报告、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决议。会议协商讨论政府

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１３—１５日　西区第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区文化
馆放映厅召开，应到代表１４８人，实到１４３人。会议听
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区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区２０１１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
议批准６个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议。

１４日　公安部第四督导组对西区公安分局“三访
三评”“清剿火患”“清网行动”后续工作进行检查督

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刘建华，市公安局督察支队

政委唐峰，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区公

安分局政委贺建川陪同检查。

１５日　省人口计生委副主任仝来龙、省流动人口
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中心主任学佳一行调研西区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以及人口文化建设，市人口计生委副主

任贺云明、区政府副区长罗文玉等领导陪同调研。

１６—１９日　区委书记赵中率西区党政代表团一
行５人到昆钢、曲靖众一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

谊－富源华鑫项目实地考察煤化工产业及环保工作，
区委常委蔡永光，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陪同

考察。

１７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专题调研西
区教育工作，市领导沈钧、王海波、张汝林、张敏、马晓

凤参加调研，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副书记邓

孝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钟礼彬等区级领导

陪同调研。

１８日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率领区政府
办、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区目标

督查办、区委编办以及攀煤（集团）公司等部门（单

位）相关负责人，赴辽宁、吉林等地学习考察振兴东北

老工业基地的经验。

２０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副书记赵

辉，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群林，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王海波，副市长柳康健、李仁杰到攀钢钢铁钒钛

发电厂、西区格里坪金家村调研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

工作，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副区长余万兵等区领导陪

同调研。

２１日　西区格里坪安置小区基本完工。小区总
建筑面积１４．５万平方米，修建安置房２３１６套，其中
新建棚户区安置房２２５７套，改建５９套。

２３日　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蒲晓虎一行
专题调研西区基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市纪

委副书记姚宏、市纪委常委付明强，区委书记赵中，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陪同调研。

２９日　全省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社区创建工作
现场会在西区玉泉街道巴关河社区召开，省民政厅副

厅长罗平恩，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自力出席会议。

△　“巴蜀万里行”近４０名中央驻川、省直、成都
市和攀枝花市媒体记者到清香坪棚户区安置房小区

施工现场，就西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内容进行采访报道。

△　西区政务服务中心获全省“２０１１年度县级政
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３月

２日　四川省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考
核组专家李军花一行４人对西区结核病综合防治示
范区创建工作进行考核。区结核病防治领导小组项

目办获“２０１１年度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优
秀奖”。

６日　西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格里坪安置点一期分
房仪式举行，２１７户居民通过抽签分到新房。

７日　省发改委产业处处长赵伟一行调研西区老
工业基地发展情况，详细了解西区棚户区改造、企业

改制、道路建设、格里坪工业园区建设等工作，市发改

委副主任白治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陪同

调研。

９日　西区政府与市农业发展银行就３．７亿元贷款
资金后续放款及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临江园项目融资

事宜进行座谈，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市农业发展银

行行长杨辉，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区委常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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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副区长代华等出席座谈会。

△　西区启动格里坪镇大水井村八社片区堆混
煤场强制取缔行动，对１０家非法堆煤场进行取缔，打
响三年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的第一枪。

△　 西区庄上农业生态园区首批入驻项目———
花卉园艺和紫茎泽兰项目正式签约。

１４日　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在
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拉开了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

坚”序幕。未来三年，西区将投入２１．３６亿元，完成隆
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治理等４９个重点环境整治
项目，确保到２０１４年底，西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突破
３００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２％以上。

△　 省工商联经济处副处长刘静一行考察格里
坪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等情况，区委副书记邓孝

良陪同考察。

１５日　攀枝花安华投资有限公司与攀枝花市西
区民营经济创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入驻园区协议，

标志着年产５０万吨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及年产３亿
块煤矸石烧结砖循环经济项目正式入驻该园区。该

项目占地约４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７９８９万元，提供
就业岗位２００余个，实现销售收入１．４亿元，每年消化
煤矸石４０余万吨。

１６日　河门口街道被国家人口计生委授予“第一批
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乡镇（街道）”称号。

△　四川省“基层阳光计生行动”评估组第五小
组现场考核玉泉街道矸石电厂社区“基层阳光计生行

动”工作。

１９日　西区“阳光政务之声”正式开播。广播站
设有“效能快报”“窗口时讯”“群众心声”“健康咨询”

等栏目，每周一、周五下午定期播报２０分钟。
２１日　西区２０１２年政府工作会议在西城佳园宾

馆召开，区级领导李兴华、叶勇、袁大勇、邓孝良、邱小

平、蔡永光、罗文玉、余万兵、刘毅、陈开清、代华出席。

会议学习贯彻全国、省、市、区“两会”精神，分析全区

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全年重点工作，要求确保圆满完

成各项目标任务。

２２日　西区４０万吨煤焦油精细化工及１２万吨
特种炭黑项目选址确定在格里坪镇经堂村四社，总规

划用地２６．６７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７亿元。
２８日　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与攀枝花市人民政

府在攀枝花会展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授予四川攀

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川商产业园”匾牌，这是四川省

第四个、攀枝花市第一个获此称号的园区。

３０日　西区在全市率先推行基层医疗机构检验
外包工作。

△　西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国家
级）动员大会在区政务中心召开，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邱小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３１日　西区环保三年攻坚首个项目———西区隆
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开工。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１０００万余元。

４月

６日　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处长赵向岁一行督察
西区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项目，市环

保局副局长胡建荣、区政府副区长陈开清陪同。

△　 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区级
部门预算的报告》《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
工作要点（草案）》《攀枝花市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攀枝花市西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修订草案）》。

△　 《攀枝花市西区重要工作责任追究实施办
法（试行）》出台。该试行办法对推进重要工作中执行

不力的责任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实行责任追究。

７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深入西区部分
环境治理工作涉及的重要节点视察污染整治、生态治

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市委副书记赵辉，市委

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海波陪同视察。

１０日　住建部巡查组检查西区利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情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主任李向前、副主任张治文、总稽核杜茳，副区长余

万兵陪同检查。

△　 西区成立攀枝花市首家区县综合应急救援
大队，市消防支队相关领导，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高继兵，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出席

授牌仪式。

１８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解决格里坪镇竹林坡、大麦地等干旱村生产

生活用水问题。

２３日　攀枝花市西区创建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
区工作获２０１１年度全省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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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日　省工商联副主席谢光大一行调研格里坪
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副

区长代华，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杨华友等领

导陪同调研。

２５日　攀枝花市西区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市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林智深，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

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出席

会议，全市其他县区科协、部分企业科协代表以及区

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

２７日　全市人大系统学习交流会在西城佳园宾馆
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道全出席会议，市人大机关、

各县区人大常委会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区领导赵中、李

兴华、袁大勇、邓孝良、秦福贵、余万兵应邀参加会议。

５月

２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到河门口街道
调研西区干部、基层党建、人才、老干部等组织工作，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张祖芸，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王海波参加调研。

△　区政府与市商行政银座谈会在区政府主楼
３１１会议室召开，签署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与攀枝
花市商业银行政银战略合作协议。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兴华，市商业银行行长文慧明出席并致辞，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主持。

３日　攀枝花市首个 Ｌ－ＣＮＧ（液化 －压缩天然
气）加气站在格里坪工业园区建成，填补了攀枝花市

汽车油气能源置换的空白。

１０日　省财政厅调研组调研西区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邱小平陪同调研。

△　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副主席何春琼、张书川、
刘保宁、杨华友带领区政协常委视察西区“民生工程”

项目推进情况。

１４日　西区为全区１０７９名８０～８９周岁的老年
人发放１—４月高龄津贴２０余万元，成为全省第一个
发放高龄津贴的县（区）。

△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主持召开西区征地
拆迁工作专题会，对４０万吨煤焦油、瑞丰水泥周边居
民搬迁、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等征地拆迁项目进行专

题研究。

１６日　全省三个区域性职业病防治机构之
一———攀西职业病防治中心落户西区。该中心选址

市二医院，工程总投资５７６０万元，建筑总面积１２５００
平方米。１１月底开工建设，建设工期２４个月。

２２日　市政协主席单荣带领市政协常委会组成
人员视察西区医疗卫生工作，区政协主席袁大勇等区

级领导陪同视察。

６月

２日　西区太阳沐歌乡村度假酒店项目奠基仪式
在格里坪镇庄上村举行，西区庄上村乡村旅游示范点

打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４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率市级相关部
门负责人督察西区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

５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率市级有关部
门负责人，深入西区部分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

置点，就进一步改善困难群众居住条件、提升城市形

象、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进行调研，区委书记赵中，区

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等区级领导陪同调研。

６日　在第二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暨第五届南亚国家商品展上，西区分别签订清香坪商

贸综合体建设项目和石漠化治理项目协议，为全市唯

一签约县（区），签约金额４８亿元，创历届昆交会西
区签约额之最。

１６日　省军区副司令员沙正华检查西区人武部经
常性工作，要求全体官兵不忘抓好“两个经常性工作”。

２６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率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等市级部门负责人调研格里坪工业园

区重大项目建设。

２８日　省铁建办副主任，铁路投资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孙云一行调研西区格里坪工业园区支线铁

路项目，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常委蔡永光陪同调研。

７月

２日　 省水利厅组织相关专家对西区梅子箐水库
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同意书》２个专题报
告进行审查，原则通过论证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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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日　 四川能投攀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业主
营地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位于西区金沙西苑小区

西侧，是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为开发金沙江攀枝花河

段金沙水电站并结合其能源建设管理项目而建的综

合性办公基地，是西区２０１２年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之
一。项目总投资约３．１亿元，分２期建设。

１１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道全，副市长柳康
健、刘建明等领导率领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部分

市人大代表５２人视察西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区委
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叶勇，副区长余万兵陪同视察。

１２日　省法制办主任张渝田带领省委编办、省财
政厅等相关部门负责人检查西区行政复议规范化建

设和依法行政工作推进情况，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杨自力，市政府副秘书长凌永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区委副书记邓孝良、副区长

刘毅等陪同检查。

１３日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办公室工作会在西区
金沙来大酒店召开，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姚

宏，市纪委常委、秘书长王汉军，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秦福贵出席会议，市直相关部门、各县（区）纪委监

察局、相关企业纪委领导及办公室负责人４０余人参
加会议。会议由市纪委办公室主任钟海峰主持。

１７日　 攀枝花众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成立大会
及４０万吨／年煤焦油深加工及１２万吨／年新工艺炭黑
项目签约仪式在攀枝花市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市委

副书记赵辉，市委常委许健民，副市长刘建明、李仁

杰，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常委蔡永光，攀钢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周一平等出席签约仪式。区委

副书记邓孝良主持签约仪式。

１８日　金沙来大酒店成功创建为三星级饭店。
１９日　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办主任

周正一行９人到西区考察交流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
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工作。

８月

６日　攀枝花市德佑工贸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目
在格里坪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由原市

诚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技改搬迁

到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中区的新建项目。规划占

地约２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７０００万元，采用国内先
进的数控跳汰生产工艺、浮选生产线，投产后可实现

年洗选精煤３０万吨，预计２０１３年初建成试生产。
９日　全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两化”工作

领导小组２０１２年第一次会议在西区召开。
１４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道全率市人大部分

领导到西区调研指导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

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区委副书记邓孝良，区委常委、常

务副区长邱小平陪同。

２０日　西区邀请昆明冶金研究院专家研究西区
格里坪攀青物流有限公司至鑫铁物流有限公司管道

运输可行性方案。

△　西区“纪检监察网”正式开通运行。
２１日　市督察组督察西区安监局和德胜攀煤化

工公司“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　西区格里坪镇推行“１２３４５”运行模式，助推
“两化”互动优质提升。

△　西区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分批移
交工作基本完成。

△　西区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
会议在成都召开，专家组对《攀枝花市西区梅子箐水库扩

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并通过评审。

２２日　总投资６亿余元的攀青煤炭物流中心（攀
枝花电煤战略储备基地）全面开工建设。

２８日　西区率先在全市完成行政执法部门（单位）
的行政权力清理规范工作，清理规范２７２７项行政权力。

２９日　１８时，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
人死亡、５４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４９８０万元。中共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

栋梁先后于３０日５时、７时抵攀指挥“８·２９”事故抢
险救援工作。同日１６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刘奇葆紧急抵攀指挥“８·２９”事故抢险
救援工作。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连夜返攀，抵

达“８·２９”事故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
△　西区开展２００万平方米废弃工矿用地复垦

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力争尽快置换出新的建设用地指

标，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９月

１日　西区启动实施全市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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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惠及全区近５万名城镇居民医保参保人员。
△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殷旭东在攀枝花市公

安局西区分局会议室主持召开市公安局党委扩大会

议，部署“８·２９”事故应对处置相关工作，省公安厅副
厅长岳德松、国务院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肖家湾煤矿

“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成员、省公安
厅副巡视员周朝坤及省公安厅工作组相关人员到会

指导，市公安局党委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市武警支队、

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警种，东区、西区、仁和区公安分

局负责人列席会议。

２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到西区
好又来宾馆看望“８·２９”事故遇难矿工孔令文家属。
３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到“８·２９”事

故善后处置工作组现场了解指导善后处置工作，市委

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伟，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

海波陪同。

４日　省林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对西区森林资源二
类调查成果进行评审，综合质量等级评为“良好”。此

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覆盖总面积１２３９５万平方米，区
划小班１７６４个。其中林地小班１１８９个，占６７．４％；
非林地小班５７５个，占３２．６％。

５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率市、区两级
煤矿安全生产检查组对桐麻湾煤矿进行安全生产大

检查，区委书记赵中陪同检查。

８日　西区煤矿安全整治暨“打非治违”工作会
召开，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

常委蔡永光，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副区

长余万兵、刘毅、代华出席会议，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会议。会议传达９月７日攀枝花市矿井整合关闭
工作会、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工作会、“打非治违”工

作会３个煤矿专项整治会议精神，讨论西区《煤矿安
全整治暨打非治违工作方案》。

１２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稽查三处处长丁树臣、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房改革和保障处处长助理王

莉率巡查组检查西区２０１２年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建
设情况，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市房地产

管理局局长付朴忠，市住房保障办专职副主任钟晓

坤，副区长余万兵陪同检查。

１６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在肖家湾煤矿召
开现场工作会，研究肖家湾煤矿关闭工作。

１７日　全省 “２＋１０”中型水利工程集中建设动
员会攀枝花市分会场举行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

动员会议。会场设在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庄上村

梅子箐水库拟建坝址右坝肩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李群主持会议，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强言、副市长李

仁杰、西区区委书记赵中分别致辞，市委书记刘成鸣

宣布工程开工，省水利厅、省农牧厅、省环保厅以及攀

枝花市、攀枝花市西区、云南省华坪县等相关领导出

席。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程、灌

区工程三大工程构成，规划总库容２３９２．８万立方米，
计划投资４１３４０万元，建设工期３６个月。

１７日　副区长余万兵主持召开西区煤矿矿区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会，传达落实全市煤矿矿区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会议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区级相关部门和辖区８家煤矿企业负责人
４０余人参会。

２１日　格里坪铁路物流园区一期二标段建设全
面展开，累计完成投资２０２２０万元。一期铁路专用线
建成后，将大幅提高运力，年发送量由９０万吨提高到
１５０万吨。

△　西区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项
目获省发改委批准立项进行公开招投标建设，是攀枝

花市第一个被纳入全省１５个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２７日　攀枝花市扬驰胶业有限公司技改搬迁项
目在格里坪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该园区再添１个
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规划占地５６６６．６７平方米，预
计总投资１７００万元，建设具有年产１００００吨再生胶、
２０００吨橡胶制品、１０万米工业运输带的生产能力，达
产后可实现年产值６５００万元，实现利润５５０万元。

２８日　西区组团参加第十三届西博会，签约项目
１０个，签约金额５３．４亿元，比上届西博会签约金额增
长４７％，签约项目涉及循环经济、生物科技、物流、新
村综合体、煤精细化工等项目。

△　格里坪省际物流园区新启铁路物资中心完
成项目备案。该项目位于西区河门口，占地４．７３万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１０月

８日　区政协获“全省政协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

１０日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主持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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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西区重大项目推进会，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
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区委

副书记邓孝良，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区

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钟礼彬，副区长余万兵出席

会议，重大项目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企业（项

目业主）负责人参加会议。

１１日　西区获批９４００万元公积金贷款支持４个
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分别为格里坪安置房二期、河

门口安置房二期、大水井公租房项目、九附二安置房

项目。４个项目总投资１．２亿元，建筑面积近６万平
方米，建成后将惠及大量住房困难家庭。

△　西区被列入全省区域污染综合防治试点示
范区，四川省拨付区域污染综合整治专项资金２９００
万元。

△　省农水局副局长陈阳、省抗旱办副主任杨
梅、省气象局农气服务中心主任秦宁生一行到西区检

查指导抗旱工作。

２５日　省交通厅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廖中平检查
西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作，市交警支队政委王

富春、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周永元陪同检查。

２９日　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副主席何春琼、杨华
友带领部分政协委员，跟踪视察区政协六届一次、二

次会议期间提案办理情况，副区长刘毅，区政府办公

室、区公安分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投资促进和商务

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格里坪镇、西区民营经济创

业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视察。

△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该项目
为格里坪省际物流园区“一城四中心”之一，位于西区

河门口，规划占地面积４０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２亿
元，分三期四年建设，是全市唯一一家以集装箱铁路

物资为主要业务的物流项目。

△　西区格里坪镇庄上花卉产业园正式投产。
该园占地面积１７．３万平方米，总投资约５０００万元，
规划自动化温室大棚面积约８万平方米，依靠攀枝花
光热资源，规模化生产红掌、凤梨、竹芋、蝴蝶兰等高

档盆花，年产量约１５０万盆。
３０日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住院大楼举

行开工奠基仪式，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沈钧，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汝林，副市长张敏，市政协副主

席庞向东等领导出席仪式并为工程奠基。

３１日　攀枝花市西城佳园宾馆通过四川省星级
饭店评定委员会终评，成功评为三星级饭店。

１１月

１日　川煤华荣能源公司和众一精细化工公司分
别与中行、交行签订９亿元授信协议。

５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率市政
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徐明义，市安监局局长庞德一

行检查指导吉成工贸公司桐麻湾煤矿社会主义新矿

山矿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１０日　省军区副司令员地的古火带领工作组对
区人武部两个经常性工作和安全工作进行全面检查。

１５日　副区长、西区建设社会主义新矿山工作组
副组长余万兵在区武装部主持召开西区建设社会主

义新矿山方案评审工作会，市矿建办、区级相关部门

和辖区８家煤矿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吉
成工贸公司、万鹏工贸公司等８家煤矿企业对新矿山
建设方案的情况介绍及建设进展汇报，市新矿山建设

工作组对方案进行细致评审，原则同意８家煤矿企业
１２个矿井的建设方案。

１６日　由市、区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的
２６人联合视察组视察攀青工贸物流中心堆场抑尘治
理、大水井村八社堆煤货场规范整治情况，并就加大

环境整治投资、恢复边坡植被、加强环保宣传、提高城

市品质等６个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副区长余万兵陪同视察。

△　法巴路洗车场项目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
区环保三年攻坚、“十二五”区域环境综合治理重点项

目之一。

２６日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工业园区、攀创科
技公司分别被评为“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

范区、示范园区、示范企业。

２７日　枣子坪２２０千伏输变电站开工建设。该
输变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的里程碑管控工程，亦为全

市“四个一批”年内力争开工的重点项目，工程总投资

３５亿元。
３０日　 攀枝花鸡通过国家质检总局专家组

技术审查，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攀

枝花市第四个、西区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

品。攀枝花鸡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起实施保护。
△　攀创科技公司５０万吨／年处理钢铁冶炼中

间废渣低能耗、高效率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成功争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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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第一批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４００
万元。该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三项专利核心技术，实

现钢铁冶炼中间废渣资源化综合利用产品产业化。

项目建成后年产１５万吨铁铸件、０．６万吨氧化锌、１
亿立方水泥制品，有利于解决攀枝花市钢铁行业钢铁

冶炼中间废渣处理难题。

１２月

１日　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到格里坪镇苦荞

村、经堂村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４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讲团“党的十八大精
神”报告会在区文化馆放映厅举行，中共攀枝花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群林宣讲中共十八大精神，区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村

（社区）党组织书记３００余人参加报告会。
△　西区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成

员会议暨打非治违“回头看”工作推进大会在区文化

馆放映厅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常委、

区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出席。会议贯彻落实市第四次

安委会（扩大）会议暨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打非治违“回头看”及今冬明春的安

全生产工作。

６日　西区组织开展２０１３年社会保险年检和参
保人员缴费工资申报工作。这是西区历史上第二次

开展此项工作，此后将每两年开展一次。

△　西区煤矿警示教育暨复产复工验收工作部
署大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攀西煤监分局

局长陈万国，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出席。

７日　２０１２年第四届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西
区得分６５分，在全国１０４个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
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县（区）中名列第二十六，在西

部地区排名第四，在四川省排名第二。

△　省发改委西部办（攀西办）综合处处长张绍
军一行调研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情况，市发改委副主任耿立文、市资源开发委员会

办公室综合处处长李春燕，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

区长邱小平陪同调研。

１０日　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获“全国综合减灾示
范社区”称号。

１２日　西区贯彻落实“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
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在区文化馆放映

厅召开，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社区（村）党组织

书记３００余人参会。会议对“三大主题教育”活动进
行详细安排部署，区委书记赵中提出要求。

１３日　西区正式启动金沙江沿江景观西区段专
项规划设计工作。金沙江沿江景观西区段全长４８千
米，预计２０１３年５月完成规划。

１８日　 省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副主任蔡民、省
政府公报室主任刘著宇一行检查指导西区“依托电子

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

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杨秋林，市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郭勇，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

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陪同检查。

２０日　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现场调研市
三十六中小学异地重建项目，要求相关部门严把工程

质量关，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夯实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

源日益增长的需求。

△　河门口街道高家坪社区获“四川省养老服务
社会化示范社区（二类）”称号。

２７日　西区将网络通信“三项任务”列为２０１２年
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实现自然村通电话、行政村宽带

全覆盖、建设光网智慧小区１２个，全面完成网络通信
“三项任务”目标要求。

２８日　《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发展规划》通过专
家评审。该集中区位于西区格里坪镇新庄村，占地约

５７．３３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１３．５亿元，按照“一平台
两中心九片区”进行科学布局。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近１７００个就业岗位，预计产值３．７亿元，实现年税收
近８０００万元。

△　西区集中开工建设１１个重点项目，其中工
业项目４个，服务业项目２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２
个，社会事业项目３个，总投资１５．２２亿元。

△　西区 ９个重点项目竣工，完成投资 １０．５
亿元。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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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与资源

【地　貌】　西区地政管辖地位于金沙江中游北岸，西
北高，东南低。巴关河以东区域位于海拔２５５７米的
大火山西侧，以西在海拔２４６４米的老拱山体中下部。
最高点在与云南省华坪县交界的老鹰岩顶东侧，海拔

约２６５０米（山顶海拔２７００２米），最低点在新庄桥
下向东约 ７００米江面边界（东区、西区、仁和区交界
点），海拔９９９米，相对高差约１６５１米。境内地面平
均海拔约１５００米，江面落差约１１５米。东南部新庄
尖山海拔１７５８米，因是火成岩构建，难于风化，形成
孤立的山体，与江面高差为７５９米。金沙江入境地段
为窄谷，出境地段为峡谷，中间大部分地段为中谷。

整个地面处在复式背斜的南翼顺倾坡面，由低到

高地貌呈阶地状变化。海拔１１５０米以下的一、二级
阶地向江面倾斜，部分台地面较平缓，东西部边境少

数地面有陡岩。海拔１１５０米～１２５０米的三、四级阶
地，东部地下火成岩基底被古河床侵蚀，席草坪至清

香坪地段台地面却保存完整；巴关河以西各水成岩底

层较软，被各条箐沟切成岗状丘陵地貌，部分地段被

切成深丘。海拔１２５０米 ～１４００米地段处在低山下
部至深丘地，地面反而开阔平缓；西部石灰岩及白云

灰岩出露区有完整的块状石林地貌，而东中部同类地

层区则现石牙地貌。海拔１４００米 ～２０００米地段有
几处陡岩，坡面沟发育，坡陡土薄，山形紧凑，属低中

山地。海拔２０００米 ～２６５０米地段有两级古剥蚀面

残存，是各箐沟发源地，比下部地区平缓，属中山山

地。全区地面属中低山河谷阶地地貌。

【气　候】　西区境内属亚热带立体气候，由低到高有
准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等 ５
个气候垂直带谱，与水平气候带不衔接，故又称岛状

式立体气候。四季不分明，干湿季节明显。气温日变

化大，年际变化小，垂直差异大，小气候复杂多样，年

平均气温２０℃。日照充足，全年长２３６１小时 ～２７４９
小时。辐射强，热量丰富，干燥炎热。年降雨量７７６３

毫米～９９０毫米，集中在６—８月，最短７１天，最长１５３
天，平均１１９９天。雨季４个月平均年降水６６０６毫
米，占全年降水８６％。干季最长２７８天，最短２１７天，
平均２４５３天。干季８个月降水１０３８毫米，占全年
降水的１４％。多夜雨，年降夜雨量５４２５毫米，占总
降雨量７０％。年降夜雨７７２天，平均每夜降水７毫
米。白天降水总量２３２８毫米，年降雨６２３天，平均
日降水３７毫米。蒸发量大，除８月降水量大于蒸发
量以外，年蒸发量大于降水量３２倍，而２月蒸发量大
于降水量的１４８１倍。年平均风速不大，谷地年平均
风速每秒０９米，最大每秒１９米，秋季风速最小，每
秒０６米。风向受地形控制，多东南风，稍偏南北，频
率８％。大风日多在春季，静风日多在夏季。冬春季
谷地难见霜雪，海拔１４００米以上山地，头年１２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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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１月中旬均有霜日，年无霜期长３００天以上。随

海拔升高，霜日增多，寒冻强度增大，海拔２２００米 ～

２４００米山地为常年积雪线。冰雹仅在局地成条状
危害。

２０１２年建立雨量监测点２７个。因连续干旱，全
年降雨量不足６５０余毫米，水库、山平塘及微型水利
设施蓄水总量 ２２４５万立方米，比 ２０１１年多蓄水
８９５万立方米。

【土　壤】　自然土壤的形成受生物气候控制，按大气
环流控制的古生物气候水平带划分，西区是红壤发育

区，主要类型有山地红壤、褐红壤、燥红土等。土壤分

布垂直变化显著：海拔１１００米以下的金沙江岸为燥

红土，海拔１１００～１３００米河谷地区新庄、大水井、河

门口、龙坪子、格里坪等地为赤红壤，海拔１３００米 ～

１４００米为褐红壤，海拔１４００米 ～１８００米中梁子山、

大火山等山区为山地红壤，海拔１８００米～２２００米为

黄红壤，海拔２２００米 ～２６５０米为黄棕壤。新庄、大
水井、巴关河河谷盆地以及格里坪等地有少量的园田

土。侵蚀严重区无表土的称粗骨红壤。

【土地资源】　西区地政管辖地介于北纬２６°３１′４５″～

２６°４０′４３″和东经 １０１°２６′４３″～１０１°４０′０８″之间，面积
１２３９６平方千米。２０１２年末，全区耕地面积１１３３６４
万平方米（基本农田 ３３３９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１０９３％，比上年（指２０１１年，下同）增加５７９４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５３９％；园地面积８３６７４万平方米，
占总面积的６７５％，比上年减少０７１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００８％；林地面积５８９１５２万平方米，占总面积
的４７５３％，比上年减少 ６５２２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１１１％；草地面积 １０８２５７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８７３％，比上年减少 ２４５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０２２％；城镇村及工矿用地２４３４９９万平方米，占总
面积的１９６４％，比上年增加１６４８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０６８％；交通运输用地２９５３６万平方米，占总面积
的２３８％，比上年增加 ５６７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１９６％；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４１７４６万平方米，占总
面积的３３７％，比上年减少０５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０１２％；其他土地 １９４８６万平方米，占总面积的
１５７％，比 上 年 减 少 １１２３万 平 方 米，同 比 下
降５７６％。

【水资源】　西区境内水资源丰富，水质达到国家Ⅱ级
标准。金沙江平均流速每秒３６８３立方米，平均径流
量５５４２５亿立方米。水质属重碳酸钙镁型，偏碱，低
矿化度。过境入江的巴关河，平均流速每秒２３立方
米，平均径流量７３００万立方米，干季断流。过境江河
水头低，农业无法利用，主要为工业及生活用水。江

岸坡面有季节性流水沟９条，二级支沟１０条。浸沟旁
有地下水１６处，其中上升泉２处。

【矿产资源】　西区矿产资源富集，已探明储量大、易
开采的矿藏有１１种。煤炭储量丰富，品种齐全，品质
优良，有焦煤、瘦煤、贫煤，均属低灰、低硫、低磷、高强

度、高发热量的优质炼焦用煤。江南有小宝鼎、太平、

花山、大宝鼎、沿江五大煤矿，储量大；江北有格里坪、

苦荞村、经堂村、金家村、拉罗箐、青杠林、兴源等小矿

床及矿点，主产气肥煤，储量小。石灰石有巴关河与

龙洞大型矿床２处，大水井小型矿床１处。大理石有
新庄热接触变质矿床，分两个矿体：一号矿为细晶白

云质大理石矿，产汉白玉；二号矿为粗晶大理石矿。

白云岩为冶金辅助原料矿，有巴关河大型矿床和大水

井小矿床各１处。黏土有铸型用黏土和建材用黏土２
种，铸型用黏土位于大水井，建材用黏土位于秦香树。

饰面用花岗石位于新庄，角内辉石正长岩商品名“攀

花绿”，新庄尖山的石英正长岩（含角闪石、辉石量少）

矿石呈浅红色。磷矿位于巴关河，含五氧化二铁

４％～７％，最高１０％～２０％。玛瑙（玉髓）位于弄弄沟

西侧，直径４厘米～５０厘米，一般５厘米～１０厘米，主
要为墨黑色，次为乳白色、浅黄色、鲜红色和烟灰色，

色鲜裂少，加工性能好。建筑用石材位于清香坪，岩

石强度高，硬度大，抗风化力强，吸水性低，对人有害

成分微，块度良好。铁矿有赤、褐铁矿２种，赤铁矿分
布于红椿树、河门口、新庄锅厂等处，褐铁矿位于竹林

坡。油页岩位于竹林坡，厚０６米，含油率３％～８％。

【生物资源】　西区生物资源丰富。在５个生物气候
带中，生长着２０００余种植物和几百种动物。珍稀植
物有２７亿年遗留下来的、世界上面积最大、株数最
多、分布最集中、生长纬度最北、年年开花的特殊种群

攀枝花苏铁，此外还有栌菊木、肉桂、楠木、杜仲、天麻

等。野生动物中第二类保护动物有穿山甲、马麝、马

鹿、豺麝、红腹角雉、四川鹧鸪，第三类保护动物有水

獭、白腹锦鸡（铜鸡）、岩羊等。 （何　平）

·８２·



总　述

政区与人口

【行政区划】　西区为市辖工业区，位于攀枝花市西

部，境域介于北纬 ２６°３１′４５″～２６°４０′４３″和东经

１０１°２６′４３″～１０１°４０′０８″之间。区域至界东起凉风坳，
和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相接；南及金沙江，与攀枝花

市仁和区太平乡隔江相望；西至鸡冠石山，同云南省

华坪县相依；北临老拱山，与攀枝花市仁和区同德、布

德镇相邻，面积１２３９６平方千米（不含江南陶家渡、
摩梭河、大宝鼎街道建成区面积）。２０１２年，西区辖清
香坪、玉泉、河门口、摩梭河、陶家渡、大宝鼎６个街道
和１个格里坪镇，行政管辖面积１５３６平方千米。

【人口变迁】　２０１２年末，西区户籍人口总户数５４１６９
户，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１４户，同比下降００３％；户籍总人
口 １４８８８８人，比 ２０１１年减少 ２４４１人，同比下降
１６４％。男性７６８０６人，占总人口的５１５９％，比２０１１
年减少１４２４人，同比下降１８５％；女性７２０８２人，占

总人口的４８４１％，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１０１７人，同比下降

１４１％；性别比（女 ＝１００）１０７∶１００。非农业人口
１３９０３３人（男性７１９４６人，女性６７０８７人），占总人口
的 ９３３８％，比 ２０１１年减少 １９９５人，同比下降
１４３％；农业人口９８５５人（男性４８６０人，女性４９９５
人），占总人口的６６２％，比２０１１年减少４４６人，同比
下降４５３％。

２０１２年出生７４８人，比２０１１年多出生４５人，出
生率５０２‰，同比增长０３７‰；全年死亡１０５６人，比
２０１１年多死亡 ３７５人，死亡率 ７０９‰，同比增长

２５９‰。人口自然增长３０８人，自然增长率－２０７‰，
比２０１１年下降１９２‰。

西区行政管辖面积１５３６平方千米，人口密度为
每平方千米９６９人。

（何　平）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８５６６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７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４％；第二产业增加值７２５３９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２３３６９万
元，同比增长１０１％。县域经济增加值７１８８０２万元，
同比增长１５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８３９％。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非公有
制经济增加值４１０７０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９％，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４７９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４６７１万
元，同比增长４３％；第二产业增加值３２４６１０万元，同
比增长１２４％；第三产业增加值８１４２４万元，同比增

长１０６％，分别占地区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的
５８９％、４４７５％、６６％。

【农业总产值】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农业总产值
１４９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２％；实现农业增加值７９３０
万元，同比增长４％。全年粮食产量２９２３吨，同比下
降４８％；蔬菜产量１００７０吨，同比增长０４％；肉类
产量３１０４吨，同比增长０６％；禽蛋产量２２２９吨，同
比增长４１％。

【工业总产值】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７４４６７８万元，同比下降２７％，其中地方工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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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３２０３万元，与上年持平。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６５９７２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其中地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５２１８２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５％。

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原煤５１６３２万吨，同比
下降２４％；洗煤１１６３１３万吨，同比下降５３％；焦
炭１５４５万吨，同比增长６１％；水泥７５９５１５吨，同比
下降 １７６％；发电量 ２９１６２１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１３８％；啤酒 ６１３０９千升，同比下降 ２２３％；钢锭
２４４３１６吨，同比增长２０％；铁球团９３１４６４吨，同比增
长４２７％；小麦粉２９２９１吨，同比增长２６８％。

四大支柱产业产值：煤及煤化工１２７１５４５万元，
同比下降５５％；钢铁深加工７０８０２万元，同比下降
２３％；建材 ５８２９１万元，同比下降 １７４％；电力
１４２３２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５％。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３３４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其中：
批发业１９２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８％；零售业１７３６１０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４２％；住宿业 １９０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６％；餐饮业３０２７８万元，同比增长３２５％。

【旅游收入】　 ２０１２年，西区旅游总收入达到５７２亿
元，同比增加１６７亿元，增长４１１％，超额完成市下
达５亿元目标任务的１４４％。

【招商引资】　 ２０１２年，西区招商引资履约项目 ７３
个，实际到位资金６０６４００万元，完成目标任务５５亿
元的１１０２５％，同比增长１０９５％。国内省外履约项
目６２个，到位资金５２１１亿元，完成目标任务４０亿元
的１３０２８％，同比增长１４７２％。外资引进取得历史
性突破，外商投资５００万美元。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１２年，西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６０６３１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８９％。其中：基本建设投
资３５２９４２万元，同比增长 ７２１％；更新改造投资
２２１１０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５８％；房地产开发投资８４７６
万元，同比下降７５８％；其他投资８６９１万元，同比下
降４１１％。

【财政收入】　 ２０１２年，西区地方财政收入２８８３０万
元，同比增长 ２８％。其中：一般预算收入 ２１１３７万
元，同比下降０５％；基金收入７６９３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１％。地方财政支出 ８１８７２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２％。其中：一般预算支出６６８４８万元，同比增长
８８％；基金支出１５０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５５８％。

【居民收入】　 ２０１２年，西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２１８３０元，同比增收２９６１５７元，增长１５７％。其
中：工资性收入１５０８３元，同比增收１７８５７２元，增长
１３４％；财产性收入２２２元，同比增收６４６５元，增长
４１２％；转移性收入６７１３元，同比增收７４１４８元，增
长１２４％。

全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１５１８３元，同比增收
１５３６９元，增长１１３％。其中：工资性收入５７７０元，
同比增收８８９９元，增长１８２％；家庭经营收入８０００
元，同比增收６１９９１元，增长８４％；财产性收入５３２
元，同比增长 １７８％；转移性收入 ８８１元，同比减收
５３７３元，下降５７％。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７２元，同
比增收１２９７元，增长１４１３％。

【城乡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完成城市空间发展战略
规划、清香坪大水井片区控制性详规修编和清香坪

“文化岛”项目、大水井通江大道及周边地块、大水井

城市景观中轴线及周边地块城市设计。新开工建设

住房１４４４套，其中保障性住房 １０４４套；建成住房
１４１７套，其中保障性住房９８８套。协调推进攀煤（集
团）公司清香坪安置房、金沙江木材水运局棚户区安

置房、广厦二Ｏ公司经济适用房建设，书香御景、玉泉
华庭开工建设，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景区、金沙水电

站基地加快建设，市三十六中小学、格里坪中心幼儿

园及卫生服务中心、江南社区服务中心、大水井新区

配套工程、格里坪安置小区配套工程、清香坪影视城、

展览中心、文化广场，福广金城、金永兴商城等项目进

入前期筹备。丽（江）攀（枝花）高速公路西区段、攀

枝花市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和省道３１０线格（里
坪）福（福田）路段改造工程分别累计完成投资

１３６５３６万元、１１００万元、１５００万元，西贵金沙东西向
连接线通车。主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加快推进，玉泉广

场连接线花卉增植、苏铁广场绿化升级改造等阳光花

城景观打造工程加快实施。

完成格里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及８个新村聚
居点规划编制。大水井村新村聚居点基本建成；新庄

村宴府安置点和梨树苑自建房安置点２号楼主体工
程基本完工；格里坪村田家湾新村一期主体工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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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期完成场平、挡墙等工程；格里坪村金沙滩新村

建设方案通过区评审，并开展红线范围内征地拆迁工

作；庄上村新村聚居点花卉基地项目建成温室大棚４
个，太阳沐歌酒店项目完成地基浇筑，住房项目进入

招投标程序。新庄村老村子新村聚居点和格里坪村

野猪塘聚居点均完成设计方案。市乡镇联网道路重

要建设项目金（家村）竹（林坡）路，累计修筑路基７千
米，累计完成产值９００余万元，年末在进行路面施工
单位招标。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２年，西区投资４亿余元，实施环境
专项整治项目２３个，被列为全省唯一的区域污染防
治试点示范区。全面开展点源、线源、面源污染整治，

清理金家村四社等片区堆混煤场５８家，关停并转迁
工业企业３４家。破解扬尘污染整治难题，在全市率
先引进干雾抑尘、挡风抑尘网等环保设备，可吸入颗

粒物浓度降低７４％，二氧化硫浓度下降６７％。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２８７天，优良率７８４２％，同比增长
３３５％；空气质量优质天数为６天，无重度污染天数。
功能区域水质达标率和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均为１００％，未发生重特大水污染事故。区域环境噪
声平均值为５１９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为６６７
分贝，均优于国家标准。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西区累计投入８１亿元，完成
民生工程１４５项。新增就业４９９６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２２９８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６３％以内。继
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政策全覆盖，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３６３３６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６０３４６
人，新农合参合人数 ８６９７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９４５１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９０８３人，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９６７８人。发放城乡低保金２６６６万元，覆盖３３７７
户。孤寡老人、五保户集中供养率均达到１００％。清
欠农民工工资８７５６６万元。保障性住房建设提质加
速，８个新建项目１０４４套住房全面开工，续建项目４
个１４０２套住房完成主体施工。着力破解保障性住房
建设资金难题，成功申请公积金贷款９４００万元。

【科　技】　 ２０１２年，西区申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项目１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１５项、市级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２项，市级科技项目立项１１项，区级科技计划
项目立项３项。争取市级以上项目经费６８５万元。通

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１项，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３项，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企业培育
企业各１家。接受科普教育近２７万人次，覆盖率达到
９５％以上。

【教　育】　２０１２年，西区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
１００％，同比增长４％。获市九年义务教育二等奖、教
育教学进步一等奖；中考１５７人达到国家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同比增长２６１％；ＲＳＲ综合评价
排名全市第三，比上年排名下降一位。区属唯一一所

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市十二中高考本科上线 ８５人
（一本６人，二本３５人，三本１３人，艺体本科３１人），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小手拉大手———共创宝鼎山生

态环境”科技实践活动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

等奖，并首次获２０１２年市长奖。新增国家级家庭教
育指导实验示范基地１个、国家级家庭教育指导实验
示范学校１所。累计投资３２９８３４万元，完成总建筑
面积３１５６２平方米校安工程１５个，完工率排名全市第
一。进一步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免除义务教育阶段

３２７５９人次学杂费，解决８３８１人次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接受义务教育。

【文　化】　 ２０１２年，西区文化馆京剧社、川剧社、音
乐社举办曲艺、文艺演出８场。放映公益电影３０６场，
观众达５万余人次。免费借阅图书４１００余册。在市
第三届读书月活动中，２人分获演讲比赛一、三等奖，１
人获全市“十佳基层图书管理员”称号，区文化馆选送

的１０余件书画作品分获二、三等奖。苏铁文化旅游
节期间，区文联书协、美协与市文联书画院开展艺术

交流，创作书画作品３０余幅。苏铁艺术团苏铁汉子
组合获第三届“金沙放歌”全市群众歌咏比赛一等奖，

傈僳姐妹组合获三等奖。创作歌曲２首、舞蹈４个、小
品３个、快板 １个，改编彝族打跳舞曲 １２首，《玉泉
赋》汉白玉雕塑成功落成，广播“村村响”工程全面竣

工。出动２３３人次，开展文化市场专项行动７５次，检
查经营户４１０家，取缔无证经营点１２个，查处违规经
营户３户，收缴淫秽、盗版等非法音像制品３００余张。

【卫　生】　 ２０１２年，西区在全市率先推行基层医疗
机构检验外包工作。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入

省级示范单位行列。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

到６０５３９９人次。修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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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合人数８６９７人，参合率９８６３％。区政务服务中心
卫生窗口受理卫生许可申请４５８件，发放３２６件；医疗
机构年审１１８户，注销５１户，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１５７０个。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分别为
９０６３％、９４３９％。预防接种１１０４５１人次，儿童保健
１８２６５人次，孕产妇保健 ４１８８人次，老年人保健
３６０９１人次，重性精神疾病管理８５１人次，高血压管理
１１９９７人次，糖尿病管理３９０７人次。

【体　育】　 ２０１２年，西区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６
万余人次，全民健身运动参与率达到４５５％。完成金

沙滩全民健身户外营地场地网球场、漂流广场、游泳

池、健身活动室、攀岩场维修，安装体育健身路径 ４
套。体彩资助贫困体育特长生１８人。组织３００名中
小学生开展业余体育训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组队

参加四川省老年人太极拳（剑）大赛，获各式太极器械

自编套路团体第一名，四十二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团体

第四名，２人获单项赛第二名，３人获第六名，５人分获
第三、四、五、七、八名，１人获“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
称号。

（何　平）

西区城市中心清香坪

（刘溢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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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

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以下

简称“西区区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紧盯市

委“三个加快建设”“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总体目

标，围绕“三个集中”发展战略，以三个“三年攻坚”和

三个“加快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两化”互动，积极

应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妥善处置“８·２９”事故，迎难而
上，负重前行，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经济平稳发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坚持用高新技术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工业经济后劲

增强。格里坪工业园区功能日益完善，规模不断壮

大，获得“川商产业园”“四川省十二五首批循环经济

示范园区”称号，完成销售收入１１５亿元。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改造成效明显，全年“关停并转

迁”工业企业３４家。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一期建设
顺利推进，攀青煤炭物流中心一期开工建设，攀西铁

路物资集散中心完成筹备工作，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

规划编制通过评审。太阳沐歌乡村酒店主体工程即

将完工，１７３３万平方米花卉基地一期建成投产。大
力实施品牌战略，攀枝花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８５６７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３％。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２８８亿元，同比
增长２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２１８３０
元，同比增长１５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０４７２元，
同比增长１４１３％。

【启动三个“三年攻坚”】　 ２０１２年，西区全面启动环
境综合整治、城市建设、统筹城乡三个“三年攻坚”。

环境保护工作加快推进。确定４９个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点、线、面并举，切实整治噪声、粉尘、道路抛洒污

染，加强对企业排放行为的监督和检查。全年投入４
亿元，完成７个环境攻坚项目，清理５８家堆混煤场。
攀青物流、三维发电、德胜攀煤化工、国正工贸等４家
企业在全市率先引进挡风抑尘网和石灰石矿微米级

干雾抑尘装置，攀青物流至鑫铁物流封闭管道运输可

研报告完成。加快生态区建设，完成省级生态乡镇规

划，金家村生态村创建加快推进，西佛寺景区石漠化

治理成效明显。西区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７８４２％，被列为全省区域污染防治示范试点区。城
市建设强力推进。编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和清

香坪、大水井、格里坪等片区规划，全年完成各类规划

设计２０余个。清香坪“文化岛”新城、大水井新区、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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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厂旧城改造、老法院地块旧城改造等项目拆迁工作

有力推进，全年完成１３３３３万平方米农村集体和城
市征地拆迁任务。蓝湖国际二期建成交付使用，西贵

金沙主体工程完工，书香御景开工建设。丽攀高速公

路西区段、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省道３１０线格福路
段改造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实施。以清香坪污水处

理厂、正大天然气等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面

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有序推进。结合城市和产业发

展布局，抓好以庄上村为亮点的新村建设，编制完成

《格里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和８个新村聚居点规
划，完善产业安置模式，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走在

全市前列。庄上彝家水寨列入全市１６个乡村旅游示
范村项目，金家村、格里坪村、大水井村获全省“环境

优美示范村”称号。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深入实施投资拉动
战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实行重大项目区级领导定

点联系制，加强项目动态管理，强化重大项目的督导，

集全区之力，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６０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９％，是历年投
资强度最大的一年。华益能源 ＬＮＧ、翰通１００万吨捣
固焦、攀创煤基还原铁一期１５万吨／年铸造铁等一批
项目竣工；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西宇生物紫茎泽兰

综合利用等项目开工建设；重汽汽车城、永兴煤炭研

发基地综合体等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加快推进；沿江快

速通道西区段、金沙水电站等一批在建项目顺利推

进。全区招商引资履约项目 ７３个，实际到位资金
６０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９５％，其中新引进市级特大项
目１个，市级重大项目４个。完成外商投资５００万美
元，取得历史性突破。第十三届西博会签约项目 １０
个，签约金额５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７％；第二十届昆
交会签约金额 ４８亿元，创历届昆交会西区签约额
之最。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西区累计投入 ８１亿元，全
面完成１４５项民生工程。申请公积金贷款９４００万
元，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１０４４套，建成１４０２套。
广泛开展就业援助活动，城镇新增就业４９９６人、再
就业２２９８人次，城镇失业率控制在 ３６３％以内。
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区除国有企业职工以

外的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３６２４４人。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稳步推进，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１０

项制度和 ２０个工作重点，推行网格化服务管理模
式，确立８个试点社区（村），初步形成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基本构架。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推进

“大调解”向基层延伸，确保全国“两会”和中共十八

大期间社会稳定。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２年，西区稳步开展国家知识产权
示范城市培育工作，完成专利申报３５件。全面完成
校安工程建设任务，市三十六中小学异地重建项目加

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顺利通过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清香坪、陶家渡、玉泉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成投入使用。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和政

务服务试点工作全面完成，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在１０４
个试点区（县）中名列全省第２位、全国第２６位。省
级依法行政示范区创建得到巩固。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文化体制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扎实推进。

【党的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创先争优活动取得阶段
性成果，进入常态建设、长效发展阶段。“基层组织

建设年”活动扎实开展，先后树立格里坪村、高家坪

社区、动力站社区、区政务中心等一批基层党组织先

进典型。深入开展“挂包帮”“三服务”“百千万·干

群心连心”活动，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密

切。加大干部交流和下派锻炼力度，打破身份公选７
名副科级领导干部。开展党政领导干部专题培训月

活动，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培训，充分激发

干部活力。精心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活动，组织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使党的十八大精神

深入人心。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创新推行科级

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离任

报告制度，促进 “一岗双责”落到实处。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不断加强，积极推行“十子工作法”，深入推

进“三项建设”，全面提升纪检监察队伍履职能力。

及时出台“六条禁令”，以铁的纪律保障“８·２９”事
故有效处置。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办力度，全

年党纪政纪处分 １４件 １４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 ３
件３人。扎实开展 “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
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兼顾基层一线，层层思想发

动，充分征求意见，提出“十破十立”，努力实现全区

干部思想观念上先行跨越、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工

作推进上凝心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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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
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

斯爆炸事故，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

西区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医疗救护和善后维稳工作，

顺利完成协议签订、伤亡赔偿、遗体火化等相关工作，

积极协调事故责任人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清偿，使横

跨两省的债务纠纷基本得以化解，最大限度保障了各

方权益。在善后处理过程中未发生一起因煤矿停业、

歇业造成的劳动纠纷和一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

体性事件。认真接受组织的调查和处理，依法服从、

配合事故调查组的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等，

认真彻底查清事故原因。全力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成立专项行动工作组，建立区级领导盯矿制，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打非治违、关停并转等工

作，切实抓好旅游、建筑施工、道路和水上交通运输等

领域的安全排查和整治。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矿山

建设，完成肖家湾煤矿的永久性关闭，以姚家坪、道中

桥、老花山为重点的煤矿资源整合工作有力推进，作

为市级社会主义新矿山示范点的桐麻湾煤矿建设加

快推进。

【督查督办】　 ２０１２年，区委区政府目标督查办公室
围绕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重心，进一步整合督查资源，

继续采取实地查看、电话督办、跟踪督查等方式，督促

相关部门充分履职尽责，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统计和

社会管理等工作。制发《攀枝花市西区督查工作实施

办法（试行）》，采取跟踪督办、督查通报的形式，加强

对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的督查督办，确保区委、区政

府各项部署得到落实。

【信息工作】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６日，区委办公室制发
《关于下达２０１２年西区党委系统信息工作目标任务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责任

部门（单位）进一步加强信息收集、整理和报送工作，

提高信息报送的实效性和文字水平。９月４日，区委
办公室下发《关于加强紧急信息报送的通知》，要求各

责任部门（单位）认真查找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采

取措施及时整改，并明确对迟报、漏报紧急信息的部

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举办信息写作专题培训会

２期，并按时编发信息采用情况通报。全年，区委办公
室报市委办公室信息得分６２３分，获全市党委信息报
送先进单位称号。

重要会议

【区委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６
日，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九届区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

区委委员的区级领导、区人武部部长，不是区委委员

的区纪委常委，区委各部委、区级各部门（单位）、各人

民团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区人大

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各工委会主任，区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区政协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各专委会主任，格里坪镇、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

消防大队主要负责人，攀煤（集团）公司、四川能投攀

枝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西城供电局、西区邮政局、德

胜攀煤化工公司等企业代表，部分基层党组织负责人

代表、群众代表、老干部代表、党员代表等１５０余人参
加会议。区委书记赵中主持会议。赵中代表区委常

委会向全委会作《中共攀枝花市西区九届二次全委会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客观全面地总

结２０１１年西区所取得的成绩，并对２０１２年的各项工
作进行科学的安排部署。《报告》指出：２０１２年是实
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将胜利召开，

西区将迎来２０１３年建区４０周年，任务艰巨而繁重，责
任重大而光荣。《报告》要求准确把握“四个变化”带

来的新机遇，准确把握“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新目

标，准确把握“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的新要求，纵深推

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突出“三三三四”发展重点，

以“十大工程”为重要抓手，坚持“两化互动、提质增

效、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抓好结构调整、城市建设、

城乡统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民生改善等重点工

作，保持全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努力建设实力西区、生

态西区、活力西区、和谐西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

华安排２０１２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听取格里坪镇党委
书记和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向全委会作的述职述廉报

告，并进行民主测评。会议推荐产生出席中共十八大

代表和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推荐人选。

【区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
日，中共攀枝花西区区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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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区属各部

门、单位负责人，基层党组织代表、居民代表等１５０余
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主持会议。会

议传达省、市“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工作会

议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全区的工作，客观分析当前

的形势和任务，对西区下半年工作，特别是对西区“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工作进行系统的安排部

署。会议指出，要通过开展创新社会管理构建适应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要以

基层组织建设年为抓手全面提升党建水平，夯实“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的组织保障。会议要求全区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信心，敢于创新、敢于突破，

以大胆的举措、务实的作风，推动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圆满完成，为迎接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以及建区４０
周年献礼。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区委宣传部供稿）

【区委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西区区委召开常委会议
２４次，形成会议纪要２４期。

１月３日，区委九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会议传达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书记刘奇葆、

省长蒋巨峰在攀枝花市调研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市

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专题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１月９日，区委九届七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听
取区纪委《关于２０１１年西区“千名群众评机关”活动
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区武装部《关于西区民兵执

行任务的组织领导和动用程序有关规定的请示》。会

议讨论干部议题。

２月２日，区委九届八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审
议并原则同意区委办《关于召开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

委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有关事宜的请示》，原则

同意区人大党组《关于筹备召开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

有关问题的请示》，原则同意区政协党组《关于筹备召

开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请示》，原则通过区委办《关

于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二次全委会报告（送审

稿）的请示》，审议并通过区纪委《关于２０１２年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原则通过区委组织部

《关于西区推荐提名出席党的十八大及省十次党代会

代表候选人工作相关事宜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西

区“两会”有关事宜的请示》，同意《攀枝花市西区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等六个名单及

说明》《关于成立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临时党委的请示》《关于成立政协攀枝花

市西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党委的请示》。

２月８日，西区区委九届九次常委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人大党组《关于攀枝花市西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送审稿）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政

府党组《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１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的请示》《关
于委托银行贷款实施政府融资工作方案的请示》，通

过区政协党组《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攀

枝花市西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送审稿）的

请示》，通过区法院党组《关于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送审稿）的请示》，通过区检察院党组《关

于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送审稿）的请

示》，同意区纪委《关于检查考核２０１１年度各单位各
部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报告的请示》

《关于召开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的请示》，同意区政府党组

《关于拟聘张小芳、易寒铭、王哲、周巧云等四名同志

到西区工作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西区

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立项的请

示》《关于委托开展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

点区的方案的请示》。会议传达市委常委（扩大）会议

精神。

２月１２日，西区区委九届十次常委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并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十

届二次会议有关事宜的请示》。会议传达全市交通工

作会议精神，听取区交通运输局关于西区交通建设情

况的汇报、园区管委会关于园区道路建设情况的汇

报。会议传达全市旅游产业发展汇报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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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８日，区委九届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召
开。会议专题听取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关于农民安

置情况的汇报，就相关安置政策进行专题研究。

３月１５日，西区区委九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纪委《关于中共攀枝花市西区

纪委九届二次全委会工作的报告》《关于表彰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和纪检监察工作先进个人的决定的请示》，原

则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西区格里坪镇学习推广文建

明工作法实施方案（试行）（送审稿）的请示》，通过区

委组织部《关于基层组织建设年相关事宜的报告》《关

于２０１１年县级领导干部考核有关建议的请示》。
３月２２日，西区区委九届十三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区委办《关于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第九

届委员会工作规则、常务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常务

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送审稿）的请示》《关于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

大班子”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工作规则（送审稿）的请

示》，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给予李其桦等七名同志记

公务员三等功及一次性奖励的请示》，听取区委组织

部《关于２０１１年格里坪镇党委各街道党工委书记向
区委全委会述职的情况报告》，听取区委编办《关于西

区２０１１年度机构编制管理执行情况的报告》，通过区
委编办《关于西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的请示》，原

则通过《西区目标督查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原则

通过《西区重大工作责任追究实施办法》，原则通过区

财政局《关于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部门预算（草案）
的请示》，通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拟聘龙

武春到西区工作的请示》。会议传达省纪委案件监察

四室主任蒲晓虎到攀调研督导基层查办案件工作时

的讲话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攀枝花市西区科

学技术协会成立暨第一届委员会大会筹备方案的请

示》。

４月２５日，西区区委九届十四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区委办《关于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改

进文风会风的请示》，听取并审议区委组织部《关于提

请审议西区基层组织建设年相关工作事宜的报告》，

原则通过区委统战部《关于西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

换届工作方案的请示》，原则通过区委编办《关于成立

西区城市建设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请示》《关于西

区环保局增加领导职数的请示》。会议听取区委编办

《关于西区中小学机构编制执行情况的报告》，原则通

过区政府党组《关于西区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实行

代建管理办法的请示》《关于解决西区河门口商场改

制遗留问题的请示》《关于清香坪污水管网建设立项

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庄上·梅子箐彝家水寨新村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

有关政策的请示》，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表彰“五

五”普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政

府党组《关于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项目相关情况的报

告的请示》《关于格里坪村货场收益进行补偿方案的

请示》，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２０１２年招商引资项目
相关情况的报告》，原则通过区委党史研究室《关于编

撰〈辉煌西区四十年〉的请示》。会议讨论干部议题。

６月７日，西区区委九届十五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的请示》，听取并审议区纪
委《关于攀枝花市西区加强乡镇纪检组织建设实施意

见的请示》，听取区纪委《关于给予刘辅宏开除党籍的

报告》，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格里坪田家湾三期

安置房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田家湾安置房四期

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镇园区次干路至

众一煤化工道路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第

十八小学改扩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

市第三十六小学扩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清

香坪“文化岛”项目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请示》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目标考核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区政
府党组《关于格里坪镇卫生院新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

示》，研究区政府党组《关于增加区属机关事业单位聘

用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方案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政

府党组《关于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星级农家乐／乡村
酒店暨星级饭店奖励办法（试行）的请示》。会议听取

格里坪镇党委书记周兴、清香坪街道党工委书记胡云

建、玉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勇毅、河门口街道党工委

书记董清华、摩梭河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彬、陶家渡街

道党工委书记刘南川、大宝鼎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成勇

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专项
述职。

６月１４日，西区区委九届十六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工矿废弃土地复垦利用规

划编制情况的报告》，传达“在同一片蓝天下”慈善关

爱捐资助困工作会议精神，审议并通过区纪委《关于

成立西区反腐败协调小组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工的请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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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基层党

组织现状调查报告的请示》《关于建党９１周年暨创先
争优表彰大会有关事宜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审

议并通过区委政法委《关于攀枝花市西区加强和创新

社区（村）社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关于攀枝

花市西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工作方案的请

示》，听取西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西区

２０１２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原则通过区政府
党组《关于对攀枝花安华投资有限公司土地整理项目

补贴８００万元的请示》。
７月２５日，西区区委九届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全市实施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工作会筹备会议精

神，研究讨论西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工作

思路。

８月２日，西区区委九届十八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攀枝花钢城集

团有限公司经营效益目标责任书的请示》，原则同意

区委组织部《关于提高全区村（社区）工作者报酬相关

事宜的报告》，原则通过团区委《关于召开共青团西区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请示》，听取区纪委《关于攀枝花市

２０１２年一季度软环境测评西区情况的报告》《关于三
项建设工作情况的通报》，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

攀枝花市西区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实施方案的请示》

《关于组建攀枝花市西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方案的报告》《关于筹建攀枝花市中银信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的方案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西区城市空间

发展战略研究规划的请示》《关于增加环卫财政经费

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西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

建设方案的请示》，原则同意区政府党组《关于重点企

业入驻格里坪工业园区缴纳耕地占用税的请示》《关

于攀枝花市西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案
的请示》。

８月１６日，区委九届十九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讨论研究干部议题。

８月３１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西区“８·２９”矿难现场救援指挥部下设的各
小组关于“８·２９”事故救援处置情况的报告，审议《攀
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

“８·２９”矿难职工死亡补偿和接待方案》，传达市委九

届二十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会上，区委书记赵

中作深刻的自我检讨。

９月４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一次常委（扩大）会
议召开。会议通报省、市就西区肖家湾煤矿“８·２９”
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召开的系列会议精神，听取西

区肖家湾煤矿“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和
善后处置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通报在西区肖家湾煤

矿“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善后处置期间的
“六条禁令”，研究讨论《西区区委、区政府关于在肖家

湾煤矿“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暴露出来的
突出问题的检查和整改情况的报告》，对下一步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９月９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二次常委会议召开。
会议讨论研究干部议题。

９月２０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研究干部议题，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依法

关闭肖家湾煤矿的报告》《关于依法关闭姚家坪、道中

桥、老花山等三煤矿的报告》。

９月２３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四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研究并同意区纪委《关于给予赵安志撤销党

内职务处分的请示》，同意区政府党组《关于开展西区

大水井城市景观中轴线及周边城市设计工作的请示》

《关于大水井新区开发项目农村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及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请示》，原则同

意区政府党组《关于西佛寺景区投资开发建设补充合

同的请示》。会议研究干部议题。

１０月１７日，西区区委九届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
召开。会议听取区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

工作有关情况的报告，审议并原则通过区委办《关于

西区区级党政领导安全生产职责的请示》，通过区委

组织部《关于西区机关事业单位科级领导干部２０１１
年年度考核情况的请示》《关于加强西区组织员队伍

建设的请示》《关于享受上一级非领导职务工资、医疗

待遇事宜的请示》《关于第二批区委直接掌握联系突

出人才建议人选的请示》，原则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

西区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送审稿）的请示》，

通过区委政法委《关于西区非正常上访及群体性事件

责任倒查规定（试行）等维稳综治信访工作十项制度

的请示》，通过区委编办《关于西区煤矿技术服务中心

增编的分析报告》，通过团区委《关于共青团西区第十

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结果相关情况的报告》《关于共

青团攀枝花市西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组织人事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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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西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实施方案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新农办《关于庄上旅游

新村基本功能配套项目（加油站）建设补充协议的请

示》，听取区政府党组《关于西区老法院宗地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报告》，原则通过区政府

党组《关于西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办法的请示》

《关于陶家渡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扩建的请示》。

１１月１５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六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委办《关于区委工作制度

汇编（送审稿）的请示》，听取区委保密委员会《关于

保密工作情况的报告》，原则通过区纪委《关于建立西

区科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

情况离任报告制度的请示》，听取区纪委《关于区级部

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设置、编制配备等有关问题的

意见的请示》，原则通过区委区政府目标督查办《关于

西区２０１２年区属各部门、街道、镇综合目标责任书的
请示》，原则通过区委编办《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度进人
计划完成情况和２０１３年新增用编计划报告的请示》，
原则通过区妇联《关于攀枝花市西区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请示》，听取团区委《关于共青团
西区委员会第十次代表大会选举结果的情况报告》，

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西区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

试点项目规划实施方案、立项申报资料编制及立项相

关问题的请示》《关于调整西区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部分指标计划的报告》《关于大水井尖山通村

公路公益基础设施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西区格萨

拉大道北坡（袁家沟以西）矿山迹地植被恢复工程项

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廉租住房工程立项的请

示》《关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中小学校扩建工程的

立项请示》《关于完善２０１２年交通安保设施项目的立
项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３年小水井棚户区改造安置房
项目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金竹路路面工程调整立

项金额及解决项目建设资金的请示》《关于西区党政

群机关、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员和事业单位管理人员

晋升非领导职务报告的请示》。

１１月２７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七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委办《关于贯彻落实“思

想大解放、作风大改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的

实施意见（送审稿）》，原则通过区纪委《关于２０１２年
度西区区委常委班子及成员民主生活会征求意见方

案的请示》，原则通过区委组织部《关于２０１２年度西
区区委常委班子及成员民主生活会方案的请示》，原

则通过区委宣传部《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的通知》《关于建设和谐西区 提升群众满意度

宣传方案的请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西区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原则通过区政府党

组《关于西区格里坪金家村片区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一

期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金家村生态村创建工程立

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沿江快速通道格庄段（云南

省金沙江木材水运局家属区段）新建工程项目立项的

请示》《关于省道３１０线格福段与沿江快速通道格庄
段连接线新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３
年格里坪公租房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杨家坪

社区服务站建设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

市金沙江沿岸景观西区段专项规划工作方案的请示》

《关于西区老法院地块旧城改造相关问题的请示》。

会议讨论干部议题。

１２月１１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八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专题研究了《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攀枝

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市委“思想大解放、

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以

及组织组、巡查组和宣传组的工作方案。

１２月２５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召
开。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适当提高

西区机关津贴补贴水平实施方案的请示》，原则通过

区委办《关于区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筹备方案

（送审稿）的请示》《关于２０１１年区委常委班子及成员
民主生活会查找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审订了

区委办《关于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九届四次全体

（扩大）会议报告（送审稿）》，听取区人大党组《关于

西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３年工作安排
的报告》，原则通过区人大党组《关于筹备召开区十届

人大三次会议有关事宜的请示》，听取《关于西区政协

２０１２年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３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原则通
过区政协党组《关于筹备召开区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的

请示》，审议区纪委《关于征求对区委常委班子及成员

民主生活会意见情况的报告》，听取区纪委《关于西区

惩防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听取区委组织部《关于西

区２０１２年“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情况报告》《关于西
区老干部工作的情况汇报》，原则通过区委组织部《关

于给予李起和等四名同志记公务员三等功及一次性

奖励的请示》，原则通过区政府党组《关于格里坪镇田

家湾安置小区西侧城市主干道工程项目立项、陶家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工程项目立项、西区城市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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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改造格里坪安置房三、四期工程调整立项的请示》

《西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安排意见》。
会议讨论干部议题。

重要决策

【提出三个“三年攻坚”】　２０１２年初，为纵深推进省、
市提出的“两化”互动发展战略，在结合西区实践的基

础上，西区区委初步提出要以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

坚、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统筹城乡发展三年攻坚为抓

手，优化提升“两化”互动的质量和水平。８月１０日，
在区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区委正式提出：

西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市“三

个加快建设”“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抓住“五

创联动”这一关键载体，坚决打好“六大硬仗”，纵深推

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以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统筹城乡发展三年攻坚这三个

“三年攻坚”为抓手，以环境保护为先导、城市建设为

载体、工业发展为支撑、产城一体为核心，着力建设实

力、生态、活力、和谐西区，走出一条符合西区实际、具

有西区特色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科学发展之路。

【制定开展法治西区创建活动意见】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
日，西区区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法治西区创建活

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推进

法治西区创建活动，是“六五”普法规划提出的明确要

求；开展法治西区创建活动，是深入推进普法、依法治

理的重要载体，是提高全区各项事业法治化管理水平

的重要实践；做好法治创建工作，对于推进依法治区

进程，建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生活舒适、社会文明

的幸福西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意见》要求通过

开展创建活动，加强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基层自治、经济法治、法制宣传、社会管理、监督机制

八大体系建设，实现“四提高”“四加强”（党委依法执

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高、

经济依法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依法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高，司法公正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进一

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加强、监督机制进一步

加强）的目标，积极争创全省、全市法治县（区），推动

西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制定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年
３月１３日，西区区委制定《关于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三
年攻坚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围绕市委“三个加快建设”“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

标任务，按照全区“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和“三三三

四”发展重点，以“生态建设工程”为抓手，狠抓污染减

排和环保基础建设两个重点。要求全区上下形成“加

快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的共识，构建“党委重视、

政府主抓、企业参与、社会投入”的工作格局，确保未

来三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全面完成，饮用水水

源水质达标率稳定保持１００％，城区区域环境噪声和
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稳定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不断提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大幅

改善，杜绝发生重大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事件；２０１２
年实现全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 ７７％，２０１３年
实现全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 ７９％，２０１４年实
现全区空气环境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２％以上。

【提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工作思路】　 ２０１２
年７月２５日，西区区委九届十七次常委（扩大）会议
研究讨论西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工作思路。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在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调整中的作用，深刻理解“两化”互动、

统筹城乡发展对西区优化和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和质量的重大意义，把全省先进典型的成功经验运用

到西区具体实践中，纵深推进“两化”互动、统筹城乡

发展战略，全面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强调：

要认真按照全市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

工作会筹备会议指示精神，加强与市级相关部门的沟

通衔接，做好做细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全市实施“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工作会议的顺利召开。

【通过依法关闭四煤矿的两个报告】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
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三次常委会议通过《关于依法

关闭肖家湾煤矿的报告》《关于依法关闭姚家坪、道中

桥、老花山等三煤矿的报告》。会议指出，坚决贯彻执

行省、市关于深入开展煤矿整顿关闭工作的有关要

求，支持区政府关闭肖家湾、姚家坪、道中桥、老花山

煤矿的有关决定。会议要求，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关

闭、整合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明确法律依据，全面

分析和评估，完善债权债务处理手续，保障关闭整合

工作有序、稳妥、加快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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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
年９月２６日，西区区委办公室制发《关于开展“百千
万干群心连心”活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坚持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

先进性建设”这一主线，突出“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

联系”这一核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

旨，按照“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受欢迎”的工作要

求，丰富联系服务群众内容，拓展联系服务群众途径，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着力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

实际困难，着力增强机关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着力帮

助基层强组织、促发展，推动活动具体化、制度化、常

态化，让干部群众手相牵、心相连、情相融，实现群众

满意、干部满意、基层满意目标。《意见》要求大力开

展“百村支教”行动、“千户送医”活动、“千人就业援

助”活动、“万名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工作。

【制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１１日，西区区委制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西
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围绕建设区域文化高地的目标，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求稳步推进文化

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化

改革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提出实施“文化素质提升”

“文化事业惠民”“文化产业开发”“文化精品打造”

“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人才培养”七

大工程。

【专题研究贯彻落实“三大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西区区委九届二十八次常委会
议专题研究《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攀枝花市西区

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市委“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

变、工作大落实”的实施意见（送审稿）》以及组织组、

巡查组和宣传组的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思想大解

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是市委、

市政府按照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立足攀枝花发

展的新形势、顺应全市人民的新期盼做出的一项重大

部署；开展“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

题教育活动是西区今后一段时间重要的政治任务，是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中共十八大精神的具

体实践，是谋划长远，推动西区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

重要抓手，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内在需要；当前西

区一些干部中仍存在与发展不相适应的观念、作风和

做法，突出表现为“怕”（求稳怕乱，怕担风险、怕负责

任，不敢试、不敢闯）、“满”（自我感觉良好，安于现

状，不思进取，小富即安、小进即满）、“浮”（缺少实干

精神，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贯彻上级精

神存在“逐级衰减”现象）、“慢”（认识机遇慢、理解政

策慢、接受新事物慢、推动发展慢）、“僵”（思路不活、

眼界不宽，做事凭经验、工作凭套路，不愿深入一线了

解情况、解决问题，做事没有积极性）、“庸”（自身能

力和素质与工作要求、工作强度不相符）、“懒”（懒于

学习、懒于思考、懒于作为，甚至不作为）、“散”（思想

涣散、行为散漫、纪律松散）、“奢”（存在一定的攀比

心理，认为仕途上已无上升空间，只图安逸享乐，奢侈

浪费）、“旧”（还有一些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观念、方

法、制度的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西区各项目标

的实现，关系到西区科学发展、加快发展。会议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大解放、作风大

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实践活动摆在突出位置，按照

市委“三个加快建设”“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总体目

标和区委“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围绕目标找差距，围

绕差距抓重点，围绕重点添措施，围绕措施抓落实，在

全区迅速掀起一场解放思想、转变作风、狠抓落实的

热潮，及时清除认识障碍、增强思想动力、强化工作执

行，做到在思想观念上先行跨越，在精神面貌上敢争

一流，在工作推进上务实高效，在攻坚克难上积极有

为，促进全区党风、政风和行风进一步好转，工作效率

进一步提升，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加快推进三个

“三年攻坚”，努力建设“实力、生态、活力、和谐”西

区。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在活动开展中要做到“坚

持一条主线、突出一个主题、实现四个结合、解决三大

问题、大兴三种风气”（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坚

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这条主线；突出加快

发展、和谐发展这个主题；与“８·２９”事故暴露出的问
题相结合，与完成２０１２年发展目标和谋划２０１３年各
项工作相结合、与深入开展“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

动相结合，与本部门实际工作相结合；着力解决“认

识”问题、“状态”问题、“执行力”问题；在全区大兴敢

于打破常规、勇于冲破束缚、锐意开拓创新的思想解

放之风，大兴脚踏实地、不务虚功、只求实效的求真务

实之风，大兴强化责任抓落实、深入一线抓落实、攻坚

克难抓落实的勇担重任之风），要做到开展教育活动

与完成本职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推动西区

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跨越提升；要进一步扩大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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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范围，延伸到全区各级机关干部职工，以科级领导

班子和干部为重点，兼顾基层一线，力争达到党员干

部“全覆盖”。

（王　娟　谷　伟）

组　织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党组织２８７个（基层
党委６个，党总支３２个，党支部２４９个），有派出党工
委８个。其中：镇党委１个，机关党委２个，非公企业
党委３个；街道党工委６个，区直机关工委１个，园区
党工委１个；机关事业单位党总支６个，农村党总支３
个，社区党总支２０个，国企党总支１个，非公企业党总
支２个；机关事业单位党支部９１个（含党委、总支下
属党支部），农村党支部１２个（含农村党总支下属支
部），社区党支部７３个（含社区党总支下属党支部），
企业党支部７０个（含党委、总支下属党支部），新社会
组织党支部３个。有党员５８３３名。其中：预备党员
１４１名，正式党员５６９３名；男性党员４２４６名，女性党
员１５８７名；少数民族党员２１９名，非少数民族党员

５６１４名；３５岁以下党员９１８名，３６～４５岁党员１３９８

名，４６～５４岁党员８２４名，５５～５９岁党员 ３７５名，６０
岁以上党员２３１８名；研究生学历党员３４名，大学本
科学历１０７７名，大学专科学历 １１１１名，中专学历
６３２名，高中、中技学历 ５６０名，初中以下学历
２４１９名。

２０１２年，区委组织工作按照市委关于“干部工作
出人才、组织工作出经验、人才工作出成果”的要求，

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狠抓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建

设，扎实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各项活动，着力在“五大

硬仗”“五创联动”及三个“三年攻坚”等重点工作中

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领导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２０１２年全省组织工作满意度测评，西区在 １８１个县
（区）中排名第二十四名。

【干部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底，西区公务员
总人数为３７５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总人数
１８４人，机关事业单位总人数４０９人，学校系统总人数
１２３４人，其中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２７５人。西区坚
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突出崇尚实干用

人导向，将政治上靠得住、发展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

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充实到领导班子中。

全年区委研究调整干部１１批次１０７名，其中新提拔
３３名，交流１９名，明确职务４名，兼职１９名，挂职１４
名，免职 １４名，因违纪处理停职免职 ４名。１０—１１
月，通过民主推荐、单位考察、集体研究、推荐上报、资

格审查等环节，重新公开推荐正科级后备干部３９名，
副科级后备干部８４名。年末，西区有在职县级领导
干部２９人，科级领导干部２４６人；县级后备干部９人，
科级后备干部１２３人。

【《西区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出台】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９日，《攀枝花市西区机关事业单位
人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出台。《暂行办法》是西区围绕“三个集中”和

“打好五大硬仗”核心战略目标、结合西区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和全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以深入实施

“人才强区”战略，健全完善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稳

定培养机制，进一步增强人才引进工作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暂行办法》明确规定重点人才引进的范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省、市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专家，省部级学术技术及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

和省级特级教师；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的人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人员，具有硕士

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人才；西区急需紧缺的专业人才。《暂行办法》规定人

才引进可采取直接引进、柔性引进、组团引进等方式

进行，并积极鼓励以兼职挂职、咨询服务、选派锻炼等

方式提供智力服务。《暂行办法》明确建立人才引进

专项资金保障机制：区财政每年据实安排人才引进专

项资金，并按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的比例

逐年递增，用于落实人才引进、稳定、培养、管理等方

面所需经费。新引进的人才，除在编制、健康体检、专

业技术职务评聘、家属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特

别优惠政策外，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才、

省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省部级学术技术及学科带头

人、博士生导师和省级特级教师、具有正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才和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

的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具有硕士研究生学

历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才，可享

受政府给予的５万元安家补助和为期５年６００元／月
的人才激励津贴，如到西区初期暂无居住条件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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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三年过渡期的人才公寓、公租房或享受政府为期

三年６００元／月的租房补贴。对于西区急需紧缺的专
业人才，根据其专业紧缺程度及实际情况，给予３万

元～１５万元补助。这些优厚政策，为西区引进人才提
供了强有力的制度和经费保障。

【制订《攀枝花市西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西区制订《攀枝花市西区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该规划包涵“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总体

思路和实施步骤、人才队伍建设主要任务、完善人才

工作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强

化组织实施”等内容，全文约１３万字。该规划提出，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

长规律，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才能力建

设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高层次人才、高

技能人才为重点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到

２０２０年，西区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培养造就数量充
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发展协调、实力强劲的创业

创新人才队伍，营造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人才发展

环境，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位居全市前列，率先进入人

才强区行列。人才资源总量从１４万人增加到２３万
人，增长６２％；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
到３９％，人才贡献率达到４２５％，基本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积极搭建平台，进一
步加大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力度，将优秀年轻干部实践

锻炼基地从原有的群工（信访）局、煤管办、街道（镇）

延伸到区委政法（维稳）系统、区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区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分批选派３７名优秀干部进行
为期６个月的实践锻炼。同年，西区教育系统分批次
选送优秀年轻教师到成都市青羊区挂职培养。利用

全市“双千工程”和“挂包帮”、援藏、专项业务工作等

契机，选派９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省、市相关部门上
挂锻炼，选派１名县级领导干部、２名优秀年轻干部援
助藏区，协调攀煤（集团）公司选送４名专业技术人员
到西区安监局挂职帮助。

认真落实市委组织部关于干部享受上一级非领

导职务工资、医疗待遇申报工作的有关要求和政策规

定干部相关待遇，落实１２名干部享受上一级非领导
职务工资、医疗待遇。认真贯彻市委组织部、市人事

局《关于做好公务员记三等功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精神，组织人事部门认真梳理，按规定程序审核，为２５
名干部记公务员三等功。

【干部教育培训】　 ２０１２年，西区紧紧围绕全区中心
工作，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

十八大以及省第十次党代会、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

不断增强党性锻炼，大力弘扬新时期的新要求，不断

提高领导理论水平，在提高驾驭全局、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上狠下功夫。结合西区干部队伍现状，坚持围

绕大局抓培训、立足需要抓培训、突出重点抓培训，采

取专家作报告、领导讲党课、外出培训等多种方式，结

合“纪检监察业务培训”“党务干部能力建设专题培

训”“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训”等主体
班次，组织全区各级各类干部１５批次１７９２人次开展
形势教育、理论培训、业务训练，努力提高全区干部队

伍推动西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素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深入贯彻
中共中央《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
纲要》精神，大力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突破试

点项目。围绕健全完善干部选任初始提名这一重点，

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原则，明确提名主体，畅通提

名渠道，规范提名程序，切实增强初始提名的广泛性、

严谨性和透明度。在充分发挥区委组织部门提名主

体作用的同时，规范领导干部署名推荐提名、单位党

委（党组）集体推荐提名行为，全年收到初始提名２７
份３３人次。在坚持干部任免表决制、任前公示制、任
职试用期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干部公开选拔力

度，在拓宽竞争性选人用人渠道、鼓励干部竞争上岗

方面下功夫，参与全市２０１２年打破身份统筹公选科
级领导干部工作，提高干部人才遴选的科学性，西区

拿出１１个职位分别面向省、市、区进行公开选拔，结
果７名干部走上科级领导干部岗位。

【干部监督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做到干部选拔任用３２道程序不走样，坚持任前公示、
离任审计、试用期等制度，对３３名提拔干部任用过程
进行全程纪实，无违反规定的用人行为，进一步提高

选人用人公信度和组织工作满意度。严格执行干部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任前谈话和廉政谈话制度、征求

廉洁自律和综治意见制度等，建立健全“组织部长双

向谈心谈话”制度，采取部长恳谈、个别约谈、定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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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等方式，每周三下午作为定期接待日，形成谈心谈

话长效机制，由区纪委书记、区委组织部部长，区纪

委、区委组织部相关领导与科级领导干部、后备干部

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教育领导班子成员严于律

己、以身作则，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筑牢拒

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上旬中共十八大召开前，西区主要围绕迎接中国
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和中共十八大两大主题深入开展
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和更加出色的工作业绩向中共十八大

献礼。２０１２年是创先争优活动总结收尾之年，西区着
力在树立典型、宣传引导、总结提炼、成果展示、机制

完善上下功夫。６月２６日，召开创先争优活动总结大
会，总结全区创先争优活动开展情况、取得成效和经

验做法，对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３０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和１００名优秀党员进行表彰，并就下一步
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常态化长效化进行安排部署。创

先争优活动期间，西区先后有３名优秀党员获省委表
彰，有７个优秀基层党组织、３１名优秀党员、４名优秀
基层党组织书记、３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获市委表彰，钟
世卫获“感动攀枝花十位共产党员”称号，在全区树起

学习的标杆、赶超的目标。全区各级党组织在组织保

障、舆论导向、长效管理、以党建促发展等四个方面构

建创先争优活动的长效机制４６２个，推动了创先争优
活动科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　 ２０１２年５月，西区承
担全市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的试点任务。自试

点工作启动后，西区紧紧围绕提高效率推动工作、真

情为民解决难事、求真务实转变作风的目标，准确把

握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的“五项核心内容”，根据格

里坪镇实际，制定涵盖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农村

加快发展、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等５
大方面２３个项目的考核细则，总结提炼出“四制工作
法”（业务工作岗位目标制、中心工作分线负责制、应

急工作一岗双责制、两下工作分级调处制）运行机制。

全镇６３人认领工作岗位，全部参与中心工作，开展月
度考评４次。通过近半年的实施，文建明工作法深入
人心，与西区本土融合而成的“四制工作法”进一步完

善和优化了西区乡镇原有的管理制度，更好地激发了

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激情，有力地推动了各项重点工

作的开展。

【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重大项目新模式】　 ２０１２年，
西区坚持“哪里有重大项目，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

就有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工作理念，紧紧抓住阳

光康养旅游新村项目落户格里坪镇庄上村且项目建

设一线聚集多名党员和各类人才的有利契机，积极创

新党组织组建模式，将参与庄上旅游新村项目建设的

西区新农办、格里坪镇机关、驻地村及丽新园艺公司、

太阳沐歌酒店的１８名党员组成“庄上旅游新村项目
联合党支部”，让党建“空白点”变成创新点，充分发挥

了党员在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征地

拆迁中，党员村民带头签订搬迁协议，带动涉及３４户
村民全部签字；在工程建设中，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

点，确保工程安全、优质、有序推进；在花卉培育中，园

艺公司党员骨干主动向当地村民传授花卉栽种技术。

基层党组织服务科学发展的项目党建新模式，大大提

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力保障了项目的顺

利实施。至年底，计划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花卉苗木基
地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建成温室４个并投入使用；计
划投资２亿元的太阳沐歌乡村酒店场平工程完工，进
入主体施工阶段；彝人广场及周边道路建设加快

推进。

【“两新”组织党建】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为增强“两
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量成

立区委“两新”组织工委，配备了书记、专兼职副书记

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扩大“两新”党建指导员队伍，将

全区退休老干部、部门科级领导干部和党务工作者

１００人充实到“两新”党建指导员队伍中，利用自身政
策优势和人脉优势，切实帮助“两新”组织解决困难和

问题，从而拉近党组织与“两新”组织的距离，提高“两

新”组织业主支持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加强“两新”组

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从书记专项基金中划拨专款１０
万元，专项用于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开展“两

新”组织党建“百日攻坚行动”，全年新建非公有制企

业党支部１７个、非公有制企业联合党支部１３个，覆盖
１７６家非公有制企业，覆盖率从年初的 ９５％提高到
６５％。德胜攀煤化工公司党委、春辉物业公司党委、
瑞丰水泥公司党总支被推荐为全市“两新党组织党建

示范点”创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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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茂工贸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１６
日，西区新经济组织攀枝花市华茂工贸有限公司党支

部成立。成立大会上，大宝鼎街道党政办公室工作人

员宣读大宝鼎街道党工委关于同意成立华茂公司党

支部的批复，并带领该公司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公司总经理岳洪波表示，将积极支持党支部开展各项

工作，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场所和经费。大宝

鼎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成勇对华茂工贸有限公司党支

部的成立表示祝贺，希望该公司党支部加强学习党的

理论知识，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找准切入点，从体制

上、人力资源上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党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为西区的

建设添砖加瓦。华茂工贸公司党支部的成立，是西区

推行“老干部担任‘两新’组织党建指导员”所取得的

又一重要成果，有效扩大了西区“两新”党组织的覆盖

面。至年末，由西区老干部担任指导员的“两新”组织

先后成立龙达面粉厂党支部、利峻兴公司党支部、清

香坪商户党支部、华阳煤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华茂工

贸有限公司党支部等５个党支部。

【机关党建工作满意度测评】　 ２０１２年６月，西区开
展机关事业单位党建工作满意度测评，对全区５８个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８４０余人进行调查。问卷采取现
场测评、集中答卷方式进行，分别从思想政治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作风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

全方位了解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区属机关行政事

业单位的客观评价，同时广泛收集他们关于促进全区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机关作风建设的针对性，推

动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人才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人才
工作政策，探索加强服务人才创业的新举措，积极营

造“创造机会，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搭建平台，让能

干事的人有平台；提高地位，让干成事的人有地位”的

良好环境。先后制定《攀枝花市西区机关事业单位人

才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关于建立区级领导干部

联系突出人才制度的意见》《攀枝花市西区“七大人才

培养工程”实施办法》等文件，为激活、用好、引进人才

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围绕“十二五”规划，结合

《攀枝花市西区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及全区人才发展基础和现状，拟订《攀枝花市西

区人才优先发展试验区建设总体规划》，确立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布局，积极申报人才优先发展试验区。按

照西区产业发展定位，重点围绕化工、环境保护、城建

规划、交通、旅游业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招引人

才，不断实现人才总量较大增长。全年引进６１名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急需紧缺人才；柔性引进攀枝花学院

８名学院干部到重要职能部门进行为期一年的挂职锻
炼，更好地“借脑引智”，助推西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认真开展第二届“攀枝花市人才奖”评选工作，推荐２
名创新人才、１名有突出贡献企业家、２名十佳技术能
手和３名农村优秀人才参加评选，水产养殖大户、突
出人才王学祥获“市农村优秀人才奖”。召开人才表

彰大会，对全区各行各业遴选出的１６名突出人才进
行表彰，发放奖金１６万元，树立了优秀人才的典型。

【老干部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坚持严格执行上级文
件精神，及时足额兑现老干部离退休费、生活补贴等，

定期走访异地安置离退休老干部，定期组织老干部参

加文体活动，确保他们的生活待遇得到全面落实。创

新老干部工作方法，上门为在攀老干部送去生日祝福

和礼物，在特殊的日子给予他们特殊的组织关怀，以

小行动取得较大的安抚、温暖效应。坚持并完善老干

部定期学习、参加重要会议、征求意见等制度，落实他

们的政治待遇。充分利用离退休干部的政治、经验和

威望优势，让他们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两新”组织党

建工作中发挥余热，实现老有所为。老干部工作满意

率达到９５％。

【党员现代远程教育】　 ２０１２年，西区充分利用全区
４５个远教站点播送放映社区新闻、社区广播、社区“逢
八”电影、坝坝电影，运用党员ＱＱ群、红色经典电影展
播、红歌大赛等方式丰富教育培训载体，强化党员教

育，拉近党群关系。立足“三学三强”（学党章党史，强

党性；学政策理论，强素质；学实用技术，强技能）培训

工程，建立党员教育专家库，壮大党员教育师资力量。

大力推进党员远程教育上电视、上手机、上互联网工

作，制作２部党员电教片在《攀枝花党建》播出。着重
开展远程教育“百千万·干群心连心”示范站点创建、

“四优”评比工作，持续打造远教示范片，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获评“百千万·干群心连心”市级示范站点

４个，评选区级“百千万·干群心连心”示范站点９个。

【加强农村、社区党员教育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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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作用发挥，以党员分类管理为契机，有针对性地

加强农村、社区党员教育管理，积极探索出“书记当导

演、组织搭舞台、党员做先锋、群众唱主角”的基层党

建新格局，分别制定社区党员和农村党员管理办法。

根据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实行“分类管

理、自愿参与、整体提高、发挥特长”的管理模式。全

区建立村、社区人才库４２个，农村、社区党员自愿参
与公益服务达到３００余人，党员特长和先锋模范作用
得到充分发挥。

【开展党员网上接转组织关系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
基于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发网络化党组织关系转接系

统，通过网页程序实现党员组织关系的快速转接，打

破了时空限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党员转接组织关系

费时、费力等问题，切实体现出党员申请操作便利化、

组织管理流程规范化、党内数据更新及时化的优势。

该系统已在全区推广使用，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的欢迎。

【开展“挂包帮”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委组织部积极指
导督促各机关单位与帮扶村（社区）签订“‘领导挂

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暨城乡党组织互助活动帮扶

责任书”。配合市农林科学院深入庄上村、大麦地村

开展“挂包帮”实用技能培训。培训覆盖７个村，７２名
党员群众参与培训，切实帮助农户提高种殖养殖技

能，推动农民发家致富。组织全区各机关单位深入农

村支援抗旱救灾，解决了村小师生饮用水供应和部分

受灾严重村（组）的生产用水问题。突出重点、整合力

量，推动格里坪镇庄上村打造全市“康养旅游新村建

设示范村”工作，并在该村培养“挂包帮”示范户３户。
围绕“挂包帮”长效机制建设、帮扶力量整合等内容撰

写调研报告３篇。

【机关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委组织
部牵头制订的西区“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方案，

将联系群众的主体从县级领导扩展到科级干部。全

区２５４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与３１８名农村、社区、企事
业单位的困难群众结成帮扶（联系）对子，发放结对联

系卡６３６张、民情日记本３１８本，实现安排上的全覆
盖。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各级干部走访慰问居民

群众４２３名，记录民情日记５００余篇，向困难群众送去
价值９８６２０元的慰问金、慰问品。帮助１５５名困难群

众实现就业，登记就业援助对象２９０人，在干群间架
起一座“连心桥”。

（李洪刚　杨　菊）

宣　传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按照“高
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体要求，

紧密围绕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实现“四个

翻番”和建设“四个西区”（实力、生态、活力、和谐西

区）的奋斗目标，着力为“提质增效、两化互动、加快发

展”的工作基调营造良好氛围，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建设，着力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

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把牢主阵地、

高扬主旋律、唱响主基调，实现了精神强民、宣传聚

民、创建便民、文化惠民，为促进西区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

和文化条件。

【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２０１２年，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立德、学以增志、学以

致用的原则，不断丰富学习内容，改进学习形式和方

法，切实做到学在深处、谋在新处、干在实处。先后组

织学习反腐倡廉、文化体制改革、省第十次党代会、市

和区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及两化互动、中共十七届

六中全会、中共十八大精神等２０余个专题，全年集中
学习１５次，出勤率均在９０％以上。制发《区委理论中
心组２０１２年学习计划》《２０１２年宣传思想工作要点》
《关于２０１２年各二级党（工）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的学习意见》等文件。征订《辩证看 务实办———理论

热点面对面》《半月谈》《党建》《时事报告》《时事资料

手册》《党委中心组学习专刊》《学习活页》等５００余
册，赠送社区《回顾辉煌历程 喜迎党的十八大———党

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知识读本》７０余册。先后邀请市
综治办副主任张国锷、市妇联副主席王朝晖、市委党

校行政学教研室副主任黄彪为中心组成员作《西区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幸福攀枝花 巾帼齐行动》《四川

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报告，组织中心组成员聆听原

省委副书记甘道明、省社科院副院长杨钢、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孟建所作的《认真做人 踏实做

事 执政为民》《奋进四川 科学发展 辉煌成就》《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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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如何面对媒体》专题讲座，形成《奋力推进“三个

集中”发展战略 谱写西区发展新篇章》《关于西区老

工业基地振兴的调研报告》等３０余篇理论文章。在
中心组理论学习过程中，根据需要，适时将学习范围

扩大到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使各二级党（工）

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得到进一步强化。同

时，坚持把基层党员之家、农家书屋和党员远程教育

平台作为主阵地，在全区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形势政

策教育和主题党课活动，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执行

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加大对区属党委（党组）中心组

理论学习的指导检查力度，覆盖面达到９０％。

【形势政策宣讲教育】　 ２０１２年，西区形势政策宣讲
教育工作着力在宣讲对象上求“广”，在宣讲内容上求

“精”，在宣讲形式上求“稳”，在宣讲方法上求“细”，

使广大干部群众乐于听、听得进、听得懂、有收获。先

后成立党史宣讲团、中共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深入乡

镇（街道）、机关、学校、社区，集中开展党建理论、国情

区情教育、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党史知识、省第

十次党代会、中共十八大精神解读等宣讲进基层活

动。全年举办宣讲活动１９场，７万余名干部群众受到
教育。根据县级领导干部联系各二级党（工）委、党组

的相关规定，县级领导干部带头下基层宣讲４０余次。

【举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学习报告会】　 ２０１２年７
月１０日，西区邀请中共攀枝花市委宣讲团第二宣讲
组成员、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副主任黄彪作《深入

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宣讲报告，区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格里坪镇、区级各部门（单位）党

政主要负责人，社区、村、学校党组织负责人１５０余人
聆听报告。报告围绕当前四川面临的发展形势和今

后五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总体战略和主要任务，从省

第十次党代会召开的背景和意义、大会的主要精神等

方面深入浅出讲解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并结合攀枝

花市及西区的实际，就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省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奋力推进攀枝花“三个加快建设”“五创

联动”提出宝贵的意见。

【召开中共十八大精神学习会】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２０
日，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十八大精神学习会在区文化

馆放映厅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全区副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辖区企业党

委（支部）书记２００余人参加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兴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和

省、市相关会议精神。会上，区委书记赵中强调，学习

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领

会、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把十八大精神转化为思想解

放的动力，转化为科学发展的动力，转化为“两化互

动”的动力，转化为环境改善的动力，转化为保障民生

的动力，转化为推进党的建设的动力，不断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要振奋

精神，鼓足干劲，借助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的强劲东

风，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展现高昂的精神状态，树立

一流的工作作风；要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对安排部署

的工作任务，尤其是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做到快

节奏推进、强力度攻坚、高效率落实；要强化配合，逗

硬奖惩，同心同德，团结拼搏，确保全面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促进全区发展面貌和发展格局发生显著改观，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区４０周年。

【举办中共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
日，区委宣传部邀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群林，市

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副校长陈宇波作十八大精神

宣讲报告，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全区副科

级以上领导干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聆听报告。报

告会从中共十八大主题、过去五年和十年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的成就、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等方面出发，阐述深刻领会

中共十八大精神的重大意义，并提出要克服对民主、

对发展模式、对腐败问题等方面的认识误区。西区学

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要紧密联系实际，着力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强化投资，加快推进在建项目的

竣工投产，抓紧开工一批重大基础设施、旅游、产业项

目；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繁荣发展；加强开放

合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实施“两化互动”、统筹

城乡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六个一体化”；破除影响改

革和发展的各种思想障碍；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深化平安建设；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坚决惩治腐败。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中
旬，区委宣传部整合各类媒体资源，集中重要版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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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段，分专题、分层次，多角度、多形式宣传党的

十八大精神，深度解读报告内容，深刻理解报告提出

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努力

做到思想有进步、认识有提高、前进有方向、发展有创

新、工作有动力。先后印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的通知》《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大精神的通知》《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参考标语的通知》《关于转发〈关于举办第１—
２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培训班〉的通
知》等文件。组建区委十八大精神宣讲团，１４名宣讲
团成员结合联系单位和分管部门实际情况开展为期１
个月的集中宣讲。在《攀枝花日报》刊发《向着美好的

未来进发———区委领导班子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访谈录》《深刻领会 联系实际 开创新局面———市委

宣讲团赴西区宣讲十八大精神》等文章。

【开展喜迎中共十八大系列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
１１月上旬，西区格里坪镇、各街道和各社区、村通过独
唱合唱、器乐演奏、舞蹈、川剧、京剧等多种形式，在玉

泉广场、河门口公园、西区文化馆等公共场所组织开

展７５场“喜迎十八大”群众文艺演出活动，讴歌伟大
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祖国繁荣昌

盛、欣欣向荣的景象，展现西区人民幸福和谐生活，充

分表达了西区人民的喜悦心情，抒发了广大干部群众

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

【学习型城市建设】　 ２０１２年４月６日，区委宣传部
印发《关于开展攀枝花市西区第二届全民读书月活动

的通知》。此次活动以“爱读书爱生活”为主题，围绕

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

区、学习型村镇、学习型家庭建设等六方面深入开展

“读书月”学习活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结合“学雷

锋”活动，通过“理论下基层”“百姓讲坛”“农村党员

远程学习网”等多种形式，认真开展“读一本经典、上

一次党课”学习活动，解决了“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

学什么”的问题，增强了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学习

型机关建设以“增强素质、争做表率”为主题，通过专

题讲座、报告会、专题电视片、网络等学习方式，广泛

开展“岗位读书”活动，不断提高机关党员干部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型企业建设以“提升素

质、奉献企业”为主题，通过流动书箱、网络等途径，引

导职工养成自觉读书的良好习惯，在企业形成浓郁的

学习氛围，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学习型社区建设以

“同创文明、共建和谐”为主题，充分发挥社区文化站、

社区活动室、棋牌室、图书阅览室等阵地作用，开展

“好书进社区”“读书与创业”“我最喜爱的一本好书

评选”“藏书与阅读推进书目”等活动，进一步增进居

民相互了解，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学习型村镇建设以

“读书致富”为主题，通过宣传文化中心、农家书屋、党

员远程教育网络等阵地，开展“读一本好书、学一门实

用技术、找一条致富门路”等活动，着力营造农村浓厚

的阅读氛围，提高农民群众的创业本领和致富能力。

学习型家庭建设围绕“书香飘万家”为主题，开展“亲

子共读”“读书征文”“演讲比赛”“图书漂流”“学习型

家庭”的评选与交流等活动，在全区家庭中形成比、

学、赶、超的浓厚学习氛围。

【开展“三大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
区委宣传部草拟并以区委办、区政府办名义下发《关

于印发〈攀枝花市西区“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

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宣传组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该通知从明确目标任务、开展思想发

动、深化学习教育、广泛征求意见、及时发布信息、加

强舆论引导六方面确定宣传形式、宣传内容、宣传重

点，并下发主题教育活动推荐学习资料目录及参考宣

传标语。１２月２４日，组织格里坪镇、各街道、区发改
局等２１个单位召开“三大主题”活动讨论会，主要围
绕思想观念、工作作风、执行能力等存在的问题展开

讨论，同时通过公示栏、公益广告、道旗等载体，不断

加大活动重要意义、方法、步骤等社会宣传力度。在

《西区关注》刊播全区主题教育活动情况专题报道，在

《攀枝花日报》《攀枝花晚报》刊发文章近２０篇，为西
区扎实开展“三大主题”教育活动创造良好的舆论

氛围。

【对外宣传】　２０１２年，西区对外宣传工作遵循“服务
经济、促进开放、扩大影响、树立形象”的宗旨，紧扣纵

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实现“四个翻番”和建

设“四个西区”（实力、生态、活力、和谐西区）的奋斗

目标确定报道重点，最大限度地发挥广播、电视、报

纸、网络等宣传阵地的作用，努力打造多方位、多层

次、多领域的“大外宣”格局，着力为“提质增效、两化

互动、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营造良好氛围。采取“请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切实加强与四川电视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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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攀枝花日报》《攀枝花晚报》、攀枝花电视

台、攀枝花广播电台等省、市媒体的沟通协调，紧紧围

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城市建设、

民生工程、区重大节庆文化活动等重大主题进行集中

报道，打造出《西区投入２１亿元治理污染》《西区打造
花卉生产基地》《西区有了“川商产业园”》《西区打造

庄上村乡村旅游示范点》《攀枝花鸡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等一批外宣精品。同时，制作环保

宣传画册《沉重的回归》、“两化互动”宣传画册《“三

个集中”演绎“两化互动”新传奇》，摄制西区形象宣

传片《铁树开花的地方》，积极宣传西区发展战略、投

资环境、资源优势、城市建设、文化特色等，全面对外

展示西区整体形象，在全区上下进一步营造争先进

位、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全年，在国家、省、市媒体

刊播西区新闻８１３条，在四川新闻网、攀枝花电视台
网站、攀枝花新闻网、攀枝花日报网等网站对西区进

行独家报道６００多条，在西区公众信息网、西区党政
网发布新闻１２００余条。

【新闻宣传】　 ２０１２年，区委宣传部围绕丽攀高速公
路西区段建设、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采空沉陷

区搬迁安置、格里坪工业园区建设、煤矿秩序整顿、打

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重点工作，采取专访、专版、集

中采访、系列报道等形式推出《保障房里的幸福笑靥》

《安置房里年味浓》《暖心和风拂西城———平安西区建

设工作纪略》等宣传报道，全面展示了西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围绕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创先争优、“挂

帮包”等党建活动，在《攀枝花日报》、攀枝花电视台播

发《格里坪镇为村党组织配备党务工作者》《实行“两

新”党建登记制》《探索社区党员分类管理新模式》等

新闻稿件，介绍西区的党建做法和典型经验。围绕环

境三年攻坚、文明指数测评、新村建设、全民抗旱等民

生工程，采写《西区今年实施２３个环境整治项目》《三
年攻坚换来“一片蓝天”》《格里坪镇庄上村建设现代

观光农业产业园区侧记》等文章，集中宣传西区关注

民生、改善民生的举措和成效。围绕区委、区人大、区

政协等重要会议，在《攀枝花日报》、四川新闻网、攀枝

花市西区公众信息网刊发《西区召开区委九届二次全

体（扩大）会议》《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召开》《攀枝花市西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开幕》等稿

件。同时，利用短信平台，将各类宣传报道及时发送

到全区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

部的发展信心，全年发送短信１万余条。

【社会宣传】　 ２０１２年，区委宣传部着力开展好“欢乐
阳光节”宣传，凸显独特的“阳光特质”和“花城魅

力”，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深入开展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宣传，广泛宣传文明礼仪、卫生环保知识、工

作内容、重点项目、重大进展，引导城乡居民养成爱护

环境、注重公德的良好行为习惯，形成全社会共同推

进、广泛参与的“爱家园 美环境”的工作氛围。做好

民生宣传，重点宣传在解决住房、就医、上学、就业、扶

贫帮困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上的积极作为。在中

共十八大召开期间，围绕“五创联动”“两化互动”等

重点工作，制作标语口号１２００余条、单立柱公益广告
１０余幅，更换主干道沿线道旗３０００余面，悬挂条幅
２００余条。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宣传】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西区打响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战，区委宣传部

围绕环境三年攻坚工作任务，采写《投资２１亿，实施
４９个项目———西区打响环境综治三年攻坚战》《西区
环境治理三年攻坚誓师大会后多部门首次联合执法》

《西区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西区环保三年攻坚挥

出第一“刀”———隆鑫冶炼厂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正

式启动》《抓污染治理 促生态建设 实现环境改善与

城市形象“双提升”———刘成鸣督导环境治理和生态

建设工作》《破釜沉舟表决心 坚定信念迎挑战———西

区召开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工作推进会》《西区今

年实施２３个环境整治项目》《三年攻坚换来“一片蓝
天”》等文章，集中宣传了西区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三年

攻坚的新举措和取得的显著成效。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宣传】　 ２０１２年５月８日，西区
召开“五创联动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推进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动员大会。区委宣传部多次深入包抓单位

蓝湖社区就“国卫复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

指导，形成《区委宣传部包抓国卫复审工作出实招》

《区领导检查指导国家卫生城市复检工作》《迎接国卫

复审 共建美好家园》等宣传文章。

【开通《西区之声》栏目】　 ２０１２年３月，西区为提升
其知名度和美誉度，与攀枝花人民广播电台联手合

作，在该广播电台新闻频道《区县直通车》中开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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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声》栏目。全年，《西区之声》栏目播出西区新闻

２００余条。

【设立《今日西区》专版】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为全面
宣传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动态，在《攀枝花日报》开

辟《今日西区》专版，每月２期。全年在《今日西区》刊
发消息近３００条次。

【刊播《西区关注》】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在攀枝花电
视台设置《西区关注》栏目，每周１期，全面报道西区
环境保护、新村建设、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等重点民生工作。全年编辑制作《西区关注》

专栏３７期，播出西区各类新闻２００余条。

【党报党刊征订】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８日，西区２０１３年
度党报党刊宣传发行工作会议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

全区各部门、格里坪镇、各街道及企事业单位等分管

领导８０余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全市党报党刊会议
精神，通报表彰２０１２年度报刊发行工作优秀单位，安
排部署２０１３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要求各级
各部门“一把手”亲自部署督检，不断创新举措，确保

党报党刊征订全覆盖。１０月２２日，区委宣传部草拟
并以区委办名义下发《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度中央和省
市委机关报刊发行工作的通知》，详细分解征订发行

任务，确定２５个责任单位具体抓落实。在认真抓好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党组织党报党刊征订工

作的同时，重点做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兴行

业的征订，加大宾馆、饭店等人员流动量大、信息到达

率高的公共场所的发行力度，确保重要环节和关键部

位的覆盖率，确保７报２刊征订任务的全面超额完成。
１２月２８日，在《攀枝花日报》刊发题为《拓展“三新”
领域———西区完成２０１３年度党报党刊征订》文章。

【舆情应对】　 ２０１２年，区委宣传部坚持新闻发言人
制度，健全网络信息员队伍，针对网上热点、难点、焦

点问题，全程关注、主动出击、正面回应、积极引导，树

立正确舆论导向。８月２９日，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公司
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区委宣传部

迅速反应、主动作为，组织精干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切实做好新闻发布准备工作，妥善接待新华社、中

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新社、凤凰卫视、《四川日

报》《华西都市报》等１００余名媒体记者，及时发布事

故各项动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网络舆情整体平稳

可控，未发生恶意炒作的网络舆情事件。自１２月起，
定期制作《舆情专刊》，全面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

占领网络舆论高地。同时，认真做好舆情信息上报工

作，全年约９０条舆情信息被市委网络办采用。
（卿玉双）

精神文明建设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以中共十
八大精神为主线，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核

心，以孝老爱亲、爱岗敬业、奉献互助为重点，深入贯

彻落实《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通过宣传标语、宣传咨

询、文化活动等形式，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月、“我

们的节日”“讲文明、树新风”等主题教育活动，全面加

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

深入开展推荐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大力加强公民思

想道德建设，积极营造有利于良好道德风尚形成的社

会氛围，社会风气不断改善，公民道德素养不断提高。

【文明城市创建】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西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出台。该方案将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分为启动准备、集中攻坚、自查申报、考核验收、

督察整改和持续创建等五个阶段。８月，印发《西区创
建四川省文明城市任务分工（试行）》，分解落实４８项
测评指标、１５１项测评内容、３９７条测评标准。成立西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设立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工作组、民主公正的法制环境工作组、公正诚信的

市场环境工作组、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工作组、有利

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工作组、安居乐业

的生活环境工作组、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工作组、可

持续发展的城乡环境工作组、宣传报道工作组以及西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办公室等九组一室，明确

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工作职责等内容。建立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周报和联系会议制度，定期分析研究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协调、指导、推动全区创

建工作。９月１４日，印发《攀枝花市西区创建四川省
文明城市宣传方案》，有计划、分阶段、按步骤地宣传

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目的、基本内容、有力

举措、重要活动、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和鲜活事例。９
月１８日，印发《攀枝花市民文明素质提升工程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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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力实施公共文明宣讲、公共文明实践、社会志

愿服务、文明创建连片发展、攀枝花精神深化等五大

工程，着力推进以机关、社区、学校、企业、农村、家庭、

景区、市场、窗口为重点的文明礼仪知识“九进”活动。

１２月２８日，印发《关于创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攻坚
工作方案》，将人文环境划分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

升城市软实力、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弘扬社会道德风

尚等四大板块，以构建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

【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区文
明办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丢分谁负责”的原则，印

发《关于做好迎接四川省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

的通知》以及任务分工表，分解落实６个大项１１４个
小项测评任务，采取“三定”（定范围、定责任、定人

员）等形式，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岗位责任制、联合

互动制、目标责任制。９月中旬，区文明办采取拉网式
检查、实地考察等方式，点面结合、通盘考虑，确定３０
个迎检点位。充分发挥区直机关工委、社区网格员、

志愿者作用，每天对主次干道、重要迎检点位进行不

间断巡查，劝导不文明行为，积极营造浓厚的创建氛

围。同时，组建入户问卷调查宣传小组，做好问卷调

查准备工作，通过上门走访、发放宣传单、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发放模拟问卷调查５０００余份。重点开展城
区环境卫生、交通秩序、农贸市场、窗口单位、网吧、文

化市场专项整治活动。区文明办联合区委目标督查

办对迎检点位以及点位周边整治情况进行多次拉网

式检查，并根据督察情况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２０１２
年，攀枝花市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由２０１１年
的全省第１２名跃至第４名。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把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来抓，充分利用学校、社会等各种德育资源载体，

把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通过加强

网吧治理监管、净化文化市场、开展校园周边环境整

治、强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努力构建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全年，学校、街道、社区

等组织开展“除陋习，树新风，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

走”“争当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小先锋”“低碳生活从我

做起”“节约用水，保护家园”“美好生活，从我做起”

等各类主题实践活动１００余次，参与人数达５０００余
人。同时，抓住“五四”“六一”等重要节庆日，以及公

民道德宣传月，入队、入团、成人礼等重要时机，开展

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向幼儿园

发放《中华是我家———第三届优秀童谣评选获奖作品

集》２６本，向市文明办推荐报送“童心向党”光碟
１张。

【志愿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围绕民生工程、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迎接四川省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等重大

活动，广泛开展“弘扬志愿、奉献爱心”“喜迎十八大，

我为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做一件事”“关爱空巢老

人”、为老人免费体检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全区１５０
余支志愿服务队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近１万人次，
组织各类宣传活动１００余场次，营造出“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开展学雷锋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开展“弘扬雷
锋精神”系列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及雷锋式优秀志愿

者、优秀志愿者服务组织推荐评选活动，发放雷锋精

神学习读本４００本、学雷锋读书知识竞赛试卷１５００
余份、雷锋主题海报３００余份，收到志愿者心得征文
３０余篇，向市文明办推荐优秀志愿者３名、优秀志愿
者服务组织１个。同时开展“学雷锋”便民利民服务
活动，为群众办实事义务修理家电、义诊等５０余次，
清洗“牛皮癣”（小广告）１万多张。全区为竹林坡村
失去双亲的钟氏姐弟捐款１４万余元。

【道德模范评选】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以攀枝花市第
二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道德模范评

选暨“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通过民主推

荐、网络投票、纸质投票、审核评议等程序，评选罗子

孝、李勇、李中华、陆学英等先进典型，其中陆学英被

评选为“攀枝花市第二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西部开发助学】　 ２０１２年 ，区文明办不断创新工作
方法，完善工作机制，秉承“育人”和“助学”结合、“扶

贫”又“扶志”、“助人”更“助心”的理念，严格按照推

荐程序，推荐评选１名学生为“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资
助对象。建立受助学生动态管理机制、情况通报机

制、反馈机制，保持与学生就读学校及家庭的联系，了

解学生的生活学习及思想情况等，加强对受助学生的

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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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
认真做好“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积极倡导文明上

网，健康上网。把向上级争取到的３０台电脑发放到
学校、社区，用于建设青少年免费上网场所和基层干

部群众浏览互联网的公益性网络平台。

【乡村少年宫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文明办争取到中央
文明办专项资金２５万元，建成格里坪镇中小学乡村
少年宫。添置体育运动器材，配备图书２万册，选聘
德才兼备的校外志愿者辅导员和校内辅导员 ２０余
名，组建科技、朗诵、舞蹈、书法、作文、棋艺、篮球、羽

毛球等２０余个兴趣小组，开展活动１５０余次。
（卿玉双）

统　战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统一战线工作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牢牢把握大团

结大联合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积极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为西区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献计出力，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党外人士通报

西区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情况以及重点工程项目进展

情况，并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全年召开座谈会

和协商通报会５次。

【统一战线迎春座谈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７日，区委统
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三胞三

属”等统一战线成员３０余人参加西区统一战线迎春
座谈会，区委副书记邓孝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郝

刚、区政府副区长廖助龙等领导应邀出席。区政协副

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张书川主持会议并总结 ２０１１
年全区统战工作。会上，与会人员畅所欲言，纷纷表

示要在新的一年里，立足本职，切实做好鼓舞人心、凝

聚人心、汇集智慧的工作，围绕中心参政议政，服务大

局献计献策，努力为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献智出力。

邓孝良充分肯定２０１１年西区统战工作取得的成绩，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统一战线成员要继续围绕区委、

区政府决策部署谋划工作，把区委、区政府的重大决

策和工作部署贯彻落实到全部工作之中；充分发挥联

系广泛的优势和特点，为实现全区的发展战略和发展

目标建诤言，献良策，出实招；做好党委政府重视、人

民群众关心的课题，多层次地开展调研活动，为党委

政府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党政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助推西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

【中秋茶话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区委统战部召开
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迎中秋、庆国庆”茶话会，西区各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负责人、工商联和民宗局负责人、

党外干部代表、“三胞三属”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民族宗教界代表等统一战线成员欢聚一堂，共庆佳

节，共议发展，共促和谐。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

尚滟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康林应邀出席。会议

由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张书川主持。会

上，尚滟佳代表区委，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三胞三

属”代表和各界人士致以节日的问候，对为西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诚

挚的感谢，并提出三点希望：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

的主题，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定位，牢

固树立同心、民主、包容、共赢的核心理念，确保全区

统一战线各领域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向

中共十八大献礼；充分发挥工商联（商会）、台办桥梁

纽带作用，积极搭建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导非

公有制企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光彩事业，扶贫济困，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作用，做好协调利益关

系、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工作，营造和谐稳定

发展环境；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功夫，在提高参政议

政水平上下功夫，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在

加强统战队伍建设上下功夫，凝心聚力，努力开创统

战工作新局面。

【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２０１２年，区委统战部积
极支持各民主党派成员就西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等群众关心的焦点、难点问题展开务实调查研究，了

解民情、反映民意，为他们参与决策创造条件，搭建参

政议政平台。鼓励支持各党派团体在政协全体会、常

委会和专委会上以本党派的名义发言，全年党派团体

提出提案８件，提交发言材料７篇、调研成果６篇，参
与调研视察４０余次。

【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委统战部
以学习贯彻中共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

契机，以政治交接、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等主题学习教育为主线，协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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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政

加强自身建设。８月２日，组织各民主党派、区工商联
学习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省

委确立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上来，统一到省委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１１月２９日，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代表人士学习党的中共十八大会议精神。与会人员

结合自身实际畅谈对中共十八大精神的认识和体会，纷

纷表示将加强对十八大精神的学习，学以致用，把十八

大精神融入到各自的工作、学习中，凝聚智慧和力量，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实力西区、生态西区、活力

西区、和谐西区”献计献策。

【区工商联换届选举】　 ２０１１年４月，按照《中共攀枝
花市委统战部关于市、区（县）工商联（民间商会）换

届工作的意见的通知》精神，区委统战部牵头成立工

商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履行牵头协调职责，同

有关方面充分沟通协商，把握和落实工商联换届工作

的总体要求和各项政策，拟订《关于区工商联换届工

作的方案》，报经区委审议通过。区委统战部牵头组

织考察组对兼职工商联副主席、商会副会长、工商联

执委人选进行全面考察，分别听取纪检监察、公安等

部门的意见，从思想政治表现、诚信守法状况、企业经

营状况、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等四个方面对拟进入工商

联领导班子和工商联执委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进行综合评价。５月３１日，西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工商业联

合会（商会）领导班子。新一届领导班子结构更趋合

理，分布更加广泛，代表性更强，具有较强的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为工商联更好地

服务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坚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

【推荐“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２０１１
年３月，根据《开展首届“攀枝花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精神，区委统

战部牵头，会同区有关部门严格按照评选范围和条

件，对申报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审核、综合

评价后，报经区委同意，推荐４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为首届“攀枝花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候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宣传】　２０１２
年３月１３日，区委统战部会同区有关部门在格里坪漂

流广场开展攀枝花市西区第十七届“科技之春”科普月

宣传活动。活动中，区委统战部向群众发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宣传资料３００余份，使广

大群众进一步了解涉侨法律法规的内容和重要性，努力

营造依法护侨的社会氛围。

【开展统一战线服务社区社会管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６

月，区委统战部按照西区区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的部署要求，全面启动统一战线服务社区社会管理

工作。清香坪街道路南社区于５月２０日被确定为全

市统一战线服务社区社会管理试点社区后，市、区统

战部领导先后多次到该社区调研指导工作，争取到市

委统战部划拨的１万元工作经费，将其打造成统一战

线示范社区。为建立对口联系机制，区委统战部于１１

月１４日制发《关于统一战线定点联系试点单位和服

务社区社会管理工作的意见》，确定区工商联、各民主

党派基层组织分别与清香坪街道７个社区对接联系，

区民宗局与３个民族村及宗教活动场所对接联系，要

求各责任单位立足社区重点难点工作，发挥其自身力

量和优势，每年力所能及地为定点联系单位做１～２

件实事好事。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统一战线服务社

区社会管理工作。致公党西区支部举办“创新社会管

理，安全社区建设”讲座，全区各街道办事处分管综治

和安全的负责人、工作人员，以及各社区党组织书记、

主任８０余人聆听。九三学社西区支社、路南社区在

清香坪步行街联合开展“送医送药进社区、健康服务

到基层”公益活动，发放价值约２０００元药品，发放健

康教育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受益群众５００余人。民

盟西区总支为清香坪街道康家坪社区送去价值２０００

余元的书籍资料。

【“致公爱心鼓号队”器材捐赠】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１２

日，经区委统战部和致公党西区支部的协调努力，致

公党攀枝花市委向市十八小学捐赠价值约４万元的

“致公爱心鼓号队”器材，包括大鼓、小鼓、小号、队服

等，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市委主委何群，区委常委、

区委宣传部长钟礼彬出席捐赠仪式。捐赠“致公爱心

鼓号队”器材，对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将发挥积极作用。

（陈红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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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机构编制
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编办”）按照省、市机构

编制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紧

扣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机构编制实名制工作，突出规范

化建设主体，管活用好机构编制资源，创造性地做好机

构编制工作，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年上报机构编

制工作信息４４篇，撰写调研文章５篇，其中《关于西区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调研报告》获攀枝花市２０１２年政务
调研成果评选一等奖。机构编制工作全市综合排名第

一，其中机构编制信息宣传、推进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

建设２个单项工作均排名全市第一。

【巩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２０１２年初，为有效促进
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和部门“三定”的全面落实，区委编

办对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１年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后的
政府组织结构、职能配置、财政供养规模和人员结构

变化情况等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客观评价机构编制工

作现状，查找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经区委、政府研究

后得到贯彻落实。再次调整政府部门职能，以编委文

件名义再次明确涉及多个部门管理的１５项职责，有
效防止职责交叉、政出多门、推诿扯皮等问题发生。

积极参与行政审批和行政权力清理审核工作，通过清

理规范，将审批调整为管理服务８１项，同时将城镇居
民医保审核、社保补贴审核、生育服务证、经济统计等

４０多项事务交给街道（镇）负责，较好地体现了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西区
圆满完成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

革的各项任务，为建设经济文化强区提供有力的体制

机制保障。组建文化大部门机构。撤销“攀枝花市西

区广电传媒中心”所挂的“攀枝花市西区广播电视局”

牌子，将西区广播电视局承担的主要工作职责划入西

区文化体育旅游局，并更名为西区文体旅游广电新闻

出版局，为政府工作部门，承担全区文化、体育、旅游、

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综合管理职能，同时增加指导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职责，负责对文化艺术经营活动进行

行业监管，实行综合监管和统一执法的大文化体系。

整合文化监督执法力量。将原有的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执法队伍整合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为西区

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所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重新核定

行政执法类事业编制，其原单位具有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身份的人员转任到西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实

行统一执法。整合后的执法队伍，实现由单一执法向

综合执法的转变，提高执法效率和执法效果，维护文

化市场秩序。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着“整

合资源、加强联动、增强工作合力”的宗旨，区文化馆、

区图书馆、区文物管理所合署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三

块牌子的管理体制。“两馆一所”的设置，完善了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西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２８日，《西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该办法实
行人员编制前置管理和进人计划双重控制：新进人员

“凡进必考”，公开招聘，并坚持编办审核、编委研究进

人计划，超编、满编单位人员只出不进，空编单位本着

“统筹兼顾、留有余地”的原则从严管理；建立完善机构

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管理、财政预算管理等配合约束机

制，做到未经编委主任会同意，组织、人事部门不得通过

招录（聘）、调（转、聘）任等形式接收人员并不得为其办

理相关手续，财政部门不予核拨人员经费。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至４月１
日，区委编办组成２个调研组，通过实地调查、召开座
谈会、发放书面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全区中小学（含西

区一幼，不含市七中）机构编制管理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调研发现，全区中小学存在教育资源结构和教师

队伍结构不合理、教职工在编不在岗现象严重、教师

职称评聘矛盾突出、招聘教师渠道不足、后勤保障工

作亟待加强等问题。区委编办 “对症下药”，提出破

解建议，按照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结合各学校实际情

况，参照《四川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试行办法》，

对市编委核定给西区的１２９１名中小学教职工编制进
行重新分配调整，力争做到配置更合理，资源更优化。

【搭建实名制管理平台】　 ２０１２年，区委编办按照中
央、省、市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工作的时间节点要求，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把政策关，切实推进机构编制

实名制数据采集、审核和录入工作。１２月１８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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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全区１８７家机关事业单位２７１６名人员的信息采
集、审核、录入工作，搭建起与中央、省、市互联互通和

信息共享的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平台。实名制平台

的搭建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超编进人、混编混岗、冒

名顶替“吃空饷”等问题，实现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

人事管理的有机结合。

【调整园区管理体制】　 ２０１２年，区委编办围绕攀枝
花市西区民营经济创业园区（亦名“四川攀枝花格里

坪工业园区”，以下均简称“园区”）在管理体制、职能

定位、管理权限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理

顺区、镇职能，合理下放管理权限，科学设置工作机构

方面着手，重新修订园区“三定”规定，从体制机制上

保障园区科学发展。在领导职数设置上，由格里坪镇

党委书记任园区管委会主任，区安监局、区环保局一

名副局长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增强园区行政管理职

能，发挥其人力资源的最大效能。在内设机构设置

上，拆除科室之间体制性壁垒，推行“大科室”制，设３
个内设机构，以解决内耗问题和提高行政审批效能。

在职能配置上，通过授权、委托和设置派驻机构等形

式推进安监、环保、建设等职能管理部门到园区集中

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延伸基层纪检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７月，西区在格
里坪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增设１个职能股室监
察室，与镇（街道）纪（工）委合署办公，履行所属行政

区域内的行政监察职能。增加区监察局所属事业单

位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事业编制６名，派驻各街道办事
处工作，全力保障基层纪检监察组织工作顺利开展。

【完善“三位一体”效能监察机制】　 ２０１２年，西区按
照“大部制”改革要求，将机关行政效能建设与效能监

察工作职能进行整合。调整后，西区机关效能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被明确为西区监察局的挂牌机构，履行

行政效能建设、监察、投诉“三位一体”职责。增加１
名行政编制，设主任１名（监察局局长兼任），副主任１
名（按副科级领导干部配备）。

【事业单位网上登记与年检】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以下简称“区事登局”）根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网上登记管理要求，

切实加强对事业单位的监督管理与服务指导，按规定

于３月高质量、高标准完成２０１１年度区属事业单位法
人年检工作。全年，区事登局办理事业单位年检 ８１
件，设立登记 ９件，变更登记 １５件，年检合格
率１００％。

（邬林君）

信　访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信、访、网、电”总量为７９６
件，其中来信２７件，来访２５９批次９８７人次（集体访
６０批次６７９人次）。与上年相比，来信数量下降４０％；
来访批次下降３７２％（集体访批次下降１７８１％，人次
下降３５９４％），来访人次下降２８０１％。受理国家信
访局交办件２件，回复２件，办结率１００％；受理全国
信访信息系统信访件 １１０件，回复 １１０件，办结率
１００％；受理省长信箱４件，回复４件，办结率１００％；
受理市长信箱１１４件，回复１１３件，办结率９９１２％；
受理书记（区长）信箱 １７７件，回复 １７５件，办结率
９８８７％；受理“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１０３件，办理１０３件，
办结率１００％。

【中共十八大及省党代会期间信访稳定】　 ２０１２年，
在中共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西区强化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加强信访形势分析研判，完善工作预

案，加强协调配合，强化稳控措施，做好非正常上访人

员稳控、劝返接回和处置工作。按照“全区稳控、全员

稳控、全程稳控”的总体思路，排查梳理出４３个涉稳
和突出信访问题，针对涉稳隐患，区委、区政府实行工

作组包案制和“五个一”工作机制，实行在职在岗区级

领导包案、区属各部门（单位）全部参与，实现“五个坚

决防止、三个确保”工作目标。

【信访积案清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深入推进信访
积案化解工作，排查清理出１１７件矛盾纠纷及不稳定
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信访积案３４件。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２０１２年突出信访问题领导
包案暨部门责任任务分配的通知》，明确３４件信访案
件区级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落实包案措施，

制订专项攻坚方案，规定化解办结时限，全力做到案

结事了、息诉罢访。其中２３件信访案件得到化解，化
解率６７６％。市挂牌信访案件６件，化解２件，其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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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１件属于户籍（居住）地稳控，１件进入司法程序，
１件属于诉求不合理，１件列入“环境整治三年攻坚”
计划，年末在办理中。

【领导接访】　２０１２年，区级领导７４人次到中共攀枝花
市西区委员会群众工作局（以下简称“区委群工局”）接

待来访群众３３６人次，各级领导干部带案走访４３人次，
解决处理信访事项３２件。各级党代表接待来访群众
４２０次，人大代表接待来访群众２９８次，政协委员接待来
访群众２８４次，镇（街道）领导干部随时接待群众来访
３７２人次。镇（街道）干部到村（社区）或居民小区直接
听取群众意见，及时解决７４８人次反映的问题。

【信访事项复查】　 ２０１２年，区委群工（信访）局认真
开展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对相关职能部门信访复

查复核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全年收到复查申请２件，
受理复查２件，均按照信访复查复核规范程序按时答
复，无退回重新办理件。信访人向市政府提出信访事

项复核２件。

【信访督导检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日，市委群工局副
局长陈德香一行对西区在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维

稳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４月９日下午，市委常委、市委
政法委书记张伟一行督导西区信访维稳工作，区委书

记赵中等领导陪同。在视察西区煤炭采空区河门口

安置小区“河西锦苑”、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并听取汇

报后，张伟要求准确把握稳定工作定位，压实各级干

部维稳责任，整合各种资源，把社会管理、社会建设与

群众工作有机结合，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

信访稳定工作，为省第十次党代会和中共十八大胜利

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６月８日上午，省驻京
信访维稳工作组组长马平一行３人到西区调研信访
维稳工作。该工作组听取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

高继兵的工作汇报，视察区委群工局接访大厅，听取

工作介绍，了解接访情况。马平一行充分肯定西区信

访稳定工作取得的成绩，认为西区大胆创新信访维稳

工作机制、制定信访维稳九项工作制度的举措值得推

广。要求西区进一步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强化宣传

引导，做好化解稳控工作；加强分析研判，对不稳定因

素了然于胸；创新工作方法，努力化解矛盾，确保十八

大期间社会政治稳定。１２月１８日，市委群工局副局
长朱明高带队对西区信访工作进行目标考核，区委常

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

刘毅参加考核。考评组听取汇报后，重点查看“交办、

督办案件”“信访专项资金”“领导接访走访”“领导包

案”“信访件复查复核”“积案清仓”“省委巡视组在攀

期间的转送信访件的办理情况”等相关资料，对西区

２０１２年度群众（信访）工作做出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并提出建议。

【全区信访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日，西区“两
创”领导包案专项工作会在区检察院召开，区委、区人

大、区政府、区政协，区级相关部门、格里坪镇、各街道

３７人参会。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主持会
议。会议对梳理出的２５个突出信访问题提出明确化
解要求。２月２９日，西区在区检察院召开全国“两会”
期间信访维稳工作专题会，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高继兵出席，格里坪镇、各街道、区人社局等１８家
单位２４人参会。会议由区委群工局局长李治国主
持。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毛河雨就全区维稳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高继兵对全国“两会”期间信访维稳工

作提出五条要求。４月２６日，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高继兵在区检察院主持召开省第十次党代会期

间信访维稳工作会议，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

出席，区委政法委、区委群工局、格里坪镇、各街道和

部分涉事部门３８人参会。刘毅对省第十次党代会期
间信访维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高继兵作强调发言。

９月２９日，中秋节、国庆节及中共十八大期间信访维稳
工作会在区检察院召开，区级相关部门、格里坪镇、各街

道４６人参会。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主持会议。
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毛河雨就全区维稳工作进行安

排，区委群工局局长李治国通报信访工作情况，区委常

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安排部署中共党的十八大期

间信访维稳工作。１０月２９日，中共十八大期间信访维
稳指挥部第二次会议暨十八大前后安保维稳工作会议

在金沙来大酒店召开，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和

区级相关部门、格里坪镇、各街道８６人参会。区委常
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主持会议。副区长、区公安

分局局长刘毅再次安排部署中共十八大期间信访维稳

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分析全区信访稳定工作

形势，对中共十八大期间信访稳定工作提明确要求；区

委书记赵中作重要讲话。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委群工局成立党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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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扎实开展“三项建设”活动，全

面加强能力素质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廉情公示和民主测评制

度，按规定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工作。在

“信、访、网、电”中，全年受理反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的信访件１２件，受理反映一般工作人员和社区
干部服务质量、工作作风的信访件１７件，受理涉农信
访事项６２件，均及时转交相关部门办理，有效化解了
矛盾纠纷，较好解决了群众反映的问题。

（杨成志）

保　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保密工作以贯彻落实新《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为主线，坚持积极防范、突出重

点、依法管理的原则，组织新保密人员学习保密法律

法规，强化保密意识教育，确保保密管理人员知道保

密管什么、怎么管、管得好。全力做好中共十八大和

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的保密安全防范工作，全面完成

国家统一考试的保考工作。积极探索各部门（单位）

保密工作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推进保密工作日常监

管，确保全区无重大失泄密事故发生，为推进西区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保密机构调整】　 ２０１２年初，为应对２０１１年换届后
各单位人员调整的实际情况，区委保密委员会及时调

整区保密工作领导机构。调整区保密委员会成员，并

逐一告知每位成员应履行的相关职责，同时将成员情

况通知全区各单位。调整各单位保密领导机构（保密

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单位对照保密领导小组成员

表，逐一落实现任在岗人员，同时告知相应职责，形成

文件发到单位科室并报区委保密办备案。保密领导

机构调整充实，明确了各单位保密工作分管领导、经

办人员、管理人员和日常监管责任，实现全区保密人

员到位、任务明确、责任落实目标。

【电子政务平台公开事项保密指导审查】　２０１２年２
月，区国家保密局根据《攀枝花市西区关于开展依托电

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县（区）

的总体方案》，开展各单位政务信息公开保密知识培

训。３月，指导各单位列出政务信息和行政权力公开事

项。４月，协同区法制办、区委编办、区政务中心对各单
位编制的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事项公开的具体内

容进行汇总审核，逐一修正目录，协助指导对各单位窗

口人员和信息上网人员进行政务服务通用系统的应用

培训。６月底，西区上报省、市相关部门审核目录通过，
实现西区政务服务体系规范建设目标。

【保密基础资料登记】　 ２０１２年４—６月，区委保密委
员会针对近年多个单位撤并搬迁、办公自动化设备更

换频繁、涉密资料登记不规范等情况，在全区各单位

开展保密工作台账清理登记工作，规范文件特别是涉

密文件的收发登记、办公自动化设备的摸底登记、地

理图文的登记使用等，确保各单位摸清家底，明确保

密管理对象的种类、数量、使用管理情况、防护情况。

强化内部防范，落实责任岗位人员，完善人防、物防、

技防措施。

【涉密资料管理专项培训】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０日，区委
保密办组织相关部门文书、档案管理人员开展涉密文

件资料管理专项培训，集中学习国家对涉密文件资料

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涉密文件的印发、传阅、保存、归档

等相关制度和要求，演示涉密文件管理的业务流程，

强调安全保管涉密文件资料的政治责任，讲解保密要

害部位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

【中共十八大期间保密安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区
委保密办下发《关于做好中共十八大期间保密安全工

作的通知》，对全区如何做好中共十八大期间的保密

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该通知要求，全区各单位各

部门要紧密结合中共十八大加强保密安全意识教育，

要将在中共十八大期间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任

务、纪律和失泄密危害后果讲透，进一步增强全体干

部职工的敌情意识、法纪观念、保密意识、安全责任。

要明确各个岗位人员的保密工作目标任务，确保人员

到位、责任明确，对文件、电子资料等涉密载体进行登

记备案，做到账物相符，并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确保

涉密载体的保密安全。落实每台计算机使用人员、管

理人员，设置开机密码，确保专人专机，防止单位以外

人员使用本单位计算机网络。对涉密载体、工作用存

储载体要专人负责管理、搬迁、安装，做好搬迁前的物

资归类和档案资料安全保管工作；对涉密载体严格执

行密封、专车、２人运送的保密制度；分清新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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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网络接口，杜绝将涉密计算机、办公用计算机

误接在互联网上的事故发生；做好新办公场所和临时

办公场所的保密安全防范工作。各部门（单位）要确

保本部门（单位）保密管理机构健全、人员到位，切实

落实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做到任务明确，责任

落实。建立健全各岗位保密工作规章制度，强化保密

要害部门部位人员的保密教育和责任意识教育，善于

做好内部防范工作，落实岗位责任制，完善人防、物防

和技术防范措施。中共十八大召开前，采取单位自

查、保密办组织检查等形式，查找保密管理薄弱环节，

及时采取措施，堵塞漏洞，防止失泄密事故的发生，做

到万无一失。

【保密综合检查】　 ２０１２年９—１１月，区委保密办组织
人员对全区所有单位的保密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发现，部分单位领导对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认

识不到位，保密工作管理人员和保密岗位人员对本单位

的保密事项、基础数据、岗位责任、制度等情况底数不

清，计算机及其网络、移动存储介质的使用存在严重违

规现象，保密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检查结束后，区保

密委将存在的主要问题向区委九届二十六次常委会作

了专题汇报。按照区委常委会的指示，结合上级保密部

门的要求，区委保密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保密工作

的通知》，对西区各单位的保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领

导干部要自觉担负起保密工作领导和管理责任，要深刻

认识保密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实行保密工作常态化管

理，形成保密管理长效机制。

（蒋东升）

党史研究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党史
研究室（以下简称“区委党史研究室”）按时完成《攀

枝花市执政实录（２０１１）》西区部分稿件撰写工作。４
月，完成《政区大典》西区分卷 “西区历史上重要人

物、西区气候”编撰工作。５月２９日，参与市文史资料
西区交通篇组稿工作会，提供相关资料，为文稿编撰

出谋划策。全年，着手进行《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历史

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历史》基础资料的

收集整理，完成《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组

织史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１０）》《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

执政实录（２０１１）》出版发行工作，完成《辉煌西区四十
年》的组稿及送审工作。在《攀枝花日报》《攀枝花晚

报》刊发信息５条。区委党史研究室获全市党史目标
考核一等奖。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实录（２０１１）》撰稿培
训】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下午，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市十初
级中学多媒体演播室举行《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

执政实录（２０１１）》撰稿培训会，全区相关单位撰稿人６０
余人参加培训。培训人员就文稿撰写进行详细讲解，内

容涉及材料收集、写作体例等，并强调“政务活动”“重

要决策”栏目在收录资料时应遵循保密原则。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实录（２０１１）》出版
发行】　 ２０１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
政实录（２０１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
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实录（２０１１）》回顾和总结了
２０１１年西区各级党组织的执政历程，为各级领导把握
执政规律、了解事物发展趋势、实现科学决策提供了

依据。全书７章１００万字，设“执政方略”“执政实践”
“组织史资料”等栏目，是西区首部系统记述西区各级

党组织执政实践的年度综合性资政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组织史资料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出版发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共
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组织史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２９万余字，详细
记载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西区党的组织及政权、军事、政协、
群团、部分企事业单位６大系统组织机构沿革和领导
人更迭情况，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地反映了西区组

织机构变化发展情况。

【《辉煌西区四十年（１９７３—２０１３）》完成总纂】　 ２０１２
年１月，为纪念建区四十周年，区委党史研究室按照
区委要求，着手拟订《辉煌西区四十年（１９７３—２０１３）》
框架结构草案。经４次修改，框架讨论稿于３月２０日
下发全区各部门征求意见。４月，讨论稿上交区委常
委会讨论。５月２０日，编纂方案定稿。６月，进入资料
收集和编撰阶段。１０月，该书进入总纂。１１月１６日
下午，区委党史研究室在区法院组织召开《辉煌西区

四十年（１９７３—２０１３）》合稿会。会议由《辉煌西区
四十年（１９７４—２０１３）》编委会主任尚滟佳主持。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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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该书封面、图片、文体、编排格式、行文规范等

进行交流。根据会议意见，对初稿进行修改，数易其

稿，于１２月底定稿。该书设印记、决策、建设、民生、
开放、畅想６篇，约４０万字，图片５００多张，拟于２０１３
年２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党史资政】　 ２０１２年，区委党史研究室通过西区公
众信息网、西区党政网宣传党史知识。充分利用自身

优势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积极为西区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服务。积极参与西区旅游业发展，为重点景区景

点提供相关资料，为观音岩水电站提供地情资料，为

苏铁自然保护区提供图片资料，为住建局提供所需材

料，为西区招商引资、重点工程、重大活动等提供区情

资料，较好地把修编成果同全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为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

（胡茂林）

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常委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
全区工作大局，团结和依靠全区人民，万众一心、迎难

而上、砥砺前行、共克时艰，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

的职责。全年召开常委会会议、主任会议各７次，听
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２３项，作出决议、决定
５项，开展执法检查８项，组织专题调研、视察１５次，
督促落实审议意见１２项，交办督办代表建议、批评和
意见７８件，决定和批准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３３人
次，为推进西区民主法制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

新一届人大工作的良好开局。

【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１５日，西
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应到代

表１４８人，实到代表１４３人。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区

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
计划（草案）的报告、区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批准６个报告，
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大会期间，代表向此次大会直接

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１６件，议案转建议、批评和意
见１件。

【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２０１２年，区十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常委会会议７次。
２月３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召开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日程、大会日程（草案）》，审

议通过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建议名单、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名单、执行

主席分组建议名单、副秘书长建议名单、代表团团长

和副团长建议名单、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区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审

议通过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议案

的规定、议案截止日期（草案），审议通过区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计

划预算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列席人员名单（草案），

审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会议进行

人事任免。

２月１２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表决通过代表辞职事项。

４月６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区级部门预算的报告》
《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草案）》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攀枝花市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守则（修订草案）》。

６月１１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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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审议通过《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

报告》《攀枝花市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议事规则》《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２
年人大代表集中视察活动安排意见》《攀枝花市西区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联系群众工作暂行办法》及代表活

动五项制度，传达学习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７月２７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

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听取和审议区人

民政府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西区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情

况的报告。

９月２７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全市“８·２９”事故警示教育暨煤矿整顿建
设社会主义新矿山动员大会及全区干部大会精神，听

取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

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

府关于区十届人大一、二次会议期间代表所提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关于《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１年攀枝花市西区
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工作报告，听取

区人民政府２０１１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的报告，审查
西区２０１１年区本级财政决算。

１２月 １２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２０１２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部分指标计划的报告、区２０１２年财政
收支预算报告、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向攀枝花市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城支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

还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的议案、关于贯彻落实《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情况的报告、关于庄上村

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区十届人

大三次会议召开的决定，传达学习中共攀枝花市委书

记刘成鸣、区委书记赵中在市、区传达学习贯彻中共

十八大精神上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市政府关

于深入开展“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

主题教育活动的意见。

【人事任免】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依法任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２９人次，任免法检工作人员９人次。
２月２２日，免去肖玉昌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陈雪琳西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刘宝为西区人民法院副

院长、白癑为西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４月６日，免去杨弦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职
务，杨媛西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职务，李淑群西区

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职务，范建琳西区人民法院民

一庭副庭长职务，梁锋西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副庭

长职务，何万才西区人民法院格里坪法庭庭长职务，

杨英平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

务；任命杨英平为西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弦为西区

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杨媛为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刑庭庭长，李淑群为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民二庭庭长，范建琳为西区人民法院审判监

督庭庭长，赵东为西区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梁锋为

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黄国华为西区人民法院

民二庭副庭长，余兴红为西区人民法院执行庭副

庭长。

６月１１日，免去杨发彬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格
里坪法庭副庭长职务；任命杨英平为西区人民法院审

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杨发彬为西区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熊疆为西区人民法院格里

坪法庭副庭长，刘文娟为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何泽军为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９月２７日，免去陈开清西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
务，邹渝西区教育局局长职务。

１２月１２日，免去杨晓慧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员、立
案庭副庭长职务，胡兵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何

万才西区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李景露西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

【联系培训人大代表】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始
终把代表学习培训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内容来抓，强化人大代表的学习培训，提升

其履职能力，全年举办代表培训班２期，５００余人次
参培。换届后，人事代表工委加强对代表小组活动

的指导，召开代表小组组长座谈会，对代表小组组长

的职责和作用、代表小组活动形式和内容等作出规

定；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活动为载体，引导代表小组

把区委重要决策、区政府着力推进的事项和群众普

遍关心的问题作为视察调研的重要内容，动员代表

积极建言献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全年开展活动

近２０次，收集整理有价值的社情民意信息近３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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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了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政情通报，

着力拓宽代表知政渠道，完善代表信息通知与网上

信息发布的有机结合，及时向代表传达各级人大会

议精神和“一府两院”工作动态，丰富代表获取信息

的内容，增进代表对西区发展的了解，提高代表对西

区建设的参与度和支持度，全年向代表发送短信８０
余条。为代表订购或寄送《人民权力报》《民主法制

建设》等学习资料。

【人大代表视察调研】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积极
探索新的监督形式，切实增强监督的实效，防止“走过

场”，于４月１２日制定《攀枝花市西区人大常委会关
于代表集中视察活动安排意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

工作委员会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及区人大常委会审议

议题，对全区重点工作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梳

理，先后组织１５０余名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对城市管
理、医疗卫生、司法、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等热点、难

点问题开展集中调研视察，提出加快资金配套、优化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方式等意见建议。持续关注义务

教育、道路交通、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百姓安居等各

项民生事业，听取和审议城市建设、梅子箐水库扩建、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庄上村生态旅游示范村建设情

况的报告，组织代表视察调研校安工程建设、餐饮名

店打造、社会管理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工作 １５
次，收集意见、建议９０余条，反映社情民意４０余件。
并形成调查报告，提出有价值的视察意见２４条，为常
委会会议和主任会议审议议题提供参考。

【环境保护调研】　 ２０１２年，区人大常委会积极参与
三年环境治理攻坚建设工作。７月５—６日，集中视察
金家村堆煤货场关闭情况，攀青物流、鑫铁物流２家
专业运输企业改变运输方式以减少扬尘污染的情况。

７月２７日，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区人民
政府关于西区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加

大堆场监控力度、扩大监控覆盖面，提高新项目环评

标准、力促西区产业结构转型，加大执法力度，减少道

路抛洒，以及改进垃圾回收方式、减少垃圾投放点二

次污染等建议。１０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西区环境调
研，撰写调研报告《攀枝花市西区环境污染现状及治

理对策建议》。该报告分析了西区环境污染现状、主

要污染类型及其成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优化产

业结构，调整工业布局，严禁高硫煤进入区域市场；加

大环境设施投入及监管力度，完善机动车尾气监测及

超标收费制度，引进先进环保技术，加强环保防治知

识宣传；严格限制堆煤场堆煤高度，建设防治扬尘的

围墙挡墙；采取喷洒抑尘剂方式，代替常规喷洒水措

施；堆场物料装卸，采取洒水、喷淋稳定剂等抑尘措

施，或进行物料传送机密闭作业；堆场周边种植防护

植物，降低风蚀起尘。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
联合视察攀青煤炭物流中心煤堆场环境扬尘治理

【道路交通运输检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区人大
常委会成立以叶勇为组长、郝刚为副组长的道路交通

安全执法检查组，对２００８年以来西区贯彻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运输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实地查看格里坪牛金达

公司农村客运发车点、牛金达运业有限公司 ＧＰＳ定位
监控系统运行情况，以及格里坪蟒麟汽车修理厂、龙

麟物流公司、铭亿四通公司等企业，并听取区交通运

输局的汇报。检查组认为区政府在贯彻落实《条例》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同时指出存在问

题。对此，提出增加公交线路及班次、拓展农村客运

线路、依法治理非法客运、扶持大型运输企业、整合汽

车修理市场、加大汽修企业监管力度等建议。区人大

相关委室根据检查意见撰写了调查报告。

【人大代表批评、建议和意见办理】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
日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区人大常委会及时组

织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召开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交办

会，将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按程序转交“一府两

院”办理，明确任务，提出要求，保证办理工作的时效

性。创新督办方法，规范办理程序，通过常委会重点

督办、办理情况年终总结、跨年度代表建议跟踪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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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有关领导到会汇报办理情况等形式，促进办理

工作由“答复型”向“落实型”转变，切实解决人民群

众最想、最急、最盼的实际问题，赢得代表的信任和群

众的支持。对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涉及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建议进行重点督办，对环境综合治

理、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加快改善格里坪工业

园区交通状况等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区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和各工作委员会，通过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重点督办，收到较好的效果。

全年收到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７８件，办复率１００％，
基本满意率（含满意率）１００％。

【开展“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人

大常委会机关在 “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活

动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帮扶对象，确定６街道１镇１１个
社区（村）２２名贫困人员为联系对象。以结对联系帮
扶为主要形式，确定县级领导干部帮扶３户、科级干
部帮扶 １户，积极发动机关全体人员参与，使
“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中所有贫困户均有干部

直接联系帮扶。采取灵活多样、务实管用的方式，认

真做好联系群众工作。自“挂包帮”“百千万·干群心

连心”活动开展后，区人大机关累计为定点帮扶的困

难群众送去价值２７万元的慰问金、慰问品，坚定了
帮扶对象战胜困难、走出困境的信心。

（徐　亮）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综　述

【经济发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８５６６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７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４％；第二产业增加值７２５３９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１２３３６９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０１％。实现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４１０７０５万元，同比增长 １１９％，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４７９４％。实现县域经济增加值７１８８０２万元，同比增
长１５８％，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８３％。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６０６３１７万元，同比增长 ３８９％。招商引资到
位资金６０６４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９５％。地方财政收
入２８８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８％。农村居民人均现金
收入１５１８３元，同比增长１１３％；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２１８３０元，同比增长１５７％。

实现农业总产值１４９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２％；
实现农业增加值７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４％。粮食产量
２９２３吨，同比下降４８％；蔬菜产量１００７０吨，同比增
长０４％；水果产量３０６０吨，同比增长１％；禽蛋产量
２２２９吨，同比增长４１％；生猪出栏２１３２１头，羊出栏

２３１０只，牛出栏２７３头，家禽出栏９２３９９３只，同比分

别增长 －０５％、１７％、－１４％、１７％；生猪存栏
１５６４８头，羊存栏２００９只，牛存栏６３０头，同比分别增
长３９％、４４％、０６％。加快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种
植芒果５０００株、核桃３万株、花椒１万株，发展野生
山药２０万平方米，攀枝花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结束

攀枝花市无大型高档花卉基地的历史。启动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１８２项，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
工建设，修建生产用水池 １６１口，修建三面光沟渠２
条１６千米；改田改土２３万余平方米，水土治理面积
达到４５平方千米；新建饮水工程 ４个，铺设管道８万
余米。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７４４６７８万元，同比下
降２７％。其中：地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１４６３２０３万
元，与上年持平；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６５９７２１万
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其中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２１８２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５０％。煤及煤化工、钢铁深
加工、电力、建材四大支柱产业实现产值１２７１５４５万元、
７０８０２万元、１４２３２８万元、５８２９１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５５％、－２３％、２５％、－１７４０％。１４６个“四个一
批”重大工业项目开工５５个，竣工５６个，累计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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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９亿元。金沙水电站业主营地主体工程竣工，西
宇生物科技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厂房基本建成；瑞

津、长衡等洗煤技改搬迁项目竣工，新增洗煤能力１２０
万吨；扬驰胶业技改搬迁项目即将竣工；华益能源

ＬＮＧ、钢城起重机厂还蒸器等项目加快建设；攀创科
技５０万吨钢铁中间渣综合利用等项目开工建设。淘
汰德佑工贸公司、浩翔工贸公司、建斌工贸公司等企

业落后产能８１万吨，万元ＧＤＰ综合能耗、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综合能耗分别下降５９１％、１１８９％。成功
引进邦钛科技木质纤维素、安华矸石砖等一批循环经

济项目，西区成为全省“十二五”首批９个、全市唯一
的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县（区），格里坪工业园区进入全

省首批２２个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攀创科技公司进入
全省首批３８户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和省战略新兴产业
示范单位。格里坪工业园区继续保持“百亿园区”称

号，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５亿元，被列入全省４个、全市唯
一的“川商产业园”。德胜攀煤化工公司等５家企业
进入全市民营企业５０强，９家企业进入全市民营企业
纳税５０强。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３３４１万元，同比增
长１５９％。其中：批发业１９２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８％；
零售业１７３６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２％；住宿业１９０万
元，同比增长１１６６％；餐饮业３０２７８万元，同比增长
３２５％。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攀青煤炭物流中心
（攀枝花电煤战略储备基地）、重汽集团汽车城开工建

设，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全市首座天

然气汽车加气站在格里坪工业园区建成。旅游总收

入达到５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１％，超额完成市下达
５亿元目标任务的１４４％。西佛寺景区建设稳步推
进，苏铁生态旅游区环评报告加快编制，苏铁文化旅

游节开幕。

招商引资履约项目７３个，实际到位资金６０６４亿
元，完成 ５５亿元目标任务的 １１０２５％，同比增长
１０９５％，其中国内省外项目６２个，到位资金５２１１亿
元，完成 ４０亿元目标任务的 １３０２８％，同比增长
１４７２％。新引进市级特重大项目１个，市级重大项
目４个。外资引进取得历史性突破，完成外商投资
５００万美元。第十三届西博会签约项目１０个，签约金
额５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４７％；第十二届西博会签约项
目履约率、开工率１００％，累计到位资金 １８９亿元，资
金到位率５１９％。

【改革开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积极开展政府机构改革
评估，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清理规范工作。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完成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在各街道（镇）分别设立１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妥善解决原西兴印刷厂改制遗留问题。

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加强与中国农科院、川大等科研

机构和高校的合作，组团赴东北等地考察资源枯竭型

城市转型、特色煤化工产业发展，继续强化与华坪、曲

靖等地区联系，区域战略合作更加紧密。

【三个“三年攻坚”启动】　 ２０１２年，西区全面启动三
个“三年攻坚”（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环境综合整治三

年攻坚、统筹城乡发展三年攻坚）。通过三年攻坚，切

实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彻底改善全区环境面貌，全面

促进“两化”互动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完成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清香坪大水井片区

控制性详规修编和清香坪“文化岛”项目、大水井通江

大道及周边地块、大水井城市景观中轴线及周边地块

城市设计。新开工建设住房１４４４套，其中保障性住
房１０４４套；建成住房１４１７套，其中保障性住房９８８
套。协调推进攀煤（集团）公司清香坪安置房、金沙江

木材水运局棚户区安置房、广厦二 Ｏ公司经济适用房
建设，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景区、金沙水电站基地加

快建设，市三十六中小学、格里坪中心幼儿园及卫生

服务中心、江南社区服务中心、大水井新区配套工程、

格里坪安置小区配套工程、书香御景、玉泉华庭、清香

坪影视城、展览中心、文化广场，福广金城、金永兴商

城等项目进入前期筹备。丽（江）攀（枝花）高速公路

西区段、攀枝花市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和省道

３１０线格（里坪）福（田）路段改造工程分别累计完成
投资１３６５３６万元、１１００万元、１５００万元，西贵金沙
东西向连接线通车。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主城区雨污管网改造加快推进，玉泉广场连接线花卉

增植、苏铁广场绿化升级改造等阳光花城景观打造工

程加快实施。率先在全市开展星级文明市场评比。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计划三年投资２１３６亿
元，完成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治理等４９个重
点环境整治项目，确保２０１４年末西区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突破３００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２％以上。全
年投资４亿余元，实施专项环境整治项目２３个，被列
为全省唯一的区域污染防治试点示范区。全面开展

点源、线源、面源污染整治，清理金家村四社等片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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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煤场５８家，关停并转迁工业企业３４家。破解扬尘
污染整治难题，在全市率先引进干雾抑尘、挡风抑尘

网等环保设备，完成攀青物流至鑫铁物流管状皮带运

输可研报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降低７４％，二氧化
硫浓度下降６７％，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２８７天，优
良率７８４２％，同比增长３３５％，空气质量优质天数为
６天，无重度污染天数。功能区域水质达标率和集中
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均为１００％，未发生重特大水
污染事故。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为５１９分贝，交通
干线噪声平均值为６６７分贝，均优于国家标准。加
快推进森林城市和园林城市打造，完成西区国家森林

城市总体规划，启动金沙江西区段沿江景观规划编

制。西佛寺景区石漠化治理工程累计绿化８０万平方
米，大宝鼎矿山等地植被恢复造林３１万平方米。

完成格里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及８个新村聚
居点规划编制，开展行政村村域专项规划、金家村环

境综合整治专项规划和格里坪镇新区规划。大水井

村新村聚居点基本建成，１号安置点入住村民２９０余
户，便民服务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公共设施建筑面积

和商业设施建筑面积超过２万平方米；新庄村宴府安
置点和梨树苑自建房安置点２号楼主体工程基本完
工，１号楼开工；格里坪村田家湾新村一期主体工程完
工，二期完成场平、挡墙等工程，该村金沙滩新村建设

方案通过区评审并开展红线范围内征地拆迁工作；庄

上村新村聚居点花卉基地项目建成温室大棚４个，太
阳沐歌酒店项目完成地基浇筑，住房项目进入招投标

程序。新庄村老村子新村聚居点和格里坪村野猪塘

聚居点均完成设计方案。乡村环境综合整治成效显

著，金家村、大水井村、格里坪村获全省“环境优美示

范村”称号。

【社会事业】　 ２０１２年，西区申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
划项目１项、省级科技计划项目１５项、市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２项，市级科技项目立项１１项，区级科技计
划项目立项３项。争取市级以上项目经费６８５万元。
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１项，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３项，认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创新型企业
培育企业各１家。接受科普教育近２７万人次，覆盖达
到９５

!

以上。

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１００％，同比增长４％。获市
九年义务教育二等奖、教育教学进步一等奖；中考１５７
人达到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同比增长

２６１％；ＲＳＲ综合评价排名全市第三，比上年排名下
降一位。区属唯一一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市十二

中高考本科上线８５人（一本６人、二本３５人、三本１３
人、艺体本科３１人），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小手拉大
手———共创宝鼎山生态环境”科技实践活动获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并首次获２０１２年市长奖。
新增国家级家庭教育指导实验示范基地１个、国家级
家庭教育指导实验示范学校１所。累计投资３２９８３４
万元，完成３１５６２平方米校安工程１５个，完工率排名
全市第一。进一步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免除义务教

育阶段３２７５９人次学杂费，解决８３８１人次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区文化馆京剧社、川剧社、音乐社举办曲艺、文艺演

出８场。放映公益电影３０６场，观众达５万余人次。免
费借阅图书 ４１００余册。在市第三届读书月活动中，２
人分获演讲比赛一、三等奖，１人获全市“十佳基层图书
管理员”称号，区文化馆选送的１０余件书画作品分获
二、三等奖。苏铁文化旅游节期间，区文联书协、美协与

市文联书画院开展艺术交流，创作书画作品３０余幅。
苏铁艺术团苏铁汉子组合《得天独厚攀枝花》获第三届

“金沙放歌”全市群众歌咏比赛一等奖，傈僳姐妹组合

获三等奖。创作歌曲２首、舞蹈４个、小品３个、快板１
个，改编彝族打跳舞曲１２首，《玉泉赋》汉白玉雕塑成功
落成，广播“村村响”工程全面竣工。出动２３３人次，开
展文化市场专项行动７５次，检查经营户４１０家，取缔无
证经营点１２个，查处违规经营户３户，收缴淫秽、盗版
等非法音像制品３００余张。

在全市率先推行基层医疗机构检验外包工作。

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入省级示范单位行列。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６０５３９９人次。调整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制度，参合人数８６９７人，参合率
９８６３％。区政务服务中心卫生窗口受理卫生许可申
请４５８件，发放３２６件；医疗机构年审１１８户，注销５１
户，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１５７０个。城乡居民健康
档案电子建档率分别为９０６３％、９４３９％。预防接种
１１０４５１人次，儿童保健１８２６５人次，孕产妇保健４１８８
人次，老年人保健３６０９１人次，重性精神疾病管理８５１
人次，高血压管理 １１９９７人次，糖尿病管理 ３９０７
人次。

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６万余人次，全民健身运
动参与率达到４５５％。完成金沙滩全民健身户外营
地场地网球场、漂流广场、游泳池、健身活动室、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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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维修，安装体育健身路径４套。体彩资助贫困体育
特长生１８人。组织３００名中小学生开展业余体育训
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组队参加四川省老年人太极

拳（剑）大赛，获各式太极器械自编套路团体第一名，

４２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团体第四名，２人获单项赛第二
名，３人获第六名，５人分获第三、四、五、七、八名，１人
获“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称号。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西区累计投入８１亿元，完成
民生工程１４５项。新增就业４９９６人，失业人员再就
业２２９８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６３％以内。继
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政策全覆盖，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３６３３６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６０３４６
人，新农合参合人数 ８６９７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９４５１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９０８３人，生育保险参保
人数 ９６７８人。发放城乡低保金 ２６６６万元，覆盖
３３７７户。孤寡老人、“五保”老人集中供养率均达到
１００％。清欠农民工工资８７５６６万元。保障性住房建
设提质加速，８个新建项目１０４４套住房全面开工，４
个续建项目１４０２套住房完成主体施工。着力破解保
障性住房建设资金难题，成功申请公积金贷款９４００
万元。

（何　平 ）

重要会议

【政银座谈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西区人民政府与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政银座谈会在区政府主楼３１１会
议室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市商业银行行长

文慧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市商业银行副

行长石磊，市商业银行西区支行及区财政局负责人参

加会议。邱小平介绍西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市商

行经营情况，双方就合作事宜进行沟通。双方表示，

以这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关系，主动

寻找切入点，实现双方全方位、无缝隙、高水平合作，

努力把市商业银行的资金优势和西区的发展优势结

合起来，携手共进，互利共赢，共同开辟合作发展的美

好明天。会上签署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与攀枝花

市商业银行政银战略合作协议。

【政府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１日，区政府工作会议

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区委副书记

邓孝良，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区委常委蔡永

光，副区长罗文玉、余万兵、刘毅、陈开清、代华出席会

议。会议深入分析当前全区经济形势，安排部署全年

全区重点工作，强调确保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会

议提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２５１亿元，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８９亿元；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４９
亿元，民营经济实缴税金６８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完成２２７５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完成５６
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

增长１４％；格里坪工业园区销售收入突破１４０亿元大
关；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７５％。会议要求，
加快４０万吨煤焦油精细化工项目及１２万吨炭黑项目
的前期准备工作，积极推进金沙水电站、梅子箐水库

扩建工程等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快推进格里坪物流

中心、翰通１００万吨捣固焦、华益焦炉煤气项目建设
以力争尽快竣工达产，切实抓好丽攀高速公路西区

段、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省道３１０线格福路改造等
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财政收入实现３２亿元目标，
力争突破４亿元；充分利用西区支柱产业优势，力争
工业、环保、农业、交通等８５个项目向上争取资金５亿
元；继续依托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大民生等项目，

争取向银行贷款８亿元。会议对农业、商务、交通、安
全、教育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对２０１１年度西区纳税
前１０家企业、销售收入上台阶工业企业、先进服务业
企业进行表彰。会上签订２０１２年经济目标、安全管
理目标等责任书。

【政府全体会议】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９日上午，区政府十
届二次全体会议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区委副书记、

区长李兴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

大勇，区委常委蔡永光、李华以及在攀副区长出席，区

政府组成部门（含垂管部门）和格里坪镇政府、各街道

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邱小平主持。会议全面总结上半年工作，全面部署

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９月２０日上午，区政府十届三次全体会议在西城
佳园宾馆召开，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

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区委

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区委常委李华以及区

政府在攀副区长出席，区政府组成部门（含垂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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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格里坪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主持。会议全面分

析当前经济、安全和稳定形势，对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重点工作进行再梳理、再安排。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上午，西区
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工作会议召开，区委

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副区长代华出席，区安委会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传达全市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暨市安委会第二次会议精神，通报２０１２年一季
度全区安全生产情况，总结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工作，
部署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工作。

６月２６日，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成
员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副区长代

华出席会议，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

议总结全区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当前安全生产

形势，结合实际安排部署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９月６日上午，西区正金公司肖家湾煤矿“８·２９”
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情况通报暨安全生产大检查

动员大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强调，要以

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为契机，将排查治理与安全生产

长效机制建立相结合，突出重点，全面排查交通运输、

非煤矿山、人员密集场所等六大领域安全隐患。

９月１３日，西区安全生产工作第二次会议召开，
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出

席，区级各部门（单位）、辖区涉煤企业、部分工业企业

业主代表１００余人参加。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
兴华主持。会议传达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通报“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相关情况，
安排部署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

１２月４日下午，西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成员工作会议暨打非治违“回头看”工作推进大会召

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高继兵出席，区安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会议贯彻市第四次安委会（扩大）会议暨第三

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打非治违

“回头看”及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１６次，研究议题１７４个，形成常务会议纪要１６期。

２月６日，区政府十届第二次常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西区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西
区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
的报告》《关于出让格里坪镇烂坝村建筑用灰岩矿的

请示》《关于对攀青焦化红线内资产拆迁补偿方案》

《关于区人民武装部大门及附属设施建设立项的请

示》《关于西区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

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镇中心幼儿园新建项

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镇中小学校庄上办学点

扩建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委托银行贷款实施政府

融资工作方案》《关于开展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

全国试点区的总体方案》。会议审议了干部任免、干

部调动事项。

２月１６日，区政府十届三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拟聘龙武春到西区工作的请示》《关于解决

大地水泥有限公司员工托管费用的请示》《西区目标

督查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西区重要工作责任追究

实施办法（试行）》《关于２０１２年“四个一批”重大项
目建设计划的请示》《关于河门口路北廉租房立项的

请示》《关于大宝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项的请示》

《西区２０１２年经济工作会议筹备方案》《西区区级部
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规定》《召开五五普法总结

表彰暨六五普法启动大会筹备方案》《关于推进“十二

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意见》《西区开展提高农村

儿童先心病医疗保障水平实施方案》。

３月１２日，区政府十届四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拨付平江天主教堂拆迁异地重建补偿费用

的请示》《关于西区生活垃圾填埋场二期续建项目立

项的请示》《关于２０１２年大水井公租房项目立项的请
示》《关于河门口廉租房三期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

调整校安工程项目立项金额的请示》《攀枝花市西区

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攀枝花市西区残

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格里坪工业园区

洗煤集中区次干路建设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报告》《攀

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部门预算（草案）》。
４月１０日，区政府十届五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市十二中在职教职工实行义务教育基础性

绩效工资的请示》《关于雷本常等四名同志申报三等

功奖励的请示》《关于表彰“五五”普法先进集体和先

进个人的请示》《关于西区文化旅游商品一条街项目

相关情况的报告》《关于解决格里坪大水井八社烂包

田群访问题经费的请示》《关于对格里坪村货场收益

进行补偿方案的请示》《??鸡养殖技术规范》《龙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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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山药种植技术规范》《关于２０１２年招商引资项目重
点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采

购规章制度》《关于表彰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优秀目标
责任单位和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请示》《关于西部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的请

示》《关于西部公司参与九附二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竞拍的请示》《西区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实行

代建管理办法（２０１２年版）》《关于解决攀枝花市河门
口商场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关

于西区清香坪污水管网配套工程立项的请示》《西区

２０１２年农村工作会议筹备方案》。会议审议了干部任
免事项。

５月９日，区政府十届六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攀枝花市西区区级储备粮油管理办法》《关于

格里坪田家湾安置房三期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

《关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卫生院新建工程项目

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工业园区次干路至众一

煤化工道路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

第十八小学校改扩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

异地重建攀枝花市第三十六中小学校项目立项的请

示》《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关
于工矿废弃土地复垦利用规划编制情况的报告》

《关于清香坪“文化岛”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请

示》《河门口廉租住房三期工程项目２０１２年度用地
拆迁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格里坪镇漂流广场等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亮点工程量调整的请示》《关于对

攀枝花安华投资有限公司土地整理补贴的请示》。

会议审议了干部任免事项。

６月５日，区政府十届七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２０１１年度目标考核情况的报告》《关于增加区
属机关事业单位聘用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方案》

《关于组建西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方案》《关于

格里坪田家湾安置房四期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

于筹建西鼎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攀枝花

市扬驰胶业搬迁借款的建议方案》《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年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暨星级饭店奖励办法
（试行）》《关于在西区加快推进标准化工作实施方

案》《西区大麦地村鸡、龙坪子山药申报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攀枝花市西区突发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修订稿）》《西区２０１２年地质灾害防灾预
案》《关于大箐煤矿开启主平硐进入水平延伸建设程

序的请示》《西区政府信息公开管理相关制度》《关于

拆除重建市三十二中办公楼的请示》。

６月２９日，区政府十届八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西区清香坪“文化岛”项目城市设计方案》《清

香坪“文化岛”项目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西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关于开展大水井城市

景观中轴线及周边城市设计工作的请示》《关于区规

划分局及区住建局办公室装修立项的请示》《关于４０
万吨煤焦油项目通信搬迁补偿的请示》《关于支持扬

驰胶业搬迁入园工作的请示》《钢城集团〈经营效益目

标责任书〉》《关于西区公厕免费开放的实施方案》

《关于增加环卫作业财政经费的请示》《西区９６１９６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案》《西区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西区全民健身２０１２年实施计划》
《西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关于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大楼建设方案》
《关于重点骨干企业入驻园区缴纳耕地占用税的请

示》《关于一季度软环境测评西区情况的报告》《关于

西区文化体育旅游局更名的请示》。会议审议了干部

任免事项。

８月１日，区政府十届九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将城市防洪、污水处理等涉水职能移交区

水务局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花城景观打造点位
及设计费用的请示》《关于法巴路洗车场建设的请示》

《攀枝花市西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执行程序暂行办

法》《攀枝花市西区知识产权发展规划（２０１２年—
２０２０年）》《攀枝花市西区生态区建设２０１２年度工作
方案》《西佛寺景区投资开发建设补充协议的请示》

《关于给予刘辅宏、刘静行政开除处分的请示》。

８月２８日，区政府十届十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调整格里坪中心幼儿园一期工程立项金额

的请示》《关于陶家渡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还建的请

示》《关于大水井尖山通村公路公益基础设施工程立

项的请示》《关于金家村生态村建设项目立项的请示》

《关于西区格萨拉大道北坡（袁家沟以西）矿山迹地植

被恢复工程立项的请示》《大水井新区开发项目农村

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方案》《西区老法院宗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

置方案（草案）》《关于解决清香坪森林公园征地后续

问题的请示》《西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实施方案》《西

区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项目规划实施方案、立项

申报资料编制及项目立项相关问题的请示》《攀枝花

市西区地方志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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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２日，区政府十届十一次常务会议召开。会
议研究关于区政府领导分工临时调整的相关事宜。

９月２０日，区政府十届十二次常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关于提请对肖家湾煤矿依法予以关闭的请

示》《关于对姚家坪、道中桥、老花山等三家煤矿依法

提请关闭的请示》。会议审议了干部任免事项。

９月２５日，区政府十届十三次常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关于攀枝花市西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级领

导干部２０１１年年度考核的情况报告》《攀枝花西区妇女
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攀枝花西区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度区属各单
位综合目标任务书》《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度街道、镇
综合目标任务书》。会议审议了干部任免事项。

１０月８日，区政府十届十四次常务会议召开。会
议审议《关于批准姚家坪、道中桥、老花山等三家煤矿

启动关闭工作的报告》《关于西区森林防火营房配套

辅助用房及农林畜牧局办公室改造项目立项的请示》

《攀枝花市西区征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实

施细则》。

１１月 １２日，区政府十届十五次常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关于攀枝花市西区事业单位变更岗位设置

方案的请示》《西区党政群机关、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人

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晋升非领导职务的报告》《关于西

区２０１２年度进人计划完成情况和２０１３年新增用编计
划的报告》《攀枝花市西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试

行）》《关于调整西区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部
分指标计划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２年“四个一批”重
点项目及中央投资项目倒排工期的报告》《西区固定

资产投资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关于格里坪廉租住房

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中小

学校扩建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完善２０１２年交通安
保设施的立项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３年小水井棚户区
改造安置房项目立项的请示》《大水井经济适用房２、
３、４号楼水电户表改造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金竹
路工程立项变更的请示》《关于解决金竹路农村工程

建设资金的请示》《攀枝花钢城集团公司起重机厂技

改扩能租用土地的请示》《西区老法院宗地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关于煤矿“打非治违”隐

患处罚的请示》《关于西区区级党政领导安全生产工

作职责的请示》。会议审议了干部任免事项。

１１月 ２２日，区政府十届十六次常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攀枝花市西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作方

案》《关于西区格里坪金家村片区区域环境污染综合

治理一期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金家村生态村创建

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杨家坪社区服务站建设

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西区２０１３年格里坪公租
房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攀枝花市沿江快速通

道格庄段（云南省金沙江木材水云局家属区段）新建

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省道３１０线格福段与沿
江快速通道格庄段连接线新建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

《〈攀枝花市金沙江沿江景观西区段专项规划〉工作方

案》《关于西区老法院地块旧城改造相关问题的请示》

《关于明确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项目

招标方式的请示》。

１２月 ２２日，区政府十届十七次常务会议召开。
会议审议《关于陶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建工程项

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格里坪田家湾安置区西侧城市

主干道工程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２０１３年校安工程
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新庄社区村民委员会办公楼

新建项目立项的请示》《关于修建小型垃圾中转站工

程立项的请示》《关于调整我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的请示》《关于西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格里坪田

家湾安置房三期工程调整项目立项内容的请示》《关

于西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格里坪田家湾安置房四期工

程调整项目立项内容的请示》《省道３１０与沿江快速
通道连接线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安
排意见》《关于支持西区易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物流

分公司的请示》《攀枝花市西区招商引资工作考核细

则》《攀枝花市西区招商引资考核激励办法》《关于购

买庄上村太阳沐歌乡村酒店独立楼栋的请示》《关于

攀枝花市西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接大箐沟小流域

经果林示范基地相关事宜的请示》《２０１２西区苏铁文
化旅游节活动总体方案》《关于适当提高西区机关津

贴补贴水平的实施方案》《关于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

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迎检工作方案》。

（张　洪）

重大事件

【西区成功创建为省级依法行政示范区】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１０日，四川省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
市召开，攀枝花市西区被评为全省依法行政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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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书记赵中代表区委、区政府接受省领导的授牌。

依法行政示范区成功创建，标志着西区法治政府建设

取得重大进程，依法行政软实力得到巨大提升，依法

行政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

【西区考察团赴东北老工业基地学习考察】　 ２０１２年
２月１８—２７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邱小平率领由
区政府办、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

区委目标督查办、区委编办及攀煤（集团）公司相关部

门负责人组成的学习考察团赴辽宁省阜新市、沈阳市

铁西区和吉林省辽源市，考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工作思路、主要措施、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情况。３月７
日，形成《攀枝花市西区老工业基地改造发展情况汇

报》上报省发改委。８月３日，区发改局上报《西区老
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搬迁实施方案》。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全国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的通知》，攀枝花被列入
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范围。

【格里坪工业园区获“川商产业园”称号】　 ２０１２年３
月２８日上午，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与攀枝花人民政
府在攀枝花会展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授予四川

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川商产业园”匾牌，这是四川

省第四个、攀枝花市第一个获此称号的园区。作为

“川商产业园”，省工商联将重点宣传格里坪工业园区

招商引资项目，动员国内外知名品牌和企业入驻，促

进项目集聚发展，为开拓市场、融资提供支持。

【全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建成】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
日，攀枝花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在格里坪工业园

区建成，为在交通运输领域实施“以气代油”工程、利

用新型清洁能源起到推广示范作用。该加气站由华

益能源公司于２０１１年底开工建设，占地６６６６６７平
方米，总投资１３００余万元。投入使用后，将填补全市
汽车油气能源置换的空白，每天加气量达１５万立方

米～２万立方米，可满足数百辆各型车辆加注燃气需
求，对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缅气入攀”工程、

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煤焦油深加工项目签约】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日，攀枝
花众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一公司”）创

立大会及１２万吨／年新工艺特种炭黑项目签约仪式

在攀枝花市开元名都大酒店举行，市、区主要领导和

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相关企业代表近１２０人参加，区
委副书记邓孝良主持。

众一公司１２万吨／年新工艺特种炭黑项目计划
总投资约１１亿元。分两期建设：一期主要进行１２万
吨／年特种炭黑项目及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相关设
施建设，计划投资５亿元；二期主要进行原料预处理
工段回收的副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包括５万吨／年
工业萘和３６００吨／年咔唑深加工、１０万吨／年沥青加
工、６０００吨／年甲基萘生产线建设等，计划投资６亿
元。项目建成后，年总销售收入预计达到３０亿元以
上，格里坪工业园区将成长为全省最大的煤及煤化工

产业园区，促进全市煤化工产业链延伸，推动产业结

构由采洗煤向特色煤化工的转型升级。

【“８·２９”事故救援与善后处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
１８时，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
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人死亡、５４人
受伤，直接经济４９８０万元。

事故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党委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第一时间动员一切力量，调集公安、

武警、民兵等 ５００余人，组织 １１支省内外救援队伍
４０５名救援人员，出动２３３队次２２１６人次，召集矿工
及附近群众２０００余人次，全力开展事故救援，最大限
度地降低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累

计出动医护车辆４９２台次、医务人员４７８５人次参与
现场救护，组织攀煤总医院等４家医疗机构全力抢救
受伤矿工。

以代人尽孝的态度和“真诚以待、真情安抚、真心

服务”的思路，采取“六个一”（一名职工、一名领导、

一个班子、一套方案、一份档案、一包到底）群众工作

机制，成立３６个工作组，尽最大努力妥善细致地做好
善后工作。累计接待到攀亲属６５３人，３天与４８名遇
难矿工家属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５天完成协议签订，
确保事故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地减

少事故给西区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协调事故责任

人资产处置和债权债务清偿，使横跨川滇两省的债务

纠纷基本得以化解，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各方权益，未

发生因煤矿停业、歇业造成的劳动纠纷和因赔偿补偿

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例上访和反复。事故救

援、善后处置、债权债务清偿等工作得到国务院调查

组，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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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

日，全省 “２＋１０”中型水利工程集中建设动员会攀枝
花市分会场举行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动员会议。

会场设在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庄上村梅子箐水库

拟建坝址右坝肩处，中共攀枝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李群主持会议，省水利厅副厅长张强言、副市长李

仁杰、西区区委书记赵中分别致辞，中共攀枝花市委

书记刘成鸣宣布工程开工，省水利厅、省农牧厅、省环

保厅以及攀枝花市、攀枝花市西区、云南省华坪县等

相关领导出席。梅子箐水库位于西区金沙江北岸一

级支流———拉罗箐河上游，坝址位于格里坪镇庄上

村，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具人畜饮水功能的中

型水库。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

程、灌区工程三大工程构成。枢纽工程含梅子箐水库

扩建工程、三洞桥水库工程和高涧沟水库扩建工程，

规划总库容２３９２８万立方米。其中：梅子箐水库扩
建工程包括大坝、放水（放空）设施，库容２０６９２万立
方米；三洞桥水库工程包括大坝（堆石混凝土重力

坝）、放水设施，库容５９４万立方米；高涧沟水库扩建
工程包括大坝、溢洪道、放水（放空）设施，库容２６４２
万立方米。引水工程含隧洞、暗渠、渡槽、跌坎，全长

５０５５米。灌区工程分为梅子箐水库直流灌区、提灌区
和梅子箐水库至干箐沟山平塘联合灌区，主要输水设

施为渠道和提灌站，渠道全长５４２２２米，拟建泵站２
座。工程计划投资 ４１３４０万元，建设工期 ３６个月。
至１２月底，累计完成投资８５９万元。梅子箐水库扩建
工程竣工后，最大坝高由３２２米增加到６５米，总库容
从４１７万立方米增加到２０６９２万立方米（不含三洞桥
水库和高涧沟水库库容），总灌溉面积由５２６６７万平
方米增加到２９１３３５万平方米，农业产值增加 ２３６
亿元，能满足１３万人、２２万头牲畜用水，并能抵御
５０年一遇洪水的袭击。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９日，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该项目为格
里坪省际物流园区的“一区四中心”（攀西工业贸易集

中区，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

攀青公路物流中心、庄上精品农业物流中心）之一，位

于西区河门口，规划占地面积４０余万平方米，计划投
资２亿元，分３期建设，工期４年，是全市唯一以集装
箱铁路物资为主要业务的物流项目。规划建设集装

箱及钢材货场、防湿货物仓储集散中心、物流周转中

心、物流金融贸易中心、储备油库，以及焊轨、轨枕和

铁路专用配件器材生产加工基地六大功能部分。至

年末，完成公司（新启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注册、项目

备案、项目初步方案设计等前期筹备工作。巴关河火

车站完成铁路专用线及桥梁维修工程，铁路专用线名

称变更、申报送达物品品名通过西昌车务段审查，待

成都铁路局审批。

【西区被评为“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
网站公布全省“十二五”首批循环经济示范单位名单，

攀枝花市西区、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攀创科

技公司分别被评为“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

范区、示范园区、示范企业。

【攀枝花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３０日，攀枝花鸡通过国家质检总局专家
组技术审查，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成为

攀枝花市第四个、西区第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产

品。攀枝花鸡自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起实施保护。
攀枝花鸡为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土种鸡，

由大麦地、竹林坡２村傈僳族群众通过传统方法散养
而成，生长周期在２４０天以上，具有肉质鲜美、生长周
期长、营养丰富等特点。养殖规模达到年出栏 ３万
只、存栏２万只，年产值达到５６０万元。

【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结束了攀枝

花市无大型高档花卉基地的历史。庄上花卉产业园

位于西区格里坪镇庄上村，规划占地面积１７３万平
方米，计划总投资约５０００万元，由攀枝花临江园艺公
司投资建设。庄上花卉产业园利用攀枝花光热资源，

采用无土栽培技术，规模化生产红掌、凤梨、竹芋、蝴

蝶兰等高档盆栽花卉，年产量约１５０万盆，年产值约
５０００万元。年内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建成总面积
１５０００平方米现代化智能温室４个，培育高档盆栽花
卉１０万余盆。庄上花卉产业园建成后，将进一步促
进西区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为攀枝花市及周边

地区提供高端花卉、苗木，并将成为攀枝花市最大的

休闲主题花卉公园。

【《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发展规划》通过评审】　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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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１日，《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发展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评审会在区检察院举行，区委常委蔡永

光主持评审会，由市规划专家、攀枝花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家组进行评审。

会议听取编制单位成都亿博物流咨询有限公司的汇

报。专家组认为，《规划》指导思想明确，功能定位准

确，目标合理，保障措施可行，同意通过评审。同时，

对存在的不足提出意见建议，要求规划编制单位修改

完善。

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是格里坪省际物流园区核

心项目，位于西区格里坪镇新庄村，按“一平台两中心

九片区”布局，规划占地面积１１４７万平方米，计划总
投资１３５亿元，分３期５年建成四川进出口东南亚的
南向门户、西部钢材工业基地、世界钒钛工业中心，可

提供近１７００个就业岗位，预计年产值达到３７亿元，
年税收近８０００万元。

【十一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
日，西区１１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其中工业项目
４个，服务业项目２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２个，社会
事业项目３个，包括投资２亿元的新启动的西区铁路
物资集散中心、投资２７３亿元的攀青物流电煤战略
储备基地、投资２５亿元的重汽集团系列汽车销售技
改等特大项目。计划投资１５２２亿元。

（张　洪　何　平）

综合政务

【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工作】　 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０日，西区召开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务
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创建工作启动会。２０１２
年，西区全面开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务公开和

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区工作。２月６日区政府十届二次
常务会议、２月８日区委九届九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攀枝花市西区关于开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政务

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试点县（区）的总体方案》，先后

下发《攀枝花市西区行政许可事项并联审批试行办

法》《西区电子政务大厅应用拓展方案》《西区政府信

息公开管理相关制度》《关于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三级

联网工作的通知》。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１日，区属各部
门（单位）开展清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务服务事

项工作，经区法制办、区委编办、区保密局、区政务中

心全面审核后上报市、省审定，累计清理政府信息公

开事项６４项，清理规范行政权力２７２７项，其中政务
服务事项 ２８３项，便民服务事项 １２１项。３月底，电
信、移动、联通等运营商完成辖区光纤网络、３Ｇ基站
等基础设施改造升级。４月底，完成政务服务通用系
统及电子监察系统在税务服务大厅，江北片区清香

坪、玉泉、河门口街道及格里坪镇便民服务中心的安

装调试。５月１４日至６月１０日，各部门（单位）开展
行政权力网上录入工作。６月１５日，区政务服务中
心、街道（镇）便民服务中心、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三级联网正式开通，在全省率先实现电

子政务外网在６街道１镇、３２个社区（村）的全覆盖。
７月１日，区公众信息网改版上线运行。８月，在全市
率先完成行政执法部门（单位）的行政权力清理规范

工作，清理规范行政权力 ２７２７项。１２月 ７日，在
２０１２中国智慧政府发展年会上发布的２０１２年第四届
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中，西区在全国１０４个试点县
（区）中排名第二十六，在西部地区排名第四，在四川

省排名第二。全年，在全省１８２个县（区）门户网站绩
效评估中，西区门户网站名列第十，政府网站访问量

达到２３０７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３％。１２月２１日，省政
府信息公开办副主任蔡民、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刘著宇

一行到西区检查指导试点工作，深入区政务服务中

心、巴关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格里坪镇便民服务中

心进行实地检查，顺利通过省初检。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２０１２年，区政
府坚持“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原则，把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工作作为重要的政务工作来抓。

区政府领导组织召开交办会，明确交办督办分管领导

和具体工作人员。加强督办催办、走访等承办制度建

设，及时协调，严格把关，７４件代表建议、６６件委员提
案均办理完毕，办结率１００％，代表、委员满意率和基
本满意率达１００％。市人大代表建议和市政协委员提
案亦在规定时限内办理答复。

【政府法制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深入开展阳光亲民
执法活动，积极探索柔性执法方式，制定《攀枝花市西

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阳光亲民执法

活动的指导意见》，继续严格执行《西区人民政府工作

规则》《西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则》《西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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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区长办公会议工作规则》《西区人民政府全体会

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新区开发、旧城改造等事关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决策部署，均由区政府常

务会议、区政府党组会议或区委常委会议集体研究决

策。聘请四川省广聚律师事务所律师为区政府的常

年法律顾问，对西区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行

为、具体行政行为、合同行为及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提供咨询建议，对决策事项进行严格法律论证。印发

《关于开展清理规范行政权力工作的通知》《西区部门

（单位）清理规范行政权力指导意见》。经过行政权力

的清理、审核、修改、完善、公示及编码等环节，实现

２７２７项行政权力事项名称、事项依据及流程图在区政
府门户网站的公开运行。率先在全省区县中制定实

施《攀枝花市西区行政执法特邀监督员制度》，邀请学

校、社区、企业等单位６人为特邀监督员，加强行政执
法活动的监督。在法制西区网页和市政府法制办网

站公开１５３名行政执法人员基本信息，增加行政执法
透明度。

【应急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持续干旱１８０余天，农作
物受旱面积 ５１２６７万平方米，经济作物受旱面积
１２４０６７万，受灾群众５０００余人，４８００头牲畜饮水困
难。全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１０起，死亡５７人，超
控制指标 ４４人，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事故起数上升
１１１％，死亡人数上升５３３３％。其中：道路交通事故
３起，死亡３人，占控制指标的 ２８６％，与 ２０１１年相
比，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均下降 ５７１％；工贸事故 ７
起，死亡５４人（“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
人死亡），与２０１１年相比，事故起数上升４０％，死亡人数
上升９８０％。积极化解和妥善处置因各种矛盾引发的
１０人以上群体性事件１６起。全区“信、访、网、电”总量
７９６件，其中来信２７件，来访２５９批次９８７人次（集体访
６０批次６７９人次），国家信访局交办信访件２件，全国信
访信息系统信访件１１０件，省长信箱４件，市长信箱１１４
件，书记（区长）信箱１７７件，“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１０３件。
来信数量同比下降４０％，来访批次同比下降３７２％，人
次下降２８０１％（集体访批次下降１７８１％，人次下降
３５９４％），实现全国“两会”和中共十八大期间、全省
“两会”和省“党代会”期间“零进京”“零赴蓉”“五个坚

决防止、三个确保”目标。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设立防汛抗旱、地质灾

害防治等８个专项指挥部，制订地震应急、特种设备、

火灾事故、群体性事件等３６个专项预案，形成相对完
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机制。严格落实应急值守报

送制度，依托全省震灾情快速上报 ＰＤＡ系统部署，实
现ＰＤＡ系统在辖区街道（镇）的全覆盖。大力推进应
急救援队伍建设，于 ４月 １３日在全市率先成立县
（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建立防震减灾、安全事故、消

防安全、防汛抗旱等多支专业应急分队。加强应急演

练，于４月２７日在清乌复线起重机厂路段举行西区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灾救灾综合应急演练。强化应急

培训，于１２月２８日举办首届综合应急救援业务培训
班，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全体官兵６０余人参加培训。

【政务调研】　 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加强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形势的研判和预警分析，重点开展老工业基地、“两

化”互动、统筹城乡、物流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调

查研究，撰写调研文章８８篇并编印成《调查研究西区
专辑》，部分调研成果变为领导决策和工作部署。其

中：获市政务调研一等奖１篇，二等奖２篇，三等奖２
篇；区政府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市政务调研工作先进集
体”称号。全年组织撰写２０１２年《政府工作报告》及
经济工作会议、安全工作会议相关报告，撰写领导讲

话稿等文字材料１５００余篇。

【政务信息公开】　 ２０１２年，区政府办公室准确把握
政府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自觉掌握党委、政府对信

息的需求情况，主动到基层了解各项工作的落实情

况，邀请市政府办公室领导开展信息采编培训，提高

信息的准确度。积极做好党政网、公众信息网的新闻

动态宣传，配合完成西区公众信息网改版，督促部门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及更新工作，全年西区公众信息网

公开政府信息１４０５１条，刊发图片５６０９张。及时向
省、市报送反映全区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成效的

政务信息，全年编发《政务要情》３５１期，国家采用 １
条，省级采用２条，市级采用７６条。

（张　洪）

政务服务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政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区政务中心”）是集行政审批、公共服务、惠民帮扶、

效能监察、资源配置、政府信息查询“六位一体”的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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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服务平台，汇集全区３４个部门（单位）的１８５项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９８项公共服务及非行政许可
事项。２０１２年，区政务中心通过深化“两集中两到
位”、优化办事流程、构建并联审批通道等措施，建立

科学合理的审批服务机制，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全年

受理服务事项７５２９０３件，其中行政审批事项２１３１１６
件，公共服务事项３６５９０３，其他服务事项１７３８８４。办
结７５２９０４件（含上年未办结件 １件），按时办结率
１００％，现场办结率９４５７％；承诺提速４５４５％，办理
提速９５８３％；平均受理时间０３６天，当日受理办结
率９１９８％；群众满意率１００％。

【三级联网】　 ２０１２年１月、３月，区政务中心在统一
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基础上，开展政务服务事项清理规

范工作，对涉及全区３４个单位（部门）的７８项行政许
可、２５项行政征收、１０７项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１８
项行政确认、５５项公共服务事项，以及其他服务事项
的 ２０４个格式文本、２０个材料样本、２６１个常见问题、
２８３个服务事项的办理流程进行全面梳理。按照“成
熟一项、推广一项、固化一项”原则，将涉及农林、计

生、民政、就业、社保、低保、救济及新农合、涉农补贴、

残疾人服务等５４个服务事项全部或部分下沉到街道
（镇）便民服务中心和社区（村）便民服务大厅。同

时，采取集中培训、上机培训、上门培训等多种方式，

先后对部门、街道（镇）、社区（村）１５０多人次开展业
务系统培训，配套推行全程代办服务。从６月１８日开
始，全区６个街道１个镇便民服务中心和３３个社区便
民服务大厅同时启用行政审批通用软件，实现与区政

务中心各业务窗口联网，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每月网

上办理服务事项１４万件。

【并联审批】　 ２０１２年，区政务中心按照《西区行政许
可并联审批试行办法》，进一步完善投资项目、企业技

术改造、市场准入三大并联审批事项和涉及２个及２
个以上部门事项联合办理的运行机制。强力推进投

资项目并联审批涉及发改、经信、环保、水务、住建等

技术审查进中心，提高并联审批事项服务效率。同

时，指派专人负责并联审批工作，主动与企业和项目

对接，跟踪办理进度，及时解决审批环节中遇到的困

难，定期召开并联审批联席会议，集中答复业主疑问，

集中商讨项目在落户或立项之前的相关环节，做到提

前介入、服务先行。５—１２月，召开并联审批工作联席

会１２次，召开可行性报告讨论会５次，联合会商６次，
集中联合踏勘１３次。投资建设并联审批跟踪投资项
目１１个，涉及投资金额４５５亿元；企业技改并联审批
项目１４个，涉及投资金额３９３亿元；企业设立登记并
联审批窗口办理事项６０个，涉及投资金额６９７７万
元，涉及２个及以上部门的年审年检事项均实行并联
审批。

【搭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２０１２年，区政
务中心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市场化运作、群众自愿

参与”工作思路，向省、市政务服务中心争取到使用

“９６１９６”政务服务热线授权，依托“９６１９６”政务服务
热线，开通人工呼叫服务，设立“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
务网站，搭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积极拓展
“９６１９６”服务内涵，将服务领域从政务服务咨询延
伸到市场服务和社会服务领域，为群众、企业提供多

方位供需服务。该平台汇集政府各部门法律法规及

政策资源信息 ２６００多条、市场企业服务资源信息
３８００多条。８—１２月，“全天候、全方位、全程式跟
踪监督”为群众提供服务，及时将群众需求信息传递

给相关部门和单位，受理开锁、调整路灯时间、捅马

蜂窝、租房、搬家、配送午餐、社保卡身份证办理、就

医维权等求助电话９８１个，受理率１００％，求助服务
派单成功率１００％，求助投诉电话全部在２个工作日
内办结。

【惠民帮扶】　 ２０１２年，区政务中心设立惠民超市、惠
民医院、惠民药店等帮扶实体，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赞

助、市场运作机制，积极开展扶贫解困救助活动，惠及

全区４０００多户８０００多名低收入群众。低保群众在
超市购物可享受８５折优惠，折扣部分由市、区财政
补贴给超市。为实现惠民服务均等化，超市购物车免

费接送偏远社区低保群众，对孤老病残以及行动不便

的低保群众实行送货上门服务。全年兑付惠民超市

惠民购物资金５８６４９８元。

【“阳光政务之声”开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区政务
中心“阳光政务之声”广播站开始广播。广播站设有

效能快报、窗口时讯、群众心声和健康咨询等栏目，主

要播送健康知识、援助维权、文明创建、“道德讲堂”宣

传、“五创联动”知识、税收政策、医保社保等内容，每

周一和每周五下午准时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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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培训】　 ２０１２年，区政务中心举办各种业务培
训，培养工作人员业务能力，提高政务服务水平。４月
２６—２７日，对区级各部门、格里坪镇、各街道、各社区
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行政审批通用软件专题培训，内容

包括系统登录、网上咨询、网上受理、网上审批、取件、

办件查询、办件统计等内容。６月５日，对区发改局、
区经信局、区水务局、区安监局等并联审批部门９名
选派后备干部进行投资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系统软件

应用培训。

（叶枝桥）

档案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档案馆（以下简称
“区档案馆”）实藏全宗 ８１个，馆藏档案 ４４４７０卷
３９０２６件，分为文书、会计、案件、婚姻、基建等１１个门
类。全区有综合档案室１３４个，其中机关事业单位档
案室６９个，学校档案室１７个，社区档案室３２个，村档
案室 １０个，民营企业档案室 ６个，室藏档案总数
５４６０６卷３１４６５３件。全区档案规范化管理达省一标
１４家，达省二标２７家，达省三标７４家。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档案局（以下简称“区档案
局”）加强区属各立档单位的法制宣传和执法检查，执

法检查１７家，做到依法治档。指导区编办档案工作，促
成其档案工作由三标升为二标。对德胜焦化、鑫铁物

流、博盈粉煤灰三家企业及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的档案

员进行培训指导，对西区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进行登记

和监督指导，对“８·２９”事故处置提出归档要求并加强
指导，抽调专人参与全区煤矿关、停、并、转专项整治和

“三大主题教育活动”档案整理。检查立档单位 ５８
个，复查达标单位４９个，培训档案员４６人，审批１２个
单位的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清理行

政权力２７项，促进档案工作巩固提高。全年，区档案
局有４篇论文在２０１２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交流，
并在《档案探索》发表。作为西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的区档案馆，全年接待１４个单位２２０余人参观。

【加强档案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接收西区文管
所文物普查档案１２９件（照片９０件、文书３９件），接
收西区司法局基建档案３卷，寄存无档案库房的西区
国库支付中心会计档案１３１７卷，所有接收档案均规

范整理上架。全年，库房无积存档案，档案保管做到

档号编制科学规范，登记、统计台账齐全、科学，数据

真实、账实相符；全宗名册规范，全宗卷内容齐全。建

立各项管理制度２４项并落实到位，“八防”（防盗、防
火、防光、防高温、防潮、防尘、防虫鼠、防有害气体）措

施得力。库房安装有温湿度自动监测仪，分库房每个

工作日记录温湿度，采取空调恒温、除湿机除湿、洒水

拖地增湿等措施将温湿度控制在规定范围，温湿度全

年达标。坚持每季度对库房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查

安全隐患，同时坚持每季度库房卫生打扫，坚持每月

对各类设备进行巡检，确保正常运行，全年无安全事

故发生。

【档案资料征集】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对《攀枝花市西
区档案馆档案资料接收征集办法》进行修改，调整档

案来源、接收范围、移交期限、征集范围等内容，对西

区文物管理所２０１０年文物普查成果开展新增接收单
位和新增档案门类试点。对区扶贫移民局、区水务

局、区农林畜牧局等９家新成立单位的文件材料归档
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进行审核，对职能职责调整的

区疾控中心、区就业局、区总工会的文件材料归档范

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进行重新修订和审批。集中征

集平江天主教堂档案资料，征集《攀枝花市西区志》

《攀枝花市西区卫生态》《攀枝花西区城乡建设志》

《攀枝花市西区军事志》《攀枝花市西区检察志》《攀

枝花市西区教育志》和市七中庆祝建校３０周年相关
资料。全年征集档案资料１５４件，其中档案５６件，资
料９８件，馆藏资源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档案规范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指导区委编
办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工作，对２０１２年要复查的４９
个单位进行辅导督查。５月７日，区工商局、区地税局
通过市档案局档案工作规范化管理一标复查认定。９
月１７—２１日，区档案局开展集中复查，８个一标单位、
１１个二标单位、３０个三标单位全部通过档案规范化
管理复查认定。１２月１９日，区委编办档案规范化管
理从三标升为二标。全区机关事业单位及学校、社区

档案规范化管理巩固率均达到１００％。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注重区属各
立档单位的档案信息化建设，在全文信息化及电子文

件管理方面加强指导和督查。至年底，各基层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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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文挂接率达到１００％。购买并安装《四川省电子
文档管理系统》（馆版），初步完成馆藏档案数据整合

及检查，制定《攀枝花市西区档案馆档案数据安全保

障制度》，逐步试点档案室档案电子文件移交备份，保

证馆版电子文件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档案法制工作】　 ２０１２年６月，区档案局清理并公
示档案行政权力事项２７项。９月底，向西区政务公开
信息平台上传全区依法行政政务信息 ３５０条。９月
２４—２７日，对区人社局、格里坪镇政府等１７个区属单
位进行档案行政执法检查。开展系列宣传竞赛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颁布实施２５周年，迎
接区人大对档案法制和档案工作检查调研，在

“１２·４”法制宣传日与相关部门开展档案法制宣传，
促进依法治档进程。

【档案资料利用】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馆为西区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个人提供档案服务６７６人次，其中单位５８
家，个人６１８名，查阅档案５５１２卷（件）次。同时收集
各部门政务公开信息５２件，为更好地开展工作、落实
政策、编史修志、解决纠纷等提供材料和依据。民生

档案是查阅利用重点，婚姻档案、民事案件档案等占

档案利用总量的７５％。因项目审计的需要，会计档案
利用量也较大。

【档案培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１８日，区档案局在区
卫生局会议室开展档案继续教育集中培训，４３个单位
４６名档案员参训。局领导及各科室专职人员授课，主
要培训档案法律法规知识、档案保管与保护、《机关文

件材料归案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规档文

件整理规划》、科技档案管理、照片档案管理、教学档

案管理、计算机管理档案专业软件使用等。全年分６
批次选派２３人次到市档案局、雅安档案学校、清华大
学、井冈山干部学院参加档案执法、档案征集、女干部

素质提升、党务能力提高等培训。

【档案信息发布】　 ２０１２年，区档案局编发档案工作
信息３９期（档案典型利用事例汇编４期３７条），有１７
条信息在《四川档案》、四川档案网、攀枝花公众信息

网、攀枝花档案信息网发布。全年收录各部门政务公

开信息５２条，向西区政务公开信息平台上传信息３５０
条。 （余元君）

机关事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以下简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不断完善政府采购

制度，建立健全《西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汇

编》，建立政府采购专账，严格执行采购程序，规范采

购行为，推行绿色采购节约财政资金，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采购效率。通过监督指导全区公共机构节能工

作、开展节能宣传暨能源短缺体验活动，加快推进西

区公共机构节能工作的有序开展。完成机关全年能

耗统计，完成全区公车油耗、维修、人员配备等相关统

计工作。创新管理方法，建立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

西区机关事业国有资产管理。

【车辆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展公务
用车专项治理。经过逐一检查审核，全年西区机关事

业单位拥有车辆２０３台，执法部门拥有车辆６４台，学
校拥有车辆１９台。超编车辆１４台，其中省公车用车
问题治理领导小组要求拍卖的超标车１台。对超编、
违规车辆进行处置，拍卖５台，暂时留用４台，报废１
台，调剂使用５台。

【能耗统计】　 ２０１２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按季度开
展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统计和节能宣传工作，全面

掌握西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耗状况，及时准确统计

全区能耗数据，加强日常巡查监管，严格控制水电支

出和油量消耗，对水、电、空调等采取切实可行的节能

措施，大力推进党政办公中心节能降耗。全年，全区

机关事业工作人员２１９１９人，公务车辆２８６台，用电
量６０８５６１７千瓦时，用水量７５９８２１１吨，汽油消耗
量６５３２２２８升，柴油消耗量１８９６１８８升。

【政府集中采购】　２０１２年５月７日，西区政府采购中
心组织西区１１号商住楼区政府多个部门联合办公场
地的空调电器采购招标。采用《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

发〈四川省政府采购询价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

的最低价中标法评标，采购空调２８台（１５Ｐ１９台、３Ｐ１
台、大３Ｐ２台、５Ｐ６台），预算金额１７８６００元。经专家
组评审，攀枝花市格力电器销售有限责任公司中标，

中标金额９０６７０元（不含加管费用），中标品牌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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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品牌“格力空调”。此次招标采购节约率达到

４９％。全年，西区政府集中采购１１３批次，其中货物
类１１２次，服务类１次。政府采购预算资金１９８９３２
万元，采购金额１７１５６２万元，节约资金２７３万元，节
约率１４％。

【后勤保障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抓好
各种会议服务，强化流程管理，提高会务技能。全年，

西区召开电视电话会议９０余次，其他大型会议１５０余
次。加强机关大楼、机关大院、机关食堂、单身公寓等

管理和服务，组织实施包括管道、球阀、灯具、电路、太

阳能、门锁等各种设备设施维修４５０余次，其中大型
维修８次。

【政府大楼安全保卫】　 ２０１２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建立安全保卫工作目标管理制度，确保党政办公中心

安全稳定无事故。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开展巡逻
和夜间巡查。加强消防设备维护与管理，发现并及时

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加强外来人员登记、车辆停放、

上访人员疏导等工作，杜绝不良接访案件发生。加强

对下属单位的安全教育和监督管理，确保机关大楼及

机关单位无事故、无火灾。

（唐　毅）

接　待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攀枝花
市西区人民政府接待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接待办”）

完成各项接待任务１５２项，接待领导及来宾６９０５人
次，其中省部级以上领导１９批４４３人次，市级领导９２
批１８４０人次，县（区）级友邻单位领导２５批１５２３人
次，参加重大会议领导１１批１５１０人次，参加大型活
动领导５批１５８９人次。接待“８·２９”事故救援抢险
领导及工作人员１２万人次。

【大型会议接待】　 ２０１２年，区接待办承担大型会议
接待１１次，分别为１月１０日区企业家座谈会，２月２５
日农民安置政策研究会，２月２８日攀枝花学院挂职干
部西区见面会，４月２７日全市人大工作联席会，５月９
日全市“两会”工作专题会，５月２９日攀枝花市商业银

行与西区企业合作对接会，６月１日西区与市工商银
行交流座谈会，９月６日、１５日“８２９”抢险救援答谢
会等大型会议，１１月２４日民进西区总支部学习中共
十八大会议，１２月２７日全区政协秘书长联席会。区
接待办严格按照市、区要求及政务接待有关规定，协

助相关单位做好各类会务工作，顺利完成各项接待

任务。

【重大活动接待】　 ２０１２年，区接待办承担重大活动
接待５个，分别为１月８日新年团拜会，５月１６日全
市县（区）接待系统联谊会，９月１７日西区梅子箐水库
改扩建工程动工仪式，１０月２４—２８日重庆知名画家
与区文联交流活动，１１月１６日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
目专家咨询活动。接待中，区接待办负责嘉宾接待指

南制作、领导引领、接待车调配等，并与各相关单位协

作，共同做好接待工作。

【检查组接待】　 ２０１２年，区接待办接待国家、省、市
检查组１５个，各类调研８８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接待
有：１月１０日，市政府城乡综合治理检查组检查西区
城乡建设；３月１６日，省计生委检查西区“阳光计生工
作”；３月２１日，国家统计局攀枝花调查队调查；６月５
日，市纪委惩防体系检查组检查；７月１２日，国家良种
补贴检查组检查；８月２２日，市纪委专项检查组检查；
９月７日，国家矿难调查组检查。

【友邻县（区）及企业考察团接待】　 ２０１２年，区接待
办接待友邻县（区）及企业考察团３３个。其中，大型
接待有：２月２２—２５日，成都企业领导与辖区企业洽
谈相关合作业务接待；３月２８日，凉山州德昌县政协
西区调研接待；４月２７日，中国重汽等三家企业西区
调研接待；６月１５日，云南省华坪县党政代表团西区
考察接待；７月１日，资阳市及攀枝花学院领导西区调
研接待；７月１０日，中铁二十三局领导到西区洽谈土
地项目开发有关事宜接待；７月１１日，天津花卉企业
西区调研接待。

【“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后勤保障】　 ２０１２年
“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区接待办从全区抽调机关工
作人员３４人，其中９人负责现场综合协调和救灾设备
调动、物资搬运、食品供应、办公及休息场所提供与生

活后勤保障等工作，３人为殡仪馆死难家属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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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等相关服务，２２人负责落实抢险救援队员办公、
休息及生活用品等。累计安排抢险救援队伍入住宾

馆休息２４００余人次，为救援现场提供盒饭１８０００余
份、矿泉水（饮料）１８５０余件、方便面及面包３５００余
份（盒），提供矿灯、瓦斯检测仪、自救器等救援物资

１５０余台（个）、救援服装８００套、手套８００双、拖鞋５１０
双、毛巾（湿毛巾）３０００余条、雨伞（衣）８０把（件）。

（唐　蓉）

地方志事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办公室（以
下简称“区地方志办”）积极参加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市

地方志协会举行的各项活动，认真撰写有关地方志工

作的论文，多篇论文在市地方志协会上交流。加强各

单位（部门）撰稿人的培训力度，顺利完成《攀枝花市

西区年鉴（２０１２）》的编辑出版工作。按时完成《四川
年鉴（２０１２）》《攀枝花年鉴（２０１２）》的供稿任务。与
区档案局协调，达成联合设立方志馆协议。上报信息

５篇。《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四川省第
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攀枝花西区年鉴

（２０１１）》获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优秀奖。
《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全市第二轮修志
一等奖，《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１）》获全市地方志工
作一等奖。

【《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四川省第十五
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攀
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
志优秀成果一等奖，是全省１１个县（区）志书一等奖
获得者之一，是攀枝花市唯一获一等奖的县（区）志

书。《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于２００３年开始

编纂，２０１０年８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设专
志３０篇，１３５章，１３９万余字，为西区第一部公开出版
的大型综合性志书。该志书为领导者提供了一部难

得的“资政”文献，为“教化”提供了一部丰厚的乡土

教材。

【制订《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２年９月６日，区政府办下发《攀枝花市西区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工作“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该规划将地方志（年鉴）编修工

作纳入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总体规划，

有计划地组织专业志、部门志和其他志书的编纂，计

划完成《攀枝花市西区审判志》《攀枝花市西区公安分

局志》《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志》《攀煤（集团）公司

志》《格里坪镇志》的编纂出版工作。收集、整理、研

究、开发全区地情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推进综合年

鉴编纂工作，提高年鉴编纂质量。有计划地组织专业

培训，逐步提高地方志工作人员整体业务素质。加强

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地

方志数字化、网络化和方志馆建设。运用多种手段积

极推广读志、用志，积极开发地方志资源，使地方志工

作在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大局中取得新业绩。

【《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２）》出版发行】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２）》由方志出版社出
版发行。《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２）》是西区公开出
版发行的第六卷年鉴。在上年卷基础上，此卷框架结

构对部分目次在位次上作了适当调整，设类目２８个、
分目１０３个、子目４７个、条目１３１５个，近８１万字。卷
首彩页以专题化、系列化形式，重点反映西区大事、要

事，新面貌、新成就，内文以文系图，形象直观地补充

反映相关内容。

（胡茂林）

政协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政协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以下
简称“区政协”）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

精神和省、市、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突出团结民主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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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

能，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

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扎实开展“五个一”活动，实

现新一届政协的良好开局。１０月８日，区政协被省政
协评为全省政协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２—１４日，区
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应到委员

１４２人，实到１２９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纪委、区
武装部、区法院、区检察院领导和辖区企业负责人，原

区政协老领导以及区属各部门负责人 ８１人列席会
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区政协主席袁大勇所作的《政协

第六届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与会委员列席区人大十届二次会议，协商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和计划、财政报告，以及区法院、区检察院工作

报告。其间，１０位政协委员分别代表辖区各民主党
派、区工商联、区总工会、团区委，围绕推进循环经济、

创新社会管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打

造旅游品牌、优化教育环境、加快服务业发展等热点

问题进行大会发言，积极为建设实力、生态、活力、和

谐西区建言献策。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攀枝花

市西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以下简称 “《决

议》”）。《决议》指出，２０１２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共十八大和省第十次党代会将

在年内召开，做好全年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区

政协常务委员会和全体政协委员要紧紧围绕省委“规

模扩大、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的总体要求

和市委“三个走在全省前列”的目标任务，按照中共攀

枝花市西区第九次代表大会和区委九届二次全委会

的工作部署，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突出“三

三三四”发展重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履

职尽职，为西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作出应有贡

献。会议要求，区政协常务委员会和全体政协委员要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引导

各族各界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齐心协力推动西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准确把

握政协履行职能的最佳结合点和切入点，着重在结构

调整、城市建设、城乡统筹、文化教育、加强和创新社

会管理等方面建科学之言，献发展之策，出精诚之力；

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围绕“民生工程”的实施和惠民政策的落实，多建

利民之言，多办惠民之事，协助区委、区政府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提升

社会管理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要

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贯彻“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

主党派、工商联和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努力维护西

区政通人和、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要大力加强政协

委员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努力造就高素质的政协委

员和机关干部队伍，继续深入推进政协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

水平。

【区政协常委会议】　２０１２年，区政协召开常委会议５
次。

２月７日，区政协六届二次常委会议召开，区委副
书记邓孝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康林、区政府副

区长罗文玉应邀出席会议，区法院院长黄仕林、区检

察院检察长张克难、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吴伟、区财政

局局长李海强等列席会议。会议由区政协主席袁大

勇主持。会议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区政府《关于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１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２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征求意见稿）》《关于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及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征求意见
稿）》《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西区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西

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日程（草案）》《政协第六届攀枝

花市西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建议名单》

《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出列席

人员建议名单》《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提案建议截止时间》《政协第六届攀枝花市

西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会

议听取区政协副主席、区委统战部部长张书川关于增

补区六届政协委员建议名单的说明，决定增补古伯

琼、刘蒙江、倪雪锋、余元君、邓昌容、刘黎、李军、程雪

勇、王彬、刘潮学、李勇、唐永洪为区六届政协委员。

会议听取区政协秘书长宋冬敏关于人事问题的说明，

决定任命陈林为区政协政策研究室主任。

２月１３日，区政协六届三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听取区政协秘书长宋冬敏关于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决议（草案）的说明，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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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草案）。会议听取区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李利关

于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

的说明，审议通过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

的报告（草案）。

２月１４日，区政协六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听取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各小组关于协商讨论区政

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区政协六届二

次会议决议、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一府两院”工

作报告和计划、财政工作报告的情况汇报。会议审议

通过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区政

协六届二次会议决议。

７月１０日，区政协六届五次常委会议召开。会议
听取并协商区政府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财
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的通报，区法院关于２０１２年上
半年工作情况的通报，区检察院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
工作情况的通报，区政协关于２０１２年上半年工作情
况的通报。会议审议有关人事问题，决定撤销刘辅宏

区六届政协委员资格。

１１月２２日，区政协六届六次常委会议召开。区
六届政协常委，联系区政协工作的区委、区人大领导

出席会议，区政协办公室、各专门委员会负责人列席

会议。会议由区政协副主席张书川主持。区政协主

席、党组书记袁大勇传达中共十八大精神。区政协常

委在会上交流学习十八大精神的心得体会。袁大勇

强调：各位政协委员要迅速掀起学习十八大精神的高

潮，准确把握十八大精神实质，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

际的学风，立足本职岗位，学以致用，坚持用十八大精

神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十八大精神的理

解，真正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

【视察“创卫”“民生工程”推进情况】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１０日，区政协主席袁大勇，副主席何春琼、张书川、刘
保宁、杨华友在副区长代华及区卫生局、区水务局、区

环保局、区城管局、区工商局等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

带领区政协常委对西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工作和“民

生工程”项目推进情况进行专题视察。视察组一行实

地察看陶家渡农贸市场、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清香坪

攀钢集贸市场。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大宣传力

度，营造良好创建氛围，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落实

责任，克服懈怠情绪；加强与业主的沟通联系，协调好

利益关系，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市场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彻底根治农贸市场脏、乱、

差现象；加大财政投入，落实建设资金，加快推进清香

坪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配套工程建设。

【视察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５日，
区政协副主席张书川带领区政协学习文史教科文卫

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副区长罗文玉及区卫生局负责人

的陪同下，视察西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委

员们实地察看格里坪镇卫生院、河门口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清香坪步行街卫生服务站、清香坪卫生服务中

心，听取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负责人和区卫生局的情况

介绍，并与区卫生局及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进行座谈交流。针对存在问题，委员们建议：加快

已规划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进度，确保建设资金

落实到位；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预防、医疗、保

障、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项基本功

能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认知

度，使人民群众放心、安心、开心地到就近的基层卫生

机构接受医疗服务；重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医护人员

的引进和培养，不断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建立有利于

稳定队伍、调动医护人员工作积极性的绩效考核和政

策保障制度；积极拓展基层卫生服务领域，在坚持基

本功能的基础上开展特色服务，通过便利、实用、优质

的特色服务，增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竞争力，提高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影响力、吸引力，为群众提

供高效、优质、价廉、便捷的基本医疗服务。

【调研农民集中居住情况】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日，区政
协副主席刘保宁带领区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部

分委员，在区住建局、格里坪镇政府等负责人陪同下，

对推进格里坪镇农民集中居住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组实地察看新庄村晏府、梨树苑安置小区，以及

庄上村等新村聚居点，听取格里坪镇政府、区住建局、

区农林畜牧局、区扶贫和移民局等部门关于西区新农

村建设规划和农民集中安置点建设情况的介绍。根

据工作实际，调研组提出４条建议：合理规划，注重规
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深入宣传，提高农民参与建设

的主动性、积极性；着眼长远，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

训的力度；以人为本，搞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调研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２０１２年 ６月２０日，区政
协副主席杨华友带领区政协经济民族宗教联谊委员

·９７·



!"#$%&%'()%&*+,' !"#$%&&'

!"#$%&'(

()*+

会部分委员，在区文体旅游局、区住建局、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区投资促进和商务局负责人陪同下，对

西区第三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调研组重点走访

鑫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地摊老火锅、金沙来大酒店、

长江源酒楼、悦翰印刷服务有限公司、西城佳园宾馆

等重点商贸企业，听取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调研组

就如何加快西区第三产业发展提出五条建议：解放思

想，更新观念，增强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

强商贸流通业；稳定房地产建筑业，大力发展现代物

流业；加快发展旅游业，开拓社区服务业。

【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区政协主
席袁大勇、副主席刘保宁带领区政协法制群团委员会

部分委员，在副区长罗文玉和区卫生局、区工商局、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质监局负责人的陪同下，对

西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监管等方面的情况进

行视察。视察组针对西区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五条建议：加强宣传引导，形成“食以安为先”的

共识；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责任；整合检测设备，

实现资源共享；强化行政执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创新工作方法，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长效

机制。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视察环保工作】　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１６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区政协主席袁大
勇带领部分市、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副区长余万

兵和区环保局局长李莉的陪同下，对西区环保工作进

行视察。视察组一行实地察看攀青工贸物流中心和

大水井村８社堆煤场，听取李莉关于西区环保工作的
情况汇报。座谈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表示，通

过视察对西区环保工作有了更深入、更具体的了解，

区政府为打造青山绿水、宜居宜业环境做了大量扎实

有效的工作，并建议：把西区的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到

一个更高的平台，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的支持，加

大整治力度；要在环境综合治理上下功夫，在治理内

容、手段上采取多种形式，务求实效；加大宣传力度，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要宣传西

区环境治理所取得的成果，增强群众对西区环境治理

的信心。

【提案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全体政协委员、政协各参

加单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全区

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运

用提案这一有效履职形式，积极建言献策服务西区经

济社会发展。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下旬区政协六届一次会
议、２０１２年２月中旬二次会议提出提案８６件，经审查
立案６９件。其中：经济建设９件，占１３０４％；城市管
理３５件，占５０７２％；社会事业１３件，占１８８４％；民
生改善１２件，占１７３９％。至２０１２年底，６９件提案均
办结答复，答复率 １００％。其中：解决 １９件，占
２７５％；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解决的 ４３件，占
６２３％；因政策或条件限制有待以后解决或作为工作
参考的７件，占１０２％。据提案人对提案办理情况的
反馈意见，基本满意率（含满意率）为１００％。

【文史资料编撰】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市政协主编的攀枝
花文史资料第１７辑《天堑变通途》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该书录用了西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撰

写的忆沿江吊桥、小宝鼎公路、摩梭河矿区公路交通、

烂泥箐矿区公路、攀煤公司索道运输，新庄大桥、宝鼎

大桥、法拉大桥修建历程及市区最长的凉风坳隧道９
篇文稿。这些文稿真实地记录了西区的交通史，反映

了西区交通事业的发展变化，是传承文明、以史为鉴、

资政育人的珍贵史料。

【机关党建】　 ２０１２年，区政协机关积极开展各项活
动，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组织政协常委、委员

和机关干部认真学习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十八

大、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袁大勇结

合西区实际，为区政协常委及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

解读省第十次党代会和中共十八大精神。举办专题

讲座，机关党支部书记刘国钧主讲“铸就民族之魂 建

设文化强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准确把握五

位一体的总布局”“转变作风 提高效能”等专题，机关

党员和干部聆听。开展党内互助活动，为党建共建社

区玉泉街道河石坝社区党总支捐献图书１１０本、刊物
３１２册，捐助文体器材１１件、远程教育屏幕活动支架１
个；为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捐献图书１１０本、刊物２５７
册，捐助文体器材１１件、远程教育屏幕活动支架１个。
组织机关干部参与“在同一片蓝天下”慈善关爱捐资

助困活动，捐款３８７２０元。积极参与“百千万·干群
心连心”活动，春节、中秋节期间，区政协领导和科级

干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走访慰问困难家庭２２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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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价值１３０００余元慰问品慰问金。认真开展“三分类
三升级”活动，如期完成现状调查、分类定级、晋位升

级、检查验收四阶段工作。深入开展 “思想大解放、

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认真查找影

响和制约西区加快发展以及机关思想、作风、工作落

实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委员和机关干部的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和责任意识，推动政协工

作科学发展。 （刘国钧）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

【概　况】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
（监察局）（以下简称“区纪委［监察局］”）履行党的纪

律检查和行政监察２种职能。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纪
委３个，基层纪工委７个，基层纪检组２３个。

２０１２年是西区发展历史上十分艰难的一年，经历
了“８·２９”事故的巨大冲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全区

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纪检监察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

务实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有力的措施、高效的执行，

积极投身事故抢险救援及善后处置等工作。大力加

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

不断完善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

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的明显成

效，顺利通过市委、市政府对西区２０１２年惩防体系建
设工作的检查。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西区
２０１２年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大会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
开，西区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全区副科级以上领

导干部及中小学校校级领导３００余人参会。会议由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主持。会上，对２０１１年
度西区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领导

责任和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进行民主测评。组织

观看警示教育片《暴风雨中的忏悔———皮黔生渎职受

贿案警示录》。区委书记赵中讲廉政党课。赵中深刻

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总体形势和发展趋势，要求全

区各级党员干部要正确认识反腐倡廉形势，坚定反腐

败信心；认清反腐败斗争发展趋势，打好坚实基础；增

强廉洁自律意识，防患于未然；切实转变作风，树立良

好形象，并就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加大案件查

办力度、提高思想教育效果、推进制度建设、强化监督

制约、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五方面要

求。秦福贵重申有关纪律，并就如何贯彻赵中的讲话

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３日，中
共攀枝花市西区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四大班子领导、法

检两院领导、区纪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区纪委委员

的区监察局领导，区委、政府各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

区属纪（工）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区纪委监察局各室

主任列席会议。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李兴

华主持。会议书面传达了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和

省纪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

福贵代表区纪委常委会向全委会作报告，报告总结

２０１１年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安排布
置２０１２年的工作任务。会议表彰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和纪

检监察工作先进个人。区委书记赵中就加强西区党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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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高目标和要求：认真

领会中央和省纪委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形势，深刻认

识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把握

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各项要求，突出工作重点，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在反腐倡廉建设

上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效；切实加强保持党的纯洁

性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纪检监察机关

和干部队伍建设。李兴华就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

提出要求：加强学习，迅速传达贯彻；明确任务，强化

工作措施；注重实效，狠抓工作落实。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月
３１日，西区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会
议在区工商局会议室召开，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格里坪镇、各街道

主要负责人（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分管领导）和经办

人员８６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察
局局长陈进主持。会上，陈进安排部署全面开展惩防

体系自查自纠工作，区纪委副书记罗晓芳针对开展自

查自纠工作应注意的事项进行全面详细讲解。区委

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

要求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进一

步增强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明确

重点、把握要求，切实增强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的针对

性；要加强领导、强化措施，提高惩防体系建设工作的

实效性。要求在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中要做到“三全”：

实行全员排查，认真梳理职权，深入查找廉政风险点；

实现全面覆盖，确保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不留空白、不

留死角；做到全程监控，充分发挥惩防体系应有的作

用。要求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三个必须”“一个注

重”：目标任务台账必须清晰、数据统计必须准确、档

案资料必须完整规范；注重提炼工作特色亮点。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果通报及整改工作安排部

署会议】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５日，西区党风廉政建设社
会评价结果通报及整改工作安排部署会议在区工商

局会议室召开，格里坪镇、各街道、区委各部委、区级

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格里坪

镇、各街道纪（工）委书记，区纪委监察局领导班子成

员、各室主任及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区纪委副

书记罗晓芳主持。会上，罗晓芳通报全省党风廉政建

设社会评价工作的相关情况及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西区社

会评价结果。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针对党风

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果中存在问题的整改和扩大公

开方面作重要讲话。他要求要逐一细化群众反映突

出问题的工作措施，实实在在地做好西区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坚持厉行节约，严刹奢靡之风；强化作风建

设，树立良好形象；开展专项治理，确保公平公正；健

全惩防体系，完善长效机制。同时，要广泛公开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

知晓度：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传，深入推进廉政文化

建设，深入推进基层事务公开透明，建立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定期通报制度，深入推进政风行风建设。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２０１２年，区纪委（监察
局）认真研究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点任

务，印发《西区２０１２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
点》《西区２０１２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
工》，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任务细化分

解为７个大项１２３个小项，分解到１３位区级领导和
２９个牵头部门，明确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确定每一
项工作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各职能部门将责任制工

作细化到分管领导、承办科室及具体责任人，形成齐

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年底，采取平时检查考核与年终

抽查考核相结合的方式，以重大方针政策落实和重点

工作推进情况为考核重点，对５８个单位（部门）执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结果：

先进单位（部门）、合格单位（部门）各２９个。将把考
核结果纳入对下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体系之中，与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

拔任用挂钩。

【廉政谈话】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纪委对２０１１年度考核
结果为“合格单位”中排名后三位的单位党政主要领

导和纪（工）委书记、纪检组长进行提醒谈话。坚持把

责任制考核结果纳入对单位的年度目标考核，并实行

“一票否决制”。严格执行“三谈两述”、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等制度。至年底，区纪委负责人同下

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３８人次，领导干部任前廉政
谈话６３人次，诫勉谈话 ４人次，领导干部述职述廉
２６９人次，６０名干部向组织报告重大事项行为。严把
拟提拔任用、评先评优廉政关，审查并回复２个单位
１４７人次党风廉政建设意见。扎实推进三级预警监督
制度，对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予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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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提醒。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关于进
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出台。

该实施意见要求全区各部门（单位）以依法清权确权、

找准廉政风险点、科学评定风险等级、明确防控责任、

优化结构防控、严格流程防控、深化公开防控、推进科

技防控、实施预警机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为框架，进

一步完善各自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加快构建覆盖西

区各层级、各行业系统、各单位的廉政（洁）风险防控

网络，不断优化权力设置，改善权力结构，规范权力运

行，强化制约监督。通过认真自查梳理、查漏补缺和

更新完善，全区６０个部门（单位）均建立权力运行流
程图和职权目录 ９５１项，查找出一级风险点３９８个、
二级风险点５０４个、三级风险点６６９个，使党员干部拒
腐防变能力得到提高，确保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顺

利进行。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纪委（监察局）统
筹开展城乡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认真学习贯彻落

实《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

严格执行“村、社区干部勤廉双诺双述双评”制度，强

化对城乡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建立健全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制度，对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作

出明确规定。加强城市社区事务和资金使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尤其对民生专项资金、社保补贴的发放和

账目进行检查。同时，为更好地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积极探索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两新”社会组织

中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６月，《攀枝
花市西区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出

台。区纪委（监察局）将乡镇街道纪检组织建设工作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切实增添措施，认真

组织落实。在１个镇６个街道设专（兼）职纪（工）委
书记、副书记、委员，在全市城乡社区率先配备纪检委

员，并建立纪检小组。格里坪镇纪委有委员４人，平
均年龄３７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６街道有纪检干部
１９人，平均年龄３９岁，均为大专以上学历。镇纪委、
各街道纪工委所需工作经费均纳入同级财政年度预

算单列，实现“四有”目标：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计

算机、打印机、电话机、照相机、录音笔、保密柜等必要

的办公办案设备，有基本的交通保障。基层纪检干部

均不同程度享受办案补贴。

【监督检查】　２０１２年，区纪委（监察局）会同相关部
门，围绕全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各项部署进行监督检查。印发《关于加强

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工作执法监察实施方案的通

知》，强化措施，狠抓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资金审计，

对全年发放的１５００户廉租住房补贴情况和建成的
９７２套保障性住房（廉租住房１３２套、公租房４１０套、
城市棚户区安置房３３４套、经济适用房９６套）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印发《攀枝花市西区中小学校舍安全工

程监督检查实施方案》，对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加固

维修及拆除重建项目２２个，面积５１３９３平方米，投资
４２９７３万元）进行监督检查。制订《攀枝花市西区监
察局关于２０１２年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执
法监察工作方案》，加强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退耕

还林、退牧还草、天保工程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和苦荞箐小流域治理项目

实施情况、工程质量、资金使用情况、目标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涉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

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保工程的违纪违法行为。制

订《关于开展征地拆迁专项检查的工作方案》，加强对

征地拆迁行为的监管，针对房屋拆迁安置中可能侵害

群众利益的问题开展监督检查，有效保护被征地农民

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对市场调控政策落实情况、节

能减排及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纠风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与
奖惩结合、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谁主管、谁负责”

“管行业必须管行风”的纠风工作机制，切实解决损害

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制定《攀枝花市西区纠风工作

目标考核办法（试行）》，有效改进政风行风。加大扶

贫项目资金监管力度，聘请扶贫资金项目管理群众监

督员１１人，监管各级资金２０５万元，切实维护农民群
众合法权益。强化教育收费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

查，检查中小学１６所、幼儿园１所，被检查单位春秋两
季收费均执行“一费制”收费标准，１５所九年制义务
制学校均认真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推进纠正医药

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工作，开展无证行医集

中清理２次，取缔非法行医摊点１３户次，查处案件２
件，没收器械４３件，没收药品约８千克，对２３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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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专项检

查，强化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强化食品药品领

域的安全监管，下达监督意见２９份，对涉药单位违法
行为立案５起，结案３起，罚没金额６２００元。纠正公
务员考录和企事业单位招聘中的不正之风，从计划审

批、方案核准、岗位条件的设置和审查、操作程序、考

试聘用等方面，组织开展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公开招聘的自
查自纠。认真开展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活动，以服务窗

口和基层站所为重点，发动社会各界对区政务服务中

心、区城管局等３３个部门进行评议，切实纠正被评部
门在工作作风、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专项治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扎实开展党政机关公务
用车问题专项治理，清理处置违规车辆１０台，对利用
公车接送学生的 ６家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限期整
改。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问题，１９人次主
动上交未能拒收的现金和有价证券价值 １１０９２万
元。开通“绿色通道”，１０人次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的
２５万元现金和价值１５万余元的礼品。深入开展清
理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进一步完善“小金

库”防治长效机制，规范“三公”经费支出。出台相关

规定，禁止利用节假日、学习考察期间公款旅游，禁止

违反规定打麻将，聚众赌博敛财。

【行政执法监察】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重要工作
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出台，对推进重要工作的

工作部门不履职、不正确履职或履职不力，影响工作

进度、工作效率、工作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部

门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责任追究。严格执行

新修订的《攀枝花市西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攀

枝花市西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办法》《攀枝花市西区

协议供货暂行管理办法》，对１３６个政府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和政府采购项目进行监管，节约资金２９３０３５
万元，节资率１８１８％。把握全国依托电子政务平台
加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区工作契机，对政务服

务事项进行再次清理，进一步规范办理流程，深入推

进电子政务建设，健全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构建四大

服务窗口，完善并联审批机制，搭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行政审批办理质量和政务服务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升。不定期开展效能检查，对发现的３个单位
４人次违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及时受理效能投诉，
累计办理效能投诉８件。

【开展“千名群众评机关”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月，区纪
委（监察局）对２０１１年全区第四次“千名群众评机关”
活动情况进行通报，督促各参评部门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认真整改，并取得成效。１２月，西区开展第五次“千
名群众评机关”活动，全区５８个部门（单位）（不含法
院、检察院）均被纳入评议范围。参评人员范围在上

年基础上增加党员代表、特约纪检员、特邀监察员和

基层纪检干部，参与人数达到８０７３人。评议方式采
取全区综合评议、部门组织服务对象自评和在攀枝花

市西区公众信息网网络评议三种方式进行。评议结

果，各参评部门（单位）工作作风、服务态度、行政效能

总体上得到群众的认可，综合评价满意率均达９０％以
上的有４０个。通过测评，查找出区委办公室、区政府
办公室、区纪委（监察局）、区委群工局、区财政局、区

政务服务中心、区住建局、区打私办、区国税局、区地

税局、区环保局、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

民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委编办工作中存在的１５个
方面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求各参评部门（单位）要

高度重视测评中搜集到的意见和建议，深入查找制

度、管理、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查漏补缺，从加强

教育、健全制度入手，切实抓好整改落实。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２０１２年，区纪委（监察局）针
对新时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新情况，坚持正反结

合、疏堵并举的原则，先后通过警示教育大会、全区干

部大会、专题学习（培训）会、集体谈心谈话等多种形

式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深入教育。加强宣教方式方

法创新，通过发放廉政贺卡、廉政台历、廉政书签、廉

政宣传（卡）单和编发《西区廉政》双月刊等形式广泛

学习宣传反腐倡廉建设相关内容。积极打造网络宣

传阵地，开通西区纪检监察网站。创新开展廉政文化

宣传月活动，通过“九个一”（开展一系列主题学习教

育活动、一次警示教育活动、一次勤政廉政谈话、一次

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评选活动、一次向典型学习活动、

一次主题征文活动，征集一批廉政文化／文艺作品，组
织一次“纪委开放日”活动）活动，扎实推进廉政文化

“八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进企业、进

医院、进景区）工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５８个部门
（单位）成立反腐倡廉课题研究小组，撰写课题调研报

告５２篇。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媒体加强反腐倡廉宣
传，在国家级刊物《科技日报》“维权说法”专栏刊发

《“十子工作法”实现执法监督无缝覆盖》专题文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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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在《攀枝花日报》刊发相关信息９篇，在攀枝花电
视台播出有关信息４期，省纪委采用１期，市纪委采用
２０期。

【开展纪检监察系统“三项建设”活动】　 ２０１２年 ６
月，西区按照省、市纪检监察机关的统一部署，结合西

区实际，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为期一年的“三项

建设”（能力素质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

主题活动，从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开始，至２０１３年６月
３０日结束。成立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任组长的
“三项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分动员部署阶段（２０１２年
６月２８日至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组织实施阶段（２０１２
年８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３年 ４月 ３０日）、总结验收阶段
（２０１３年 ５月 １日至 ２０１３年 ６月 ３０日）三个阶段
进行。

通过开展“三项建设”活动，实现“能力素质进一

步提高、思想作风进一步改进、基层组织进一步健全、

队伍形象进一步提升、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长效机

制进一步建立”的总体目标，树立纪检监察队伍组织

严密、管理严格、纪律严明、工作严谨，队伍团结好、作

用发挥好、执纪形象好、社会评价好的良好社会形象。

２０１２年开展“周末大讲堂”“岗位模拟训练”“城乡基
层纪检干部培训周”等活动，加大系统内外上挂下派

力度，打造“学习知识型机关”。全面开展“纪委书记

下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下基层”和结对帮扶活动，对

全区纪检监察系统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

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等开展不定期巡察，打造“服务实

干型机关”。强化组织建设、班子配备、内部管理，打

造“和谐规范型机关”。

【创建“十子工作法”】　 ２０１２年６月，区纪委（监察
局）在“三项建设”活动中，结合西区实际创新提出

“十子工作法”（举旗子、强班子、搭台子、照镜子、看片

子、结对子、揣本子、守箱子、出点子、查案子），切实解

决西区“三项建设”活动“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

举旗子：按照新时期党的建设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加

强自身建设的要求、区委区政府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要

求举旗子。强班子：强化组织建设，强化班子配备，强

化内部管理。搭台子：搭建工作平台，搭建学习平台，

搭建实践平台，搭建宣传平台。照镜子：对比党和群

众的要求、对比先进单位和人物、对比工作差距照镜

子。看片子：观看先进事迹片，观看警示教育片，观看

区情宣传片。结对子：单位与单位结对子，单位与个

人结对子，个人与个人结对子。揣本子：揣好学习随

记，揣好民情日记，揣好工作笔记。守箱子：守好民情

收集箱，守好信访举报箱，守好网络举报箱。出点子：

为西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单位工作出点子，为纪检监

察工作出点子，为帮扶对象出点子。查案子：强化案

件查办，强化行政监察，强化作风巡查。“十子工作

法”在西区纪检监察系统全面的实施，使纪检干部队

伍素质显著提高，全区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取得新进

展。此方法在省、市多家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并得

到市级领导的好评。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８日，由区纪
委组织开展的西区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

清香坪步行街举行，市纪委副书记杨吉斌，市纪委常

委、党风廉政室主任杨仕国，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

华，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郝刚，区政协副主席刘保宁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上，通过展板展示党的十八大重要精神及反腐倡廉重

要论述、纪检监察工作职责、廉政文化建设和“三项建

设”的工作成效，组织本土具有影响力的书画家和部

分学生现场进行书画展示，举行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

及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２０１２年廉政文化宣传月活
动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１月７日，主题为“廉洁西区、人
人参与”。其间，开展“八个一”活动：开展一系列主题

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一次警示教育活动，进行一次勤

政廉政谈话，开展“我身边的优秀纪检监察干部”评选

活动，开展一次向典型学习活动，开展“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 开创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主题征文活

动以征集一批主题鲜明、内容健康的廉政文化作品，

组织一次“纪委开放日”活动。通过广泛开展廉政文

化宣传，切实让廉政意识深入人心，强化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纵深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全区形成以廉

为荣、以贪为耻、讲究诚信、尊重法制的社会风尚。

【首次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 ２８
日，区纪委（监察局）结合西区关于深刻吸取“８·２９”
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

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以打造“阳光纪检”为宗旨，首

次举行 “纪委开放日”活动。邀请基层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特约纪检员、特邀监察员、乡镇（街

道）村（社区）干部、群团组织代表、机关干部、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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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企业基层干部、媒体代表等２０余人观摩西区纪委
（监察局）基层纪检组织建设、纪检办案谈话室建设、

行政效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９６１９６”服务热
线等工作情况，了解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流程和职能

职责。同时公开区纪委（监察局）信访、效能、纠风举

报投诉电话和西区纪检监察网站网址等信息，进一步

畅通信息渠道，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监督

作用。

【开通纪检监察专业网站】　 ２０１２年８月，区纪委（监
察局）开通“西区纪检监察网”，利用现代传媒开展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西区纪检监察网是开展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专业网站，设有“走进纪委”“领

导讲话”“廉政动态”“法规专栏”“以案鸣法”“廉政时

评”“廉政文化”“效能监察”“勤廉典范”“专项活动”

１０个栏目，并设有“三项建设”活动专栏。建有纪委
书记信箱、举报中心等窗口，以实现快速便捷的网上

举报和网上投诉。纪检监察网的开通，将成为西区反

腐倡廉宣传的窗口、信息交流的平台、联系广大人民

群众的纽带、监督党员领导干部的载体。

【编辑出版《西区廉政》】　 ２０１２年２月，区纪委（监
察局）创新宣传教育模式，编辑出版西区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宣传专刊———《西区廉政》。《西区

廉政》为西区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工作文刊，发行方式

为双月刊，通过党政网向全区各单位（部门）发放传

阅，同时分送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副县级以

上领导干部阅览。《西区廉政》设“要情传递”“工作

动态”“阳光纪检”“廉情观察”“以案鸣法”“调研文

章”“法规专栏”“微言微讯”８个板块，向广大读者传
递纪检监察知识信息。

【参与“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
日，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

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人死亡、５４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 ４９８０万元。事故发生后，区纪委
（监察局）反应迅速，成立由区纪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

的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参与事故抢险救援与

善后处置工作。８月３０日，印发《关于取消一切外出
活动和休假的通知》。９月３日，与区委组织部联合下
发《关于在肖家湾煤矿“８·２９”事故调查和善后处理
期间严肃工作纪律的通知》。成立督察组，深入各单

位（部门）、收治伤者的医院及家属接待点，对提供抢

险救援后勤保障及开展矿工亲属接待安抚等情况进

行现场督察。完成１户遇难者家属的安抚及善后处
理工作。积极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工作。

【信访与案件查处】　２０１２年，区纪委（监察局）加强
对网上举报箱、电话举报专线、信访绿色邮政的管理，

健全网络举报、受理、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切实抓好

信访举报工作，全年收到群众信访举报７５件次，办结
７５件次。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监
督管理工作规则》，不断完善查办案件岗位职责、工作

流程和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的作用，

建立片区协作办案制度，形成案件查办工作合力，全

年立案１５件１５人，其中基层纪检组织办理案件５件
５人；结案１４件１４人，党纪处分１２人，政纪处分３人，
移送司法４人。“８·２９”事故调查处理期间，对１名
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打麻将的违纪案件快审快

结，及时在全区范围内通报处理情况，起到了良好的

警示教育效果。

（盛敏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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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民革西区支部】　 ２０１２年，民革攀枝花市委西区支
部（以下简称“民革西区支部”）有党员１３名，主要来
自政府部门、司法部门、文教卫生系统。其中，副科级

以上领导干部６名，区政协委员３名（常委２名），市
政协委员２名。

２０１２年，民革西区支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
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自己的优

势，切实履行党派职能，积极建言献策，为西区的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全年召开组织

生活会５次。会议提出加强与西区统战部门及其他
民主党派的联系沟通；要求党员加强自身学习，在做

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西区

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注重开展形式多样、丰富

多彩的支部活动。

立足岗位干好本职工作，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

动。１月，民革西区支部党员积极参与大水井村送文
化下乡活动，为村民书写春联３００余副。２月，王建国
美术作品《牧归》《飞瀑》《清泉石涧流》《岁月》编入

《四川民革》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国画《早春》入选“丰收大
地”攀枝花市迎接中央十八大召开美术书法作品展。

中秋前夕，１０名党员参加民革攀枝花市委组织的“迎
中秋，庆国庆”读《团结报》话两岸和平统一演讲比赛

活动，夏世彬、王芳获三等奖。在１０月１２日的民革西
区支部活动会上，支部党员响应民革四川省委的号

召，自觉向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捐款１３００元。年底，民
革西区支部被民革市委评为三等奖，李群被评为年度

先进个人，市七中董新志被评为市地理教学学科带

头人。

加强调查研究，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全年，

民革西区支部多次组织党员深入基层调研乡村旅游、

特色农业、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格里坪工业园

区建设等，向区政协提交提案６件，并在区政协大会
上作题为《抓住历史机遇，促进西区文艺事业大发展》

的发言。

（王建国）

【民盟西区总支】　 民盟攀枝花市委西区总支部（以
下简称“民盟西区总支”）由原民盟攀煤支部、建校支

部、市七中支部联合组成，盟员主要来自教育界、企业

界、政府机关。２０１２年，民盟西区总支有盟员５０人，
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女盟员 １４人；高级职称
盟员３０人，中级职称盟员１０人；离退休盟员１４人；市
政协委员１人，区政协委员５人（常委２人）；区人大
代表１人。年底，民盟西区总支获民盟省委颁发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组织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２０１２年，民盟西区总支在盟市委的领导关心支持

下，在自身建设、参政议政、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取得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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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提高盟员整体素质。民

盟西区总支始终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等作为盟员提高自身素质必学内容，

采取全体盟员会议、自学等形式，了解先进的政治理

论、方针政策、科技文化、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等知识，

学习盟章盟史、统战理论、中共十八精神，了解国情、

省情、市情、区情、民情，为参政议政奠定理论基础，拓

宽知识面，提升自身素质，增强政党意识，提高参政议

政、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能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全

体盟员为做好本职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

事，树立民盟良好形象。

继续开展“同心思想”主题教育活动，以胡锦涛

“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

行”思想指导民盟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

设。８月，组织盟员参加盟市委组织的张澜故居、小平
故居、重庆民主党派陈列馆考察学习活动。考察结束

后，积极组织各支部盟员撰写考察学习心得体会上交

盟市委。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责。民盟

西区总支高度重视参政议政水平的提升和整体作用

的发挥，建立参政议政组织网络，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总支委员为小组成员。采取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等方

式，加强各支部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盟员来自各系

统、各阶层的优势，认真收集整理各领域意见、建议，

通过筛选加工，使有价值的信息转化为参政议政建

议，真正做到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引导盟员围

绕“十二五”规划和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把调查

研究作为重要抓手，全面了解情况，认真分析问题的

现象、根源，提出解决对策，不断提高议案提案的准确

度和实效性。同时，充分发挥盟员的自身优势，找准

参政议政的角度，精心选题，扎实调研，围绕发展，关

注民生，反映社情民意，撰写高质量的议案提案及调

研报告。西区“两会”期间，民盟西区总支５位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５条，主委卢宇作大会发言。

积极服务社会，树立总支良好社会形象。民盟西

区总支的社会服务工作传承民盟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的优良传统，坚持“把好事做实、把实事做好”的原则，

为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要求各

支部结合盟员的工作特点，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开展社

会服务工作的方法和思路，积极组织开展各项社会服

务工作。７月，总支积极响应全市“五创联动”战略决
策，筹款购买树苗，在新庄尖山植树 ２０棵，成活率

７０％。各支部盟员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会做好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４日，民盟西区总支在新庄尖山植树
（夏琼 摄）

事、做实事。一支部卢宇、华素等盟员，发挥自己的专

业优势，刻苦钻研，为企业提出建议５条；捐助攀枝花
市盐边县

"

鱼乡板桥大桥子村彝家女孩付某完成大

学学业。二支部发挥教师特长，盟员李光军应市财政

局邀请，对全市会计进行培训；马奇志为群众免费写

春联，并培训书法爱好者；杜逸玲、钟世昌为建筑工人

授课，为提高工程质量作贡献。三支部罗攀开展考前

心理辅导和考试指导，为市七中高考取得好成绩作出

应有贡献。

积极参加区政协、区委统战部举办的各项活动。

１２月，民盟西区总支积极开展为清香坪街道康家坪社
区送书活动，并与该社区建立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民盟西区总支主委卢宇一
行在定点联系单位清香坪街道康家坪社区开展送

书活动 （夏琼 摄）

组织盟员积极参加西区“千名群众评机关活动”，提出

一些有益的建议。拓宽盟员界别，积极发展中青年骨

·８８·



民主党派　工商联

干知识分子入盟，在医疗卫生系统、法院、政府机关发

展盟员６名。
（卢　宇　马奇志　罗　攀）

【民进西区总支】　 ２０１２年，民进攀枝花市委西区总
支部（以下简称“民进西区总支”）有在职会员２８人，
主要由学校教师和政府机关干部组成。其中：女性会

员１４人；市政协委员１人，区政协委员６人（常委１
人）；区人大代表２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人）；省
特级教师１人，省级骨干教师１人，市级学科带头人１
人，市级骨干教师８人，市级优秀教师３人。

２０１２年，民进西区总支认真学习贯彻民进第十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以中共四川省第十次代表大会

和民进四川省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为学习教育的主

要内容，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十八大召开后，全体会员认

真学习大会报告、决议和社论，把学习贯彻十八大精

神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２０１２年，民进西区总支发展１名事业单位副科级
领导干部为会员，为总支注入新鲜血液。选派代表参

加民进四川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加强组织建设，制定

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和学习制度，被民进市委评为“参

政议政工作先进单位”“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２０１２
年，民进西区总支有９人次参加西区“两会”，１人参
加、１人列席市政协会议。广大会员充分利用政协平
台，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就西区教育发展、城市建设

等民生问题撰写提案，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在区政协

六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会员以个人名义递交《安排财

政专项资金 全面完成基层劳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在蓝湖小区十字路口架设天桥》等提案，民

进西区总支递交《落实开展中小学书法课》集体提案。

在市政协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会员递交《关于调整

西区税收分成比例的建议》。

开展爱心资助贫寒学子活动，以定向资助和临时救

助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家境贫寒的在校生完成学业。继

２０１１年资助的２名学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后，２０１２年确
定２名“爱心助学”对象，给予定向资助，每学期各资助
８００元。认真开展服务社区社会管理工作，充分发挥会员
在教育战线的优势，通过担任结对联系社区清香坪街道

梨树坪社区青少年校外辅导员和开展送法律、送爱心进

社区活动服务社区居民。 （佟姝伟）

【农工党西区总支】　２０１２年，农工民主党攀枝花市
委西区总支部（以下简称“农工民主党西区总支”）有

党员２９名，分别来自党政机关，医疗、教育、金融、攀
钢、攀煤等１０多个企事业单位。其中：女党员２０人；
在职党员１８人，退休党员１１人；市政协委员１人，区
政协委员３人（常委１人）；区人大代表３人（人大常
委１人）。

２０１２年，农工民主党西区总支坚持把理论学习作
为思想建设的重要一环，坚持每月一次政治理论学

习。主要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农工民主党章程、统

一战线理论以及时事政治，并积极撰写心得体会和理

论文章。选派党员到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参加培训，订

阅《四川统一战线》《前进论坛》《四川政协报》等报

刊，作为全体党员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载体。

年底，农工民主党西区总支被农工民主党市委评为先

进支部，何英被市政府命名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注重社会调研，积极参政议政。农工民主党西区

总支始终把参政议政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党员中的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建言

献策，参政议政，坚持把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参

政议政的主题，提交数件有关保护煤炭资源、社会治

安、道路交通、环境保护、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和谐社

会等问题的提案和建议案，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２月，在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陈梦代表农工民
主党西区总支作题为《关于建立居家养老体系的建

议》的大会发言，引起与会领导和委员的热烈反响。

何英撰写了《关于辖区内中小学及幼儿园保健医生技

能培训的建议》《关于修建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大

门处地下人行通道的建议》。农工民主党西区总支提

交集体提案《关于西区法院加强执行力的建议》。

开展“统一战线进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工作。

２０１２年，农工民主党西区总支对口联系清香坪街道路
北社区及其他街道社区，在路北社区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和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开展义诊及送医送药活动，为孤

寡老人及留守儿童提供力所能及的义务服务。在攀煤

片区举办医学知识讲座，开展义诊及送医送药活动，并

开展其他捐赠活动。在其他社区与九三学社联合开展

义诊及送医送药活动，同对口联系单位区卫生局、区人

口计生局及其他兄弟党派开展相应的服务活动。

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咨询服务。攀煤支部党员除

多次在攀煤公司驻地进行义诊外，还先后到小宝鼎

矿、大宝顶矿、大龙潭乡、
#

鱼乡开展义诊及咨询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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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放宣传资料８００多份，义诊１０００多人次，免费
送给群众价值３０００多元药品。与其他民主党派联合
开展“科技之春”宣传及义诊咨询活动。在格里坪漂

流广场与区科知局密切合作，以活动展板、现场宣讲、

义诊咨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科普知识、医学常识，指

导群众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健康生活。

（丁　华）

【致公党西区支部】　 ２０１２年，致公党攀枝花市委西
区支部（以下简称“致公党西区支部”）有党员１４人。
其中：正科级干部３人，副科级干部２人；市、区人大代
表各１人；市政协委员１人，区政协委员４人。

致公党西区支部秉承“参政议政、致力为公”的党

派宗旨，夯实政治理论基础，关注民生民情，着眼科学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求真务实、奋发向上，开展支部

工作。

以社会服务为重点，加强与社区、学校和企业的

联系，社会服务呈现多元化。在社区，致公党西区支

部举办安全知识讲座，提高社区从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在学校，为市十八小学捐赠“致公爱心鼓号队”服

装１０３套；在企业，联系致公党攀钢支部技术专家对
德胜攀煤化工公司进行技术指导。

致公党西区支部抓住西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热

点，以及群众生活急需解决的问题，开展社会调研，撰

写调研报告和提案。全年，致公党西区支部撰写提案

１１件，占区政协提案总数的１６％；所作的《发展壮大
服务业 推进西区经济社会大发展》大会发言，深受区

委、区政府好评。

（徐尚贵）

【九三学社西区支社】　２０１２年，九三学社攀枝花市
委西区支社（以下简称“九三学社西区支社”）有社员

３０人。其中：科技界１２人，经济界４人，教育界３人，
医疗卫生界７人，政府机关４人；高级技术职称２３人，
占７６％，中级技术职称８人，占２６％；市政协委员 ２
人，区政协委员４人；市人大代表１人。敖进清被九三
学社攀枝花市委评为优秀社员，杨华友、古伯琼被评

为先进社务工作者。

社员敖进清参加市九届人代会，范华强、杨华友

参加市八届政协全会，范华强、杨华友、古伯琼、杨四

文参加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交提案６个。九三学
社西区支社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分别参加市、区两级

相关专委会组织的视察活动。积极收看中共十八大

召开盛况，并参加市、区组织的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

八大精神专题宣讲会。

制订《九三学社西区支社服务社区社会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并与清香坪街道路南社区居委会签订服

务协议，组织医疗专家在清香坪步行街开展健康咨询

服务、义诊及送医送药活动，组织医疗专家到玉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义诊及健康科普知识宣教，组织

市二医院文艺骨干参加路南社区举办的文化进社区

活动，范华强、杨四文分别走访慰问各自联系的３名
困难群众。全年支社开展活动２次。

（范华强）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致公党攀枝花市委“十八小致公爱心鼓号队”捐赠仪式在市十八小学举行
（区委统战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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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派　工商联

工商联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工商业联合会（以

下简称“区工商联”）有会员企业７３个，比２０１１年增

加１４个；有个人会员１３个。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创

新工作思路，努力搭建服务平台，以创先争优活动为

契机，切实抓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作。认真履职尽

责，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助手作用，引导非公有制企

业经济人士树立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理念，组织民营

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助、抗旱救灾等活动，完成德胜

攀煤化工公司、振亚汽车销售公司、西城佳园宾馆 ３

家非公有制企业关工委试点工作。在２０１２年省、市

工商联工作评比中，获四川省工商联系统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度综合工作一等奖，获攀枝花市工商联（商会）系统

一等奖３个、二等奖４个、三等奖２个。

【四届十一次执委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区工商联

四届十一次执委会在区政府主楼 ６１８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杨华友主持。会

议传达中共攀枝花市西区九届二次全委会、区人大十

届二次会议、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精神。会议强调，

建立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促进非公

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施“三创”工程（创业兴业工程、

创先争先工程、创新发展工程），构建四个平台（融资

服务平台、经贸合作平台、法律维权服务平台、科技与

人才服务平台），发挥区工商联五大作用（在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引导作用、在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在政府管理和服务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助手作用、在行

业协会商会改革中的促进作用、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中的积极作用）。会议安排部署“学雷锋”“感恩回

报、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活动，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

项，讨论通过并批准建财工贸公司、扬驰胶业公司、西

宇生物科技公司、德佑工贸公司、金雕工贸公司、钢城

集团瑞丰水泥公司等１４家非公有制企业和个体户加

入区工商联的申请，同时举行欢迎仪式。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

日，攀枝花市西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大会应到

会员９３人，实到会员８２人，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毛

明，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政协

主席袁大勇，市工商联副主席卢国胜，区委副书记邓

孝良，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铭，区政协副主席、区委

统战部部长张书川等领导出席会议。区政协副主席、

区工商联（商会）主席（会长）杨华友主持会议。会议

听取并审议杨华友代表区工商联四届执委会所作的

《站在新起点 实现新突破努力开创工商联工作新局

面》工作报告，并批准这个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选举产生第五届执委会执委２３名，选举杨华友

为第五届攀枝花市西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主席（会

长），选举方万林、向猛、李文学、刘映成、余昌友、赵顺

从为副主席（副会长），选举黄庆为秘书长。会议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闭会。

【组织非公有制企业高管参加礼仪培训】　 ２０１２年８

月３０日，区工商联组织全区非公有制企业４０余名高

管参加市工商联在攀枝花会展中心举办的非公有制

企业高管礼仪培训，由成都高级礼仪讲师王蓉主讲。

主讲人详细讲解了商务接待礼仪、商务服饰礼仪、会

客厅位置的摆放等方面的知识，参培人员觉得受益

匪浅。

【非公有制经济调研】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联将调研工

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确

定调研方向、选题、主题。由领导带队，深入非公有制

企业进行调研，了解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动态，总结成功的经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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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实现科学发展，所撰写的《关于

金沙江滨江休闲旅游度假区西区段的几点思考》《加

快推进彝家渔村建设 积极打造乡村旅游经济》等调

研文章受到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充分调动会员企业

参政议政的积极性，鼓励会员企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撰写高质量议案提案，更好更快地推动西区民营经

济发展。

（孙丽萍）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攀枝花市西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
（区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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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团体

人民团体

攀枝花市西区总工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工会 ３７４个，会员
２９９６８人，会员人数占职工人数 １００％，其中女会员
６７５９人，占全区会员总数的２３％。新增工会组织２８
个，新增会员２０００人。

全年，攀枝花市西区总工会（以下简称“区总工

会”）紧紧围绕区委和攀枝花市总工会决策部署，切实

履行工会组织“参与、维护、建设、教育”四大职能，积

极推进“两个普遍”（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

织、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建设，加强

职工书屋、农民工夜校建设。至年底，全区有职工夜

校３所，职工书屋１２个，配有电视、电脑和各类书籍。
４家企业获省“劳动关系和谐单位”称号。

【推进“两个普遍”建设】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３日，西区区
委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两个普遍”推进会，市、区总

工会，区人大、区政协相关领导７人出席会议。会议
要求各单位加快推进西区“两个普遍”建设，务必１年
内完成“两个普遍”工作任务。区总工会组织工资集

体协商指导员对全区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指导，做到责

任到位、任务到人，有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顺利

开展。按照“哪里有企业、哪里就要建立工会组织”的

要求，深入基层调研，积极扩大工会覆盖面。全年，西

区签订工资集体协议１１６份，覆盖企业２７４家。其中：
国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各１

份，完成率１００％；非公有制企业签订１００份，签订率
９０％；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议签订１４份。

【区总工会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２４日，区总工会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在区政务中
心四楼会议室召开，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胜攀煤化工公司”）等５０家企
业工会主席（区总工会委员）参会。会议由区总工会

常务副主席王瑶主持。王瑶向全委会作《西区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２年工作安排》报告，征求参会
委员对工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区总工会经济审查

委员会主任汪筠向全委会作《西区总工会２０１１年经
审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２年经审工作安排》报告。最后，王
瑶就２０１２年重点工作进行强调。

【安全生产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区总工会在
区政务中心会议室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格里坪镇、

各街道和规模以上企业工会主席４０余人参会。会议
由区总工会副主席薛峰主持。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王瑶全面总结上半年安全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工

作，强调基层工会干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会法》中“工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负有监督检查职

责”规定，履职尽责；企业工会要主动配合行政，在汛

期来临之际，加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深入开展“安康

·３９·



!"#$%&%'()%&*+,' !"#$%&&'

!"#$%&'(

()*+

杯”安全竞赛，及时向行政提出合理化建议，加大投

入，加强安全培训，确保西区安全生产顺利进行。

【财务暨经审工作培训】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区总工
会在区政务中心会议室举办西区工会经审、财务工作

培训，全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会财务人员、经费审

查人员和工会主席８０人参加培训。市总工会财务部
王晓雷为参训人员讲解《工会财务制度》，就税库银一

体化增收工会经费工作的重要性和相关经验进行交

流。市总工会经审办主任陈朝宪就经审工作的重要

性、必要性进行系统讲解。

【２０１２西区深化创新厂务公开管理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１８日，区总工会在政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西区深化创新厂务公开管理工作会”，德胜攀煤
化工公司等区属企业工会领导６０余人参会。会议由区
总工会副主席薛峰主持。会议对深化创新厂务公开民

主管理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下阶段工作任务，各基层工

会主席就创新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进行交流。

【劳模座谈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区总工会在区政
务中心四楼会议室召开劳模座谈会，省、市劳模，“五

一劳动奖状”获奖单位代表、“工人先锋号”代表、先进

工会代表和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主席 ５０余人参
会。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王瑶充分肯定劳模在西区

经济社会建设中做出的重要贡献，鼓励劳模继续在各

自的岗位上建功立业。劳模代表围绕“劳动伟大、劳

模光荣、和谐发展”主题，畅谈体会，交流经验。

【西区首届电工、钳工、焊工技能大赛】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６日，区总工会组织辖区企业开展电工、钳工、焊工选
拔赛，德胜攀煤化工公司、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重啤攀枝花公司”）等９家企业２０００
多名职工参加。参赛选手现场进行相关技能操作比

赛。经过近２个月的选拔，推荐６５名优秀选手参赛。
６月１４日，西区首届电工、钳工、焊工技能大赛在德胜
攀煤化工公司举行，６５名选手参加。大赛分笔试和现
场技能操作两部分。经过激烈角逐，评选出个人奖１８
名，其中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６名，三等奖９名；评选出
优秀组织奖３名。

【劳模档案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总工会继续贯彻落实

省、市《关于加强劳模服务管理的实施办法》，进一步

完善劳模档案管理。截至年底，全区有劳模 ４０人。
其中：省劳模 １５人，市劳模 ２５人；大专以上学历 １８
人，占劳模总数４５％；男性３２人，占劳模总数 ８０％。
元旦、春节期间，发放劳模慰问金３３５４０元。

【“建言献策”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总工会鼓励企业干
部职工围绕“生产经营管理”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全区

４０多家企业参与。干部职工从本企业实际出发，普遍
采用实名制，对本企业生产经营现状、企业技术革新、

企业发展前景、企业管理改革、职工利益保障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全年，１５２名干部职工提合理化建议
１８２条，被企业采纳实施１４３条，创造经济效益１８０余
万元。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企业”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总
工会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企业”活动。５月，制
定“西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企业’责任书”，并先

后与４０余家企业签订责任书。该责任书明确开展
“进企业”活动责任目标及工作任务、考核标准、奖惩

机制。区总工会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落实领导责任追

究制和监督检查等措施，督促企业抓制度建设，抓设

施投入，抓责任落实，建立完善环境综合治理长效机

制，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全年，区总工会走访企

业８３家，检查督促环境卫生整改５２处，参加卫生清理
１８次，悬挂宣传标语２０余条。

【“工人先锋号”创建】　 ２０１２年，区总工会组织辖区
规模以上６０多家企业开展“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
各基层工会组织以创建“一流工作、一流服务、一流业

绩、一流团队”为主题，以车间为单位，在职工中开展

“六比一创”（比技术革新、比管理水平、比节能降耗、

比技能素质、比安全生产、比工作效率，创工人先锋

号）活动和“五小竞赛”（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革、小

设计、小建议）活动。“工人先锋号”创建活动激发了

广大职工学技术的热情，“五小竞赛”活动为企业创造

经济价值２０余万元。重啤攀枝花公司酿造车间、华
阳煤业公司一矿通风班、德胜攀煤化工公司发电厂获

市级“工人先锋号”称号。

【“工资集体协商”宣传】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区总工
会与区委统战部、区科知局、区卫生局、区人口计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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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３家单位在格里坪漂流广场举办工资集体协商宣
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及现场发放宣传单

方式向当地职工群众讲解工资集体协商对职工和企

业的意义，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会法》和涉及工资集体协商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宣传材料２０００余份，接受技术咨询３０余人次，送
发价值６００多元的生活用品。

【送温暖活动】　 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期间，区总工会走
访慰问困难职工９６２户，发放慰问金３８２６万元。其
中：区级领导走访困难职工家庭２７户，每户发放慰问
金５００元；区总工会走访慰问困难和特困职工家庭
８９５户，每户困难家庭发放尉问金３００元，每户特困家
庭发放慰问金５００元；走访困难农民工４０户，每户发
放慰问金３００元。６月，区总工会走访金盛达公司、重
啤攀枝花公司，叁旺公司等企业，看望慰问坚守在工

作一线的职工和农民工，为其送去茶叶、毛巾、白糖、

绿豆等价值４万余元的防暑降温品。开展“寒窗助
学”行动，向１６名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和２９名贫困
高中学生提供助学金７６万元。

【党员志愿者宣传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区总工
会联合西区党群联合支部、清香坪街道路北社区 １２

名党员志愿者在清香坪开展党员志愿者宣传活动，现

场向群众宣传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计划生育及艾滋病

预防等相关知识，发放《西区总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宣传提纲》《工资集体协商政策选编》《计划生育手

册》及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咨询群众达到
１０００人次。

【职工登山活动】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上午，区总工会在
苏铁山举办登山活动，辖区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近

３００人参加比赛。活动以西区河门口攀钢石灰石矿维
修大院为起点，攀枝花苏铁自然保护区门口为终点，全

长约２千米。经过近２小时的角逐，分别评选出男女组
一等奖各１名、二等奖各２、三等奖各３名。

【特别关爱行动】　２０１２年，市、区两级工会帮助７５名
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救助困难职工家庭２４人，
发放救助金７９３万元。对下岗工人（农民工）进行再
就业培训，举办餐饮、电脑培训班 １２期，培训 ６００余
人。为１９２９名职工进行免费体检。开展女职工特殊
大病互助保险工作，完成参保３２２２人，代收保险金４１
万元。全年，西区格里坪镇及６个街道全部建立帮扶
分中心并延伸到部分社区。

（孟欢欢）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团（工）委１３个，团
总支１３个，团支部２９６个，团员３５２３人。新增团支
部４４个，发展新团员８０５人。

全年，各级团组织开展卫生清理、文明劝导、集中

宣传等活动４００余次，参与活动１２００余人次。义务
网吧监督员义务监督８０余次，参与区文体旅游局检
查３８次，检查网吧１６０余家，取缔无证经营网吧８家，
查处网吧违规接待未成年人上网 ２家。开展
“‘１２３５５’阳光行动”“保护明天———我们在行动”“远
离毒品，真爱生命‘６·２６’国际禁毒日”等系列宣传活
动６０余次。开展模拟法庭、法律辩论赛等法制宣传
教育活动２２次。帮助黄成龙、许鹏、曾凡荣３名自主

创业青年分别贷款１０万元。获团市委“五四红旗团
委”“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关爱留守学生（儿童）、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工作先进集体奖”。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第十次代表大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２９日，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西
城佳园宾馆召开，当日下午闭幕。大会应到代表１２０
名，实到代表１０８名，团市委书记许军峰到会并致辞，
区级领导赵中、叶勇、高继兵、秦福贵、尚滟佳、钟礼

彬、张惠芳、罗文玉、刘保宁等出席大会。团区委书记

倪雪峰主持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第九届团区委向大

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过去５年西区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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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出今后３年西区共青团组织将着力推进青春
育人、青春建功、青春主力、青春和谐、固本强基五大

工程。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西区委员会第十届委员

会委员２０名、候补委员９名。会议选举产生第十届团
区委常委、书记、副书记，刘月林、李勇毅、张林、赵东、

柴玉珠、倪雪锋、廖敏当选第十届团区委常委，倪雪峰

当选第十届团区委书记，刘月林当选副书记。

【举行实体化大团委建设新建直属团组织集中成立

仪式】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格里坪镇团委在格里坪
镇政府综合楼举行“格里坪镇实体化大团委建设新建

直属团组织集中成立仪式”，新建直属团组织负责人、

镇团委委员和部分团员青年代表４０余人参加会议。
镇团委书记廖敏对实体化大团委建设工作进行全面

的政策解读，指导各新建直属团组织负责人开展工

作。镇党委副书记、镇纪委书记蒋莉娟宣读《关于命

名格里坪镇实体化“大团委”新建直属团组织的决

定》，决定命名民兵青年团支部等２５个团支部为格里
坪镇实体化大团委新建直属团组织，对全镇实体化大

团委建设和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新要求，并为“格里

坪镇民兵青年团支部”“农兴山药专业合作社青年团

支部”两个市级特色直属团组织授牌。

【签订共建大学生与社会实践基地协议】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４日下午，区环保局团支部与攀枝花学院生物与
化学工程学院团支部在区环保局会议室举行建立大

学生与社会实践基地协议签字仪式，攀枝花学院生物

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邹敏、团区委书记倪雪锋、区环

保局局长李莉等１０余人参加签字仪式。双方就基地
共建促进西区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生物与化学工程

学院教学与实践结合、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

面达成一致意见：西区环保局将接受该学院学生到区

环保局参加实践活动，学生以环保志愿者身份协助环

保科研工作；区环保局邀请该学院师生参与环保课题

研究，区环保局领导及科室负责人担任课题研究导

师；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教师对西区环保局人员进行

培训，提供技术指导。

【非公有制企业与驻外团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团区
委重点加大非公有制企业和驻外团组织团建力度。

全区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３３５家，新社会组织１４０家。
团区委对全区未建团组织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

会组织进行调查摸底，鼓励符合建立团组织的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建立团组织，开展团组织活

动。全年，新建非公有制企业团组织１９家，驻外团组
织３家。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２０１２年２月５日，团区委、格
里坪镇与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攀枝花中心分校

联合开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由省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教师授课，主要培训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生态农业

开发及农产品营销等内容。培训采用理论学习与田

间试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参培的５４名学员，主要
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包括部分村社干部，学员年

龄最大５６岁，最小１７岁。全年，团区委积极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举办各类培训班４期，培训城镇失业青年
８０余人、农村青年１２０余人。

【关爱特殊青少年志愿服务】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团
区委联合区关工委、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区卫生局

团支部在攀枝花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市特

校”）“弘扬雷锋精神 齐绘百米长卷 关爱特殊青少

年”志愿服务活动，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长尚滟佳，

团区委书记倪雪锋，玉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勇毅参加

活动。活动首先举行升旗仪式，全校学生用手语“唱”

国歌。尚艳佳为学生代表赠送学习书籍和体育用品

并宣布活动开始，市特校１００多名学生在长长的横幅
上画出自己心中的雷锋，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１５名
志愿者现场指导，区疾控中心志愿者为１３０名学生进
行免费健康体检。

【大学生社会实践】　 ２０１２年７月，团区委组织攀枝
花学院４０名学生参加西区社会实践。大学生针对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在格里坪镇、各街道进行调查，发放

问卷调查表１０００份，撰写调查报告２篇，主要反映基
层组织建设、新村建设等问题。参加格里坪镇社会实

践的大学生以“关注留守学生健康成长”为主题，对

２６名留守儿童开展心理辅导、暑期安全知识讲座、学
习辅导、戏剧模范秀等活动。河门口街道团工委组织

大学生为辖区１１６名中小学生进行为期６天的暑期文
化课补习，主要补习语文、数学、英语和电脑知识，并

利用课间休息开展篮球赛、趣味体育等活动。

【组织流动儿童参加“童缘”夏令营活动】　 ２０１２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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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８—２２日，摩梭河街道团工委与攀枝花市援助少

年儿童志愿者协会合作，利用暑假组织辖区１０名８～

１４岁流动儿童参加由攀枝花市援助少年儿童志愿者
协会举行的首届“童缘”流动儿童公益夏令营活动。

该活动主要开展社会心理辅导、趣味体育运动、体验

式游戏、生活技能培训、儿童剧场等活动，所有活动由

专业人士辅导。

【看望留守儿童】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六一”儿童节
到来前，团区委联合四川省电力公司攀枝花西城供电

局团支部青年志愿者看望市十三中小学８名留守学
生代表。志愿者在教室与这些学生拉家常，了解他们

的学习、生活以及课外活动情况，鼓励他们认真学习，

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经常

与父母交流思想和感情，并祝他们节日快乐，赠送书

包、笔记本等学习用品。

【帮困助学】　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团区委书记倪雪锋带
领团干部看望慰问高家坪社区白血病患儿刘承尧等５
名特殊少年儿童。倪雪锋仔细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

况及春节活动安排，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努力学习，自立

自强，早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每人送慰问金５００
元。春节、“六一”儿童节期间，团区委看望辖区部分留

守学生、脑瘫儿童、家庭困难学生，送慰问金２５００元和
价值５０００余元的慰问品。为考上大学的困难学生争
取到 “我要上大学”项目资助金近５万元。

【“六一”儿童节慰问】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上午，团区
委书记倪雪峰、副书记刘月林陪同区委常委、区委组

织部部长尚滟佳看望格里坪镇竹林坡村、大麦地村２
个办学点学生，为孩子们送去书包、文具、篮球等文体

用品。尚滟佳详细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办学条

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勤奋学习科学

文化知识，做一名懂得感恩的人，成为对国家有用的

人才。同时，尚滟佳看望了２个办学点的教师，感谢
他们长期扎根山区，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为国

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

【举办学雷锋讲座】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团区委、区
关工委联合玉泉街道在矸石电厂社区会议室举办“雷

锋精神从我做起”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讲座，玉泉街

道１３８名青少年人聆听讲座。玉泉街道“五老”志愿
者吴永发详细介绍雷锋的生平，学雷锋纪念日的来历

以及青少年该如何弘扬雷锋精神等，鼓励青少年认真

学习弘扬雷锋精神，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

业无限忠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希望青少年

结合实际，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时刻牢记自

己的责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争做“四有”好少

年，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刘月林）

攀枝花市西区妇女联合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妇联组织７０个。其中：
格里坪镇妇联１个，街道妇联６个；社区妇女委员会
３２个，村妇女代表大会１０个；机关单位妇女委员会１９
个，西区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妇女委员会１个；西区工
会女职工委员会 １个。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

“区妇联”）完成《攀枝花西区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攀枝花西区儿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以下简称“两纲”）审定，开展宣传教育、学习培训、

家庭教育、维权帮困、超额办理财政贴息小额贷款等

工作。全年上街宣传４０余次，散发各类宣传资料２万
余份，办板报７０余期，举办协办女性综合素质、维权、
健康知识等各类培训４０余次。组织区属中小学举办
家庭教育专题讲座８０余次，召开家长会６００余次。接
待群众来信来访２００余件，其中区妇联２７件，结案率
１００％。区妇联获省妇联“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

【完成“两纲”审定】　 ２０１２年，区妇联完成《攀枝花
西区妇女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攀枝花西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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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审定及下发工作。９月，将
“两纲”（草案）提交区政府十届十三次常务会审议。

１１月，将修改后的“两纲”（草案）提交区委九届二十
六次常委会议审议并通过。１２月１１日，“两纲”印发
各成员单位，指导全区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妇女儿童工作。

【法制宣传】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７日，区妇联联合区人
口计生局、区司法局、各社区卫生站等单位在清香坪

步行街、叁叁超市门口、太平社区灯光球场等人群密

集地方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向女性农民工提供讨要工资的途

径和方法，解答工伤保险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发放

《妇女权益保护法》２００００份，解答咨询１０００人次，受
教育人数５０００余人次。

【“三八”妇女节文艺汇演】　 ２０１２年３月７日上午，
区妇联与清香坪街道在清香坪步行街联合举办“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型文艺汇演，格里坪镇和其他

街道、区级机关单位、区属学校 １００余人参加演出。
演出舞蹈《青花瓷》《吉祥如意小花龙》、独唱《我和草

原有个约定》、快板《党风廉政建设得民心》等１２个节
目，４００余人观看演出。

【女干部培训】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区妇联组织全区
副科级以上女干部以及妇联干部参加市纪委、市委组

织部、市妇联在攀枝花会展中心联合举办的“魅力女

性 智慧人生”专题讲座，１００余名女干部聆听川大教
授张皓的专题讲座。张皓从女性压力来源、产生因

素、应对方法等方面进行讲解。７月２２—２９日，组织
西区１０名妇女干部参加清华大学开办的四川省优秀
女干部领导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学习。该研修班设

有科学发展观与干部素质提升、领导者语言艺术、古

典诗词欣赏与人文素质提升、压力管理与心态调试等

课程。全年，区妇联举办协办女性综合素质、维权、健

康知识等各类培训４０余次，参训妇女２０００余人次。

【举办家庭教育巡回讲座】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９日，
区妇联邀请省家教讲师团教师李萍在市十八小学等７
所学校作１２场家庭教育巡回讲座，全区４０００余名家
长聆听。李萍结合大量生动的案例，就培养孩子自主

生活能力、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帮

助孩子获得成功体验，以及如何帮助孩子顺利度过青

春期等内容进行讲解。讲座内容切中家庭教育困惑

和难点，使家长认识到在孩子教育问题上许多误区，

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方法。每场讲座完毕后，李

萍接受众多家长的咨询。

全年，区关工委联合团区委、区妇联、区教育局等

单位举办家庭教育讲座３００余次，向从事家庭教育工
作的领导、区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中小学校和幼儿

园教师、贫困妇女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农民工家庭赠

送价值１万多元的《家教的艺术》２００余套，赠送《家
庭教育》杂志５００余册。

【关爱妇女儿童】　 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区妇联走访慰
问“三八红旗手”邹贤红、岳明华。“母亲节”前后，区

妇联带领基层妇联组织给１０位母亲送去慰问金４０００
元。“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困难儿童４名，送慰问
金１６００元。１０—１１月，组织６５８名女职工进行妇科
普查。

【财政贴息妇女小额贷款】　 ２０１２年６月，西区启动
财政贴息妇女小额贷款工作。通过上街搭台、上门发

资料、上门口头讲解等形式，使妇女财政贴息小额贷

款政策家喻户晓。协助有贷款意向的农村妇女、商户

和企业做好申贷资料准备，协调相关银行为贷款户提

供优质跟踪服务。全年，西区完成贴息贷款２８７８５
万元，完成市政府下达 ６５０万元贷款目标任务的
４４２８５％。其中：城市获贷妇女 １２９人，获小额贷款
２２８８万元；农村获贷妇女 ９２人，获小额贷款 ５９０５
万元。

【信访维权】　 ２０１２年，区妇联完善《西区妇联信访工
作制度》，规范信访接待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妇联干

部热情接待上访群众，积极解决上访诉求，努力做好

矛盾化解，理顺情绪，维护社会稳定。全年，区妇联接

待来信来访２７件（不含基层妇女组织接待数），结案
率１００％。其中：婚姻家庭类２３件，占来访案件８５％；
劳动和社会保障类 １件；人身权利类 １件；综合类
２件。

（张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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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武装

【概　况】　２０１１年，西区有地方武装部１个；有基层
武装部１３个，其中镇武装部１个，街道武装部６个，企
事业单位武装部 ６个。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武装部（以下简称
“区人武部”）以部队全面建设为抓手，以“政治合格、

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为总目标，

贯彻“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推进军

民融合式发展，按照“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

军事任务”的要求抓好战备工作，确保为地方经济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作出贡献。全年投入劳动日２０余
个，出动民兵预备役人员３５００人次，植树造林２万多
平方米，帮助基层村社和企事业单位成立民兵应急分

队巡逻队８个，协助公安机关执勤、巡逻守卡、参加整
体联动等出动民兵预备役人员６００余人次，组织民兵
圆满完成应急维稳１０次、森林火灾扑救任务２次、重
大矿难抢险救援任务１次。４月５日，区人武部调动
民兵参与格里坪抗旱救灾的新闻报道被四川电视台

采用。全年，区人武部新闻报道被《解放军报》采用４
篇，被《战旗报》采用５篇，被地方媒体采用４０余篇。

【机关军事训练】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部把机关训练作
为年度军事训练的抓手，采取共同科目训练、专业训

练、战术训练三阶段训练方式，做到训练时间、人员、

内容三落实，抓好通用科目训练，强化军事技能、军事

指挥训练。３月５—９日，区人武部组织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集中进行军事理论、识图用图、作战文书、计算机

（含手工）标图、战备值班系统使用等科目集中训练，

采取“训考结合、人人过关”办法，把每一个科目训懂、

训实、训到位，机关人员的军事理论水平、组织训练指

挥协同能力得到显著提高。

【民兵实战演练】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４—１７日，区人武部
组织全区 １２５名应急民兵和通信保障、应急医疗保
障、交通运输保障 ３支民兵专业技术分队进行针对
性、检验性演练，内容包括动员集结、防爆处突、医疗

救护、运输和通讯保障等，演练帮助官兵理清防灾救

灾中组织指挥程序，明确各分队职责任务，掌握应急

处突方法。６月１９—２２日，组织１２５名应急民兵和全
体专武干部进行防汛集结演练，推演实战背景下动员

集结、救灾物资工具请领配发和使用、防汛救灾力量

分布、组织指挥程序、抢险救灾方法等内容的规范化

操作，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专武干部训练】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８日，区人武部组
织辖区基层专武干部和人武部职工２１人在区民兵训
练基地集中培训，采取连队化管理、院校式教学训练

模式，对“两个经常性工作”进行培训。区人武部部长

鲍俊华作动员讲话，军事科张浩、政工科陈竹分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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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动员、征兵工作、民兵组织建设、民兵思想政治工

作等业务知识进行讲解培训，培训主要采用室内教

学、室外操课、射击场打靶等方式，开展队列、射击、战

术标图、军事地形学等科目训练，提高专武干部军事

素质，优化基层武装工作的内容、方法和程序。

【应急分队集训】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１日，区人武部
组织辖区１２５名应急民兵进行为期１０天的集中训练，
对快速动员集结、单兵队列、班排队列、警棍及盾牌使

用、战术基础、轻武器知识、防爆处突、抢险救灾等科

目进行强化训练，采取新老结对、以老带新、同台竞

赛、同步考核的训练方式，激发队员训练热情，实现民

兵应急分队新老队员军事素质无缝对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区人武部举行民兵应急分
队防暴训练

【战备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部加强战备值班要素
整合，严格战备值班制度，执行２４小时不脱岗制度，
保持区人武部和基层武装部战备值班正规规范。健

全值班信息沟通体系，确保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顺

畅。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对官兵进行军队根本职能和

形势战备教育，贯彻“多样化军事斗争训练”会议精

神，把法律战、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融入作战方案，

修改完善各种作战预案。完成地方军队专业对口技

术人员统计及国防动员数据库和作战数据库调查。

３—６月，组织机关、专武干部完成机关战术作业和指
挥所演习，突出参谋新“六会”（会读、会记、会算、会

写、会画、会传）和“四种能力”（指挥能力、训练能力、

教育能力、管理部属能力）素质培养。４月１６—２８日，
组织应急民兵分队、通信保障分队、医疗保障分队、交

通运输保障分队１２５人开展抢险、应急、维稳、集结拉
动演练，提高应急机动能力。其中，１８日参加攀枝花

军分区在渡仁西线进行的防灾减灾集结演练，２８日
在格萨拉大道组织全区防灾减灾实战演练。

【民兵整组】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区人武部按照“组
织健全、专业对口、技术配套、人员集中”的原则，在全

区开展２０１２年度民兵组织整顿。３—５月，突出抓好
以抢险救灾、战备执勤和处突维稳为重点的民兵应急

分队建设，建立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民兵专业技术分

队，提升民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巩固完善区、

镇（街道）、村（居委会）三级应急体系，按照“规模适

当、布局合理、结构科学、重点突出”要求，形成民兵建

设新格局，确保应急、处突、维稳、抢险救灾等任务需

要。整编后全区基干民兵分队有１４个（应急分队１２
个、支援分队１个、储备分队１个），民兵１２０人。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应急民兵参加“西区２０１２
防灾救灾综合应急演练”

【征兵工作】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区人武部征兵办公
室在人武部会议室组织召开征兵工作作风教育整顿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区委常委、区人武部部长鲍
俊华（右一），政委蒲文军（左三）检查藏区“９＋３”
学生征兵体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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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１４个征兵工作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会。会议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征兵工作条例》以及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成都军区和省军区关于廉洁征

兵的政策法规，市二医院、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负责

人就征兵体检、政审进行经验交流。其后，运用电子

屏、标语、传单、手机等多种形式进行征兵宣传，１４６名
青年报名应征。９月，完成应征青年预征工作。１０

月，完成藏区“９＋３”学生新兵征集任务。１２月，圆满
完成新兵征集任务。

【国防教育】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部利用民兵整组、军事
训练、征兵、学生军训、全民国防教育日等活动开展多

种形式国防教育。７月３１日，西区国防“军事日活动”
会议在区人武部召开，西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和全区

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区人武部部长鲍

俊华主持。会议宣传国防教育和国防动员的重要性，

理清抓国防后备力量的思路，明确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的方向。全年，区人武部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在清香

坪步行街、淘家渡市场门口、格里坪镇政府驻地宣传

国防知识，向群众散发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在各基层
武装部张贴宣传画３０余张，受教育群众３万余人。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４—１５日，区人武部组织大宝鼎街道武装部民兵４０人
和区国土资源分局执法人员在大宝鼎街道灰家所至

干巴塘一线开展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抓获私挖盗采犯罪分子６名，驱散闲杂人员３００余
人次，缴获各种非法盗采工具１６件。

【煤炭运输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民兵煤炭执勤大队
制定各项煤炭管理措施，在原有《民兵煤炭执勤大队

工作职责》基础上建立《民兵煤炭执勤大队“八不

准”》《货场巡察登记制度》《值班员值班制度》《考勤

奖惩制度》及煤炭进出量周报表，规范对执勤队员的

管理。严格煤炭运输管理政策、规定，积极配合地方

煤管部门对全区８个煤炭铁路货场的外运煤炭进行
监督。全年，检查验收票据 ５万余张，制止 ２６起次
２６０吨 无 票 据 非 法 冲 岗 现 象，全 区 进 出 煤 炭
３００５２５吨。

【山火扑救】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１４时，格里坪镇新庄
村银河汽修厂后山发生山火，区人武部组织格里坪镇

民兵２０人协助区专业扑火队扑救。２０时，山火被扑
灭。６月１２日１５时３０分，区人武部接到格里坪工业
园区华益加气站对面发生火灾的报告，立即组织格里

坪镇应急民兵２０人前往火场扑救，成功阻止一场森
林火灾。

【抢险救援】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西区旱情严重，全区
２９２万平方米农作物受灾，１８００余名村民饮水困难。
３—５月，区人武部出动消防车４０余台次，为旱情最严
重的格里坪镇苦荞村、滥坝村送水２００多吨，解决９００
余人的饮水困难。至６月，调动民兵１０００余人次帮
助格里坪镇５个村开展送水、保苗、挖沟疏渠等抗旱
工作。９—１０月，出动民兵１３００余人次、车辆２７０余
台次参加“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全年参加救灾
２３００余人次，动用车辆３１０余台次。

【政治学习】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部以“赞颂科学发展成
就，迎接党的十八大”“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两项

教育为主线，抓好干部职工、专武干部和广大民兵预

备役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１１月 ２６日至 １２月 ２１
日，区人武部党委组织专武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

精神，组织专武干部２２人参加四川省军区、攀枝花军
分区学习培训，派出７个民兵宣讲分队开展中共十八
大精神“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及“党在我心中”宣

讲活动。执行政治纪律“十不准”、军队党员“七个决

不允许”和政治纪律“九个严禁”。组织干部职工、专

武干部集中学习“钓鱼岛”涉日工作宣传提纲。开展

法制教育“四个一”活动，组织观看《欲海深渊》等警

示片５部。

【干部职工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人武部落实干部思想
汇报制度，定期组织群众民主评议干部，规范干部“四

圈”（工作圈、生活圈、娱乐圈、社交圈）、“三外”（营区

外、８小时以外、家庭以外）管理。做好１名转业干部
安置工作。执行上级有关职工管理规定，依照部队条

令条例规范职工言行。与区人社局协调，对民兵训练

基地和武器仓库进行定岗定编，增强职工工作积极

性。全年，调整专武部部长１名、专武干事３名。

【车辆管理】　 ２０１２年１月６日，区人武部组织单位
驾驶人员及单位私家车驾驶人员９名学习《中国人民
解放军安全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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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车辆交通安全管理规定》。５月８日，对本部３
名驾驶员就无“派车令”出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不按

“派车令”批准路线行车、公车办私事等突出问题进行

作风纪律整顿。２９日，对作风整顿情况进行检查，明
确派车用车权限，杜绝公车私用现象。６—７月，组织
区人武部３名驾驶人员学习成都军区下发的车辆管
理“八个严禁”（严禁超速行驶、严禁强行超车、严禁

走禁行路、严禁疲劳驾驶、严禁带故障出车、严禁无证

驾驶、严禁不服从交警指挥、严禁行车中使用手机），

纠正驾驶人员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驾驶作

风恶劣以及不文明、不道德的驾车陋习。全年，区人

武部切实加强车辆管理，保障训练、生活、学习用车，

无交警抄告违规违法记录，无车辆事故发生。

（庄玉林）

消　防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公安消防大队
（以下简称“区消防大队”）检查单位１５５０家，发现
火灾隐患４１０９处，督促整改４１０９处。下发责令改
正通知书１１２３份，临时查封２３家。立案２８起，办
理“三停”（停产、停业、停止施工）１４家，拘留６人，
罚款４２０３万元。消防设计审核 ５个，竣工验收 １
个；消防设计备案５个，验收备案１１个；开业前消防
检查６家。全区发生火灾 １６起，直接财产损失
１９２９万元，无人员伤亡。

【火灾扑救】　２０１２年２月９日１６时１４分，大宝鼎街
道沿江矿社区食堂旁民房发生火灾，区消防大队苏铁

路中队立即出动３台消防车和１８名消防官兵赶赴现
场处置。攻坚班火情侦察后即刻疏散群众，实施警

戒；战斗一、二班分别出动水枪２支从东、西面阻止火

沿江矿民房火灾扑救

势蔓延。１６时４０分，中队利用手台机动泵，从矿区蓄
水池抽水，保证火场持续供水。１７时许，支队防火处
处长伍文松、司令部副参谋长霍建鑫和增援力量相继

赶到现场，迅速成立火场指挥部。１８时２５分，扑灭大
火。此次火灾烧毁民房５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３万
余元，无人员伤亡。

【消防通道整治】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下午，区消防大队
联合工商、交警、城管、派出所等单位１０余人，对全区
２０余家人员密集的商场、市场消防通道进行检查。经
查，部分场所消防通道狭窄，不合规范；摊贩占用消防

通道经营，给市场造成严重消防隐患。消防大队联合

相关单位督促市场业主履行消防安全责任。经整治，

市场消防通道恢复畅通。

【“畅通生命通道”集中整治】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９日至
１０月２８日，区消防大队开展“畅通生命通道”消防安
全集中整治行动。大队党委召开会议，成立“畅通生

命通道”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目标，通过

网格化排查、定期督查及重点抽查，严厉打击各类消

防违法行为，消除火灾隐患，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网络等媒体及时对其曝光。组织消防志愿者开展消

防“六进”（进社区、进商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

进家庭）活动，针对不同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为广大市

民讲解防火灭火知识和火场自救逃生常识。出动警

力３５８人，检查单位１７９家，立案２起，“三停”２家并
罚款７万元，查封４家。发放各类消防宣传资料１６００
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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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４—９月，区消
防大队在全区开展消防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４月
２１日，召开会议，成立以教导员张明学为组长的专项
行动领导小组，制订工作方案，按照“四讲四不讲”（讲

政治不讲条件、讲法律不讲情面、讲方法不讲蛮干、讲

效果不讲排场）执法模式，全面开展“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其间，区消防大队集中警力进行安全隐患大排

查，同时开展宣传活动，发放消防宣传资料１万余份。
专项行动出动检查人员１０７６人次，检查单位５３８家
次，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４１１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９
份、临时查封决定书１１份，责令６家单位停产、停业、
停止施工，罚款１５．０４万元，拘留３人。

【“８·２９”事故救援】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攀枝
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

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区消防大队全勤动员，迅速进

入“战时状态”，出动消防车５台、消防官兵２０余人赶
赴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同时，市消防支队调集

消防车１０台、消防官兵５０余人增援。支队长张步权
要求全体参战官兵坚持“救人第一”和“科学施救”的

原则，做好官兵个人防护，服从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

挥。政委陈琳要求积极做好全体官兵思想工作，强化

后勤保障力度，严格按照党委、政府指示要求开展好

抢险救援、秩序维护和宣传报道工作。区消防大队全

体参战消防官兵与矿山救援、公安、武警、民兵等组成

统一的救援力量，严格按照现场指挥部分工要求，团

结协作，充分发挥消防部队应急救援专业化、器材装

备高精尖端化的优势，始终坚守在抢险第一线。区消

防大队先后出动车辆１０余台次、官兵５０余人次参加
救援。

“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

【消防业务培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下午，区消防大

队联合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对清香坪派出所所长和

分管消防工作领导、消防民警、社区民警１５人进行消

防业务培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曹继波作动员讲话，

他要求各派出所要以此次消防业务培训为契机，做好

防火工作，严防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要认真学习格里

坪派出所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增强自身业务素质。

区消防大队３名消防监督员分别就公安派出所日常

消防监督检查、消防行政处罚程序及文书制作、网上

执法系统录入、基础档案管理与火灾事故调查、消防

宣传教育等内容进行讲解，结合案例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的部分条款、法律文书的要求和填写进

行详细解释，并就如何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工作进行剖

析。培训结束后，组织参训人员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

现场执法检查，增强学习效果。

【消防安全培训】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１３日，区消防大

队组织全区宾馆、饭店、歌舞厅、网吧等公众聚集场所

相关负责人 ７０余人在区消防大队进行消防安全培

训。培训以 “四个能力”（检查及消除火灾隐患能力、

初期火灾扑救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消防宣传教

育培训能力）为主，要求各单位加强预防，减少火灾发

生；及时发现火情，扑灭小火；冷静应对火灾，减少损

失；掌握并宣传消防安全常识，实现全民消防。同时

进行相关资料、档案的填写方法培训，细化重点单位

档案；介绍社会公众互联网管理系统的使用方法，进

一步完善火灾预防、社会监督工作。

【消防知识技能培训】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上午，区消

防大队对中石油攀枝花分公司西城片区４０余名员工

进行消防技能培训。培训教师讲解夏季易发火灾因

素、如何正确报警、火场疏散逃生方法、灭火器使用等

简易消防常识，组织员工体验如何利用灭火器、水枪

扑救火盆，掌握基础防火、灭火知识及火场逃生基本

技巧。

９月１３—１４日，区消防大队对德胜攀煤化工公司

６５０名员工进行为期２天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授课

人结合该公司火灾特点，重点讲解化工企业火灾危险

性及火灾预防、家庭防火逃生常识、消防器材的使用，

并就如何制订消防安全防范预案、灭火和自救、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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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灭火器类型等进行重点培训。培训结束后，组织

员工进行液化气罐起火扑救和油盆灭火演练，要求参

训人员使用干粉灭火器扑救起火点。全年，区消防大

队为辖区１００多家单位提供消防知识技能培训，受训

人员达到５０００余人。

【综合应急救援业务培训】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区

消防大队举办综合应急救援业务培训，攀煤（集团）公

司救消大队、攀钢（集团）公司钢铁钒钛发电厂专职消

防队、区公安消防大队综合应急救援大队６０余人参

训。培训采取授课与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内容包

括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业务知识、应急救援

装备器材的使用等。

【学校消防演练】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区消防大队与

区教育局、市三十一中小学联合举办“手拉手”消防演

练，江北片区分管消防工作的副校长及市三十一中小

学师生２１００余人参加。授课人结合案例重点讲解如

何提高社会单位消除火灾隐患、组织扑救初起火灾、

疏散逃生、如何预防和扑救火灾等知识，利用多媒体

播放《火灾案例》《消防安全警示录》《火场逃生示例》

等课件，并组织师生举行应急疏散逃生演练及初起火

灾灭火演习，提高师生处置消防突发事件的能力。

【综合应急救援大队成立】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３日，攀枝

花市西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在攀枝花市消防支队五

中队挂牌成立，市消防支队政委陈琳出席仪式并讲

话，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副区长、区公

安分局局长刘毅，消防支队参谋长代祖庆出席，综合

应急救援大队９１名队员及区级各职能部门相关人员

参加。成立仪式由区消防大队教导员张明学主持。

高继兵宣读《西区综合应急救援大队组建方案》，并向

救援大队授旗授牌，救援大队大队长胥小勇向各中队

授旗并带领队员宣誓。西区应急救援大队有队员近

１００人，区消防大队、攀煤（集团）公司救消大队、攀钢

（集团）公司钢铁钒钛发电厂专职消防队各设１个中

队，有搜索侦察组、救援行动组各 ３个，有通讯保障

组、医疗救护组、技术专家组、物资保障组各１个，承

担全区地震自然灾害、建筑施工事故、道路交通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恐怖袭击、群众遇险等５大类２８项综

合性应急救援任务。

【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消防大队根

据辖区各重点单位行业特点，组织人员对重点单位实

行进一步“网格化”摸排，依据“一户一档、分档归籍”

的管理模式，对全区重点单位基本情况、建筑情况、消

防设施运行情况等方面进行摸底登记，逐步细化完善

重点单位消防“户籍化”管理档案。要求重点单位按

照标准强化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开展消防安全

自我评估，及时整改所发现的问题，每月将维护保养

记录、设备运行记录实时录入单位消防安全“户籍化”

管理档案，并向当地消防部门报告备案。区消防大队

每月对重点单位消防安全“户籍化”管理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提高消防监督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针

对性组织重点单位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消防控制

室值班人员、消防设施维护人员对单位职工进行消防

法律法规、防火灭火知识、自救逃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提高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消防大队

投资４万余元为街道和社区、村配置灭火器材，规范

文书档案，加强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把社区消

防工作纳入社区综合管理体系，严把火灾防控关，同

时制定消防工作、消防设施管理、防火巡查、消防宣传

教育、消防检查等多项制度，逐步提高消防工作规范

化水平。至年底，全区街道及社区、村均建立消防工

作规范化管理制度。同时，区消防大队联合街办、居

委会对社区内管理单位的火灾隐患整改、防范措施的

落实、消防制度的制定、灭火器材的配备及保养、消防

宣传教育等情况进行检查。全年，接受投诉举报 ２３

起，督促整改２３起，整改率１００％。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

上午，区消防大队联合安监、治安、交通、工商等部门

在西区清香坪步行街举办“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宣传月”

宣传活动。区消防大队官兵向群众发放《消防安全常

识》小手册、《家庭灭火逃生知识》等宣传单，向咨询群

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四川省消防条例》

等法律法规知识，介绍“如何报火警”“如何使用灭火

器”“如何逃生自救”等日常消防知识。当日接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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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１００余人次，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

宣传月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份，受教育群众５０００

人次。

【举行“１１９”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

日上午，区政府在玉泉广场举行以“人人参与消防、共

创平安和谐”为主题的“１１９”消防宣传周暨区政务服

务中心消防演练启动仪式，区级相关领导，相关部门、

社区、村和部分事业单位代表，消防志愿者服务队及

地方媒体２００余人参加。启动仪式由区消防大队大

队长钟绍华主持。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作重要讲话

并宣布活动开始，与会领导向各村、社区、消防志愿队

赠送８０余具手提式灭火器，市公安消防支队副支队

长邹登全向西区消防志愿服务队授旗，西区消防志愿

服务队宣誓。区政务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应急疏散演

练，消防官兵演示灭火器保养、煤气瓶火灾处置、油盆

火扑救等方式方法，并让部分人员亲自操作。

　　消防志愿者在２０１２年西区“１１９”消防宣传周

暨西区政务中心消防演练启动仪式上宣誓

【警民座谈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区消防大队在大

队营区举行纪念“三句话”（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竭诚

奉献）、警民促和谐暨庆“八一”主题警民座谈会，市消

防支队、区政府相关领导出席，区公安分局等主要领

导和５０余家单位相关负责人１００余人参会。会议由

区消防大队教导员张明学主持。区消防大队大队长

钟绍华简要汇报上半年西区消防工作情况，共建单位

领导对消防官兵作出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副支队长

邹登全感谢社会各界对消防官兵的关心、帮助、支持，

并对消防安全工作提出要求。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邱小平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广大消防官兵致以节日的

祝贺，肯定消防工作取得的成绩，希望消防官兵们再

接再厉，为西区消防安全保驾护航。

【“清剿火患”战役总结表彰大会暨十八大消防安全

推进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下午，区消防大队在驻

地召开“清剿火患”战役总结表彰大会暨十八大消防

安全保卫战派出所消防安全推进会，区公安分局、区

消防大队相关领导，辖区派出所民警，治安人员和大

队部分官兵８０余人参会。教导员张明学主持会议。

大队长钟绍华宣读“清剿火患”战役表彰通报，总结经

验，指出不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曹继波宣读对“清

剿火患”战役中成绩突出的８家先进单位和１２名先

进个人的表彰，安排部署中共十八大消防安全保卫战

消防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要求各单位

全身心投入到中共十八大消防安全保卫战中，创新消

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持续抓好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明

确职责，工作落实到人。

【公开述职述廉】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４日下午，市消防支

队纪委组织区消防大队面向社会单位公开述职述廉，

省消防总队纪委书记、副政委刘延华现场观摩，省公

安厅纪委现役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周立波及支队相关

领导出席，西区党政领导、攀枝花市其他县（区）消防

大队代表、辖区各界代表、区消防大队全体执法干部

４０余人参会。会议由支队长张步权主持。区消防大

队及全体执法干部从工作职责、范围、履职和廉洁自

律等方面述职述廉并集体廉政承诺。参会代表从执

法人员廉洁自律、执法质量、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现

场民主测评，并对监督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质

询。区消防大队大队长钟绍华对消防行政处罚限期

整改隐患期限、罚款额度、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

时限等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李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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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

【概　况】　 西区人防设备均衡分布于辖区各地段，
在格里坪、河门口、动力站、大水井、清香坪等地均有

人防工程，其中清香坪蓝湖地下室、西城佳园宾馆地

下室等人防工程属新建。全区人防设备有８台，可用
设备６台。除部分建造年限长、建造等级较低的小型
防空洞被封堵外，其他均保存较好。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防空办公室（以下简
称“区人防办”）加强人防队伍建设，建立完善各项工

作制度，制订《应急人口疏散预案》。街道（社区）、镇

和区属各相关单位依法成立人防工作领导小组，落实

人员，开展日常人防工作。

【人防工作】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区人防办在玉泉广场

举办大型宣传活动，发放人防宣传材料１０００份、宣传
卡３００张、防震防灾手册４００本，展出“两防”知识展
板６块。加强机关干部职工、在校学生人防教育，在
区住建局、区城管局等机关进行宣传；与区教育局协

作，对城区中小学生进行教育，为学生更换《民防知

识》１００余本。全年调整充实５个人防专业队组成人
员，训练２７０人。９月７日，选派６人参加市人防办组
织的执法学习，使他们达到“三懂”（懂执法程序、懂执

法依据、懂执法艺术）。加强人防知识宣传，拓展其广

度和深度，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加强警报

器的检修维护工作，在玉泉街道增设电声警报器 １
台，全区警报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张　晴）

蓝湖国际人防工程

（区住建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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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综合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政法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践行科

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十八

大精神，以及全国全省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紧扣

区委、区政府“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围绕“保增长、保

民生、保稳定”，以服务保障科学发展为工作取向，以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以深化社会矛盾化解、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公正廉洁执法为工作重点，

以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年和基础平安建设活动为

抓手，以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为保障，

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全区综治、维稳、大调解、

社会管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年，全区未发生在全

国、全省有影响的群体性事件，未发生境内外敌对势

力非法聚集活动，未发生影响社会治安的重大案（事）

件，全国“两会”、省第十次党代会、“８·２９”事故善后
处置、中共十八大等重点敏感时期实现非访“零进

京”、集访“零赴蓉”的目标，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营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制定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十项制度】　２０１２年，西区
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为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综治信

访维稳工作的新挑战、新任务和新要求，不断拓宽思

路，创新方法，大胆学习借鉴省内外综治信访维稳先

进经验和做法，着力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在抓要事

解决上促转变，在制度机制创新上求突破。紧密结合

西区实际，制定《非正常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工作责任

倒查规定（试行）》等十项创新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工作

制度，并汇编成册方便使用。“十项制度”出台后，全

区各级综治信访维稳成员单位（部门）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具体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和主动性普遍增强，属

地涉事单位、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合力明显增强，形

成了层层明确责任、人人主动工作、人人承担风险的

综治信访维稳工作格局，圆满完成省第十次党代会、

“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党的十八大期间的维稳安保
工作。西区创新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十项制度”在实

际工作中经受住检验，发挥了明显积极作用，得到市

委、市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在全市宣

传推广。

【“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
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

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４８人死亡、５４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４９８０万元。

事故发生后，西区采取强有力措施，快速反应，加

强领导。８月３０日２时３０分，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高继兵，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毛河雨、副书记

王峰，区委维稳办主任唐永洪参加全市“８·２９”安全
事故救援处置维稳工作会。８月３０日４时，高继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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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召开全区“８·２９”安全事故救援处置维稳工作会
议，区委常委李华出席，区委政法委、区委群工局、区

民政局、区人社局、区级政法各部门、格里坪镇、各街

道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立即核实死亡、

受伤矿工人数，采取“一对一”的方式落实受伤矿工护

理和死亡、受伤矿工抵攀家属的接待安置工作；立即

安排落实医院驻院工作组，８时前必须到位，切实做好
医疗救治协调工作，全力抢救伤员；民政部门要切实

加强与殡仪馆的协调沟通，确保医治无效死亡矿工的

尸体安全，坚决防止死亡矿工亲属哄抢尸体情况发

生；立即组建政策咨询工作组，分赴死亡、受伤矿工亲

属接待点开展政策宣传工作，稳定亲属情绪；格里坪

镇、各街道在做好“一对一”接待工作的同时，密切关

注死者、受伤矿工亲属动态，协调包户单位做好安置

稳控工作；同时做好事故主体责任人债权债务清理工

作和事故赔偿追款工作。组建由公安、法院工作人员

组成的善后赔偿追款工作组，经过多方努力、艰苦工

作，依法追回赔偿款８１３９万余元，保证了矿难事故处
置中的各项赔偿款及时到位，有效维护了死伤矿工的

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全区共同努力，仅用３天时间全部谈妥所有
遇难矿工赔偿问题，５天之内与遇难矿工亲属全部签
订赔偿协议，７天之内基本完成遇难矿工遗体火化，劝
返死伤矿工到攀亲属６５３人。妥善处置全区、全市乃
至全省潜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未发生一起因矿难造

成的劳动纠纷，未发生一例过激上访和任何严重影响

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善后处置过程中，收到罹难

矿工亲属送来的锦旗９面、感谢信３封。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采取强有力
措施，做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强化领导责任，组织保障有力。高度重视维护社

会稳定和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在加强领导、强化

保障、健全机制上狠下功夫，及时成立由区委、区政府

主要领导任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街

道（镇）、区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社会管理领

导小组和网格化领导小组，街道（镇）、社区（村）相应

成立领导小组，搭建工作机构。切实把社会管理工作

落到实处，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及

时建立区级领导联系点、工作例会、督查督办、定期通

报、年度考核奖惩等制度，并以签订目标责任书的形

式将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到区级各部门、镇（街道）。按

照市委政法委关于县（区）政法委工作人员不得少于

１５人的要求，区综治工作中心新增事业编制４名，街
道（镇）通过多种渠道充实工作人员，社会管理工作队

伍不断壮大。由区财政追加社会管理工作专项经费

１０３８９万元，用于８个试点社区（村）社会管理工作，
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供有力的经费保障。

做好规定动作，务求工作实效。准确把握市、区

相关政策，全面查找社区（村）工作的薄弱环节，扎实

做好社会管理的规定动作。严格按照省市文件要求，

结合实际，制订《攀枝花市西区“十二五”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发展规划》《攀枝花市西区“十二五”社会管

理创新发展规划２０１２年实施计划》《攀枝花市西区加
强和创新社区（村）社会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西区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文件，明

确推进社会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

标、工作重点、阶段步骤和工作要求，街道（镇）、社区

（村）相应制订工作方案，形成全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工作体系。为切实提高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针对

性和时效性，通过入户走访、信息共享等方式，全面调

查流动人口、困难群体、特殊人群等情况，在６个试点
社区建立网格化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居民群众基

本信息全覆盖。按照社会管理“精细化、扁平化、一体

化”的原则，结合自身地理环境、居民住宅分布特点，

以楼院为基础，将８个试点社区（村）合理划分为５５
个网格，配备一、二、三级网格管理员３５２名，为居民
在“衣、食、住、行”方面提供便捷服务，基本形成“网中

有格、人在格上、事在网中”工作格局。建立社区民警

兼任社区（村）综治工作站副主任制度，组建充实社区

（村）巡逻队，为优化治安环境、提升群众安全感奠定

坚实的基础。

创新自选动作，展现西区特色。为进一步强化社

区干部的社会管理工作理念，提升各级综治干部的理

论水平，不断探索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模式，联合区委

组织部组织２批次２８人到省委党校参加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培训；举办全区社会管理工作专题培训班２
期，８个市级试点社区（村）的一、二、三级网格员、非
试点社区（村）两委干部、区级各部门分管领导、各大

企业综治维稳信访干部参加培训；区综治办通过以会

代训、督导调研等形式，组织开展社区（村）干部和网

格管理员培训２０余次，通过培训，基层干部和网格管
理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得到明显提升。建立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区级领导挂点、部门包社区（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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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逐步形成解决社会管理突出问题的整体合力；建

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督查督办制度，不断激

发街道（镇）和社区（村）围绕环境建设、阵地建设、服

务水平、民生保障、稳定平安五大重点抓好社会管理

的各项工作，努力构建具有西区特色的社会管理体

系；建立试点社区（村）社会管理工作资金管理使用暂

行办法，确保社会管理工作经费合法、合理、规范使

用；建立矛盾纠纷排查等１０项制度，进一步明确各级
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逐步规范综治信访维

稳工作。积极推进社会管理２０项重点工作，进一步
健全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大调

解”运行机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等，特殊人群管

控、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管理等工作得到进一步

加强。区总工会、区人社局、区经信局、区工商联及时

成立工资集体协商工作领导小组，调整工资集体协商

指导员，制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暂行办法》。在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推行过程中，各试点社区（村）结

合自身实际，大胆探索社会管理途径和模式，取得一

定成果：蓝湖社区的“两化”（信息化、网格化）建设和

组团式服务，较好地实现“精细化、扁平化、一体化”管

理要求；格里坪村“光荣榜”牵引下的社会管理模式的

推行，充分调动村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让问题村变为先进村；太平社区的“六联工作

法”推行群众工作、环境卫生、公益设施、文体活动、社

会治安、矛盾纠纷地企联做、联抓、联建、联办、联治、

联调，让“脏、乱、差”社区实现嬗变；高家坪社区实施

的“归属融入”工程让改制企业职工和空巢老人、留守

儿童找到“第二个家”。

【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１２年，西区创新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措施，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关口前移。按

照省委、市委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制度，确保准确把握事态发展脉络，不断推进维稳

关口前移。会同住建、扶贫移民、教育等部门严格按

照维稳风险评估程序，对市十八小学改扩建工程、格

里坪工业园区４０万吨煤焦油项目征地拆迁、西区煤
炭采空沉陷区河门口安置小区二期项目宗地内居民

楼（和畅巷７号）拆迁、清香坪“文化岛”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补偿项目等重大不稳定因素进行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及时开展存在风险的甄别、研判和预测

工作，确保重点工程的稳妥推进。完善与各职能部

门、群工（信访）局的快速沟通机制，互通情况信息，评

估稳定形势，坚决做到未经稳定风险评估的重大立项

项目不得开展具体工作，坚决查处因开展稳定风险评

估工作责任不到位和措施不得力而造成重大不稳定

事件、群体性事件，切实为西区从源头防范和化解稳

定风险提出科学预警信息和对策建议。全面排查，掌

握先机。针对实际情况，维稳预防工作始终立足于

“早、小、快”，严格执行省委、市委关于不稳定因素排

查调处的各项规定，坚持条条排查与块块排查、定期

排查与集中排查、普遍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实行

区每月排查一次，街道（镇）每半月排查一次，社区

（村）每周排查一次的制度。在重大节假日、敏感时期

和纠纷多发季节，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会战，进行

滚动式、拉网式排查；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以及重点

人、重点事、重点越级上访和重复上访对象进行重点

排查；定期收集整理矛盾纠纷案件，列出热点、重点问

题，对热点问题实行部门负责制，对重大不稳定隐患

实施建档管理，做好综合协调、跟踪督查和动态监控

预防工作。全年排查各类不稳定因素９５起。化解矛
盾，解决诉求。在大排查过程中，排查出历年未化解

的信访案件１１７件，对其中较为突出的４３件信访案
件，按照“一岗双责”和“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

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要求，分２批落实包案措
施，明确区级包案领导、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制订专项

攻坚方案，规定化解办结时限。全年逐一落实６件市
挂牌信访案件包案领导，认真梳理核实信访问题，逐

案制订切实可行的化解方案，并成立区“两创”领导包

案专项工作督查督办组，对包案案件和挂牌案件化解

情况进行全面督查，从督查的总体情况来看，领导包

案效果较好，多数领导包案案件均能在规定时限内结

案。按照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排查出由于土地征用、

企业改制、环境污染、房产纠纷、医患纠纷等因素而引

发的突出不稳定问题６类２３件，按照“属地管理、分
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下发矛盾纠纷调

解转办单，强化维稳主体责任，明确领导责任、部门责

任和个人责任，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大量涉稳问题，其

中化解（稳定）２０件，化解（稳定）率达８７％。特别是
有效化解（稳定）拖欠农民工工资、医患纠纷、“玉泉第

一城”房产问题、法拉大桥周边环境污染、王某交通事

故等重大不稳定因素，维护了全区社会稳定。落实措

施，惠民为民。继续加大组织实施“十大惠民行动”，

切实解决大量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从源头

上化解和消除大量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针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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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征地拆迁等社会问题，坚

持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大局，采取多种综合

整治和调处措施，切实加大环境监测和移民安置工作

力度，进一步明确工作步骤，落实工作责任，安排工作

资金，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针对破产、困难下岗

失业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众，设立无责任主体帮扶基

金，拓宽社会救助多层面、多元化、多渠道的救济途

径。多次组织开展干部下访、回访和慰问活动，切实

解决困难群众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安定民生、稳定

民心起到积极作用。控制事态，有效处置。健全三级

信息工作网络，畅通信息渠道，不断获取内幕性、预警

性和行动性的情报信息，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进一

步完善应急处突预案，成功组织以“迎国庆、保平安”

为主题的应急处突演练，通过演练提高了区政法和民

兵队伍处置群体突发事件的能力。全年，全区发生１０
人以上群体性事件１８件，同比下降１４３％，其中５０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４件，同比下降３３３％。所有群
体性事件均得到妥善处置，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群体

性事件。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采取措施，进一
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坚持“打击破案才是

硬道理、治安好转才是真平安”的工作理念，以“春季

攻势”“集中百日行动”“清网行动”“打四黑除四害行

动”为重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始终保持严打严

防的高压态势，各项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全年立刑

事案件９５４起，破获５８６起，破案率６１４％；受理治安
案件２０３６起，查处１９７４起，查处率９７％。扎实开展
食品安全、校园及周边环境治理、消防安全、道路交通

安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打四黑除四

害”“缉枪治爆”等１０项专项治理百日行动，组织校园
及周边环境、消防安全、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集中整

治３０余次，出动车辆１２２台次，出动执法人员５８０余
人次，依法取缔占道摊点２０余处，收缴各类违禁物品
７件，发现并整改新隐患 ７２个，检查食店、食堂 １３２
家，检查午托机构 １０家，查处各类交通违法案件
１２５２６起，收缴枪支２支、管制刀具４把，罚款２７万
元。在攀煤（集团）公司及周边地区持续开展打击私

挖滥采煤炭资源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清劝活动４次，
清理“三无”人员６５人，改善了该地区治安环境状况。
加大特殊人群管控力度，登记办证流动人口５万余人
次，帮教转化重点青少年２７人次，强制戒毒１３９人次，

收治帮扶重性精神病人３５人次，所有刑释解教和社
区矫正人员无一脱管漏管，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率

控制在１９％以内。确立以格里坪村为整治重点部
位，排查农村存在的偷盗、抢夺、打架斗殴、涉毒犯罪、

非法持有爆炸物品、邻里纠纷等突出问题。多策并

举、多管齐下，强化外来“三无”闲散人员、出租房、旅

社、废旧物资收购站点、娱乐场所的整治管理，及时铲

除一批治安隐患和乱点，确保乡村安宁。加大打击力

度，落实守护措施，扎实开展“三电”设施保护工作。

铁路护路工作取得成效明显，全年铁路运输和铁路设

施安全实现“零发案”，成功创建省级平安铁道线，３
个村成功创建为“九无示范村”。网格管理，强化基层

平安建设。在全面推行社区警务、农村警务、校园警

务三大警务战略的同时，建立独具特色的“打私”警

务，全区３４个社区均建立规范化社区警务室，每个社
区建立至少 ５人的治安巡逻队；在１０个行政村打造３
个标准化片区农村警务室和４个报警点；全区２０所学
校均建立校园警务室，根据规模配备一定数量的保

安。强化群防群治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交警管线、

巡警管面、派出所管片、保安管点、群防群治队伍守楼

护院”的治安防范体系。充分发挥村支两委作用，深

入推进“１２２１”工程，格里坪镇建立一支３０人组成的
治安专职巡逻队伍，新庄村与攀钢（集团）公司建立

“地企合作”机制，由该公司出资２０万元，建立一支３０
人的民兵巡逻队伍；庄上村、格里坪村各组建一支１０
人的专兼职巡逻队伍。继续深化“三车多员”参与社

会治安防范的防控体系建设，发动群众积极参与收集

和提供综治维稳信息，延伸公安机关的工作触角，在

城镇形成以“１１０”为平台，整合巡警、交警、民兵、“多
车多员”等力量的防范体系，在农村形成以公安派出

所、民兵巡逻队为龙头，整合村、社、院、户等力量的防

范体系。在重大节庆日和敏感时段采取区镇互动、地

企互动、单位互动、村社互动等方式，组织群防群治人

员按照预定时间和班次，在重要区域、重点部位进行

２４小时密集型流动巡逻，切实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
认真执行“三落实、六必访、五清楚、四谈心”（帮教人

员、措施、内容落实，帮教对象有家庭纠纷、有红白喜

事、有思想波动、有实际困难、有反常言行、有特殊情

况必访，对帮教对象生活状况、收入来源、思想动态、

家中大事、帮教责任清楚，对有思想苗头、受到挫折、

有思想顾虑和重点帮教对象定期谈心）制度，全区７４
名刑释解教人员无一重新犯罪，２９名社区矫正对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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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管、漏管和违法犯罪情况。本着“互通信息，共享资

源，互惠互利”的原则，区综治委加强与云南省华坪县

和攀枝花市东区、仁和区、盐边县政法综治部门的协

调联系，建立行政边际协作机制，消除治安盲点和治

安死角。在重点抓好“平安西区、平安乡镇（街道）、平

安乡村（社区）”创建的同时，分行业、分系统组织实施

系列创建活动，通过抓乡镇带村组、抓街道带社区、抓

系统带单位，形成城乡上下互动、整体捆绑推进态势。

全区平安街道（镇）建成率１００％，平安社区（村）建成
率９７７％，平安校园建成率１００％，平安医院建成率
１００％，平安网吧建成率９０％，平安单位建成率９５％，
平安家庭建成率９０５％。

【矛盾纠纷大调解】　 ２０１２年，西区坚持“打防并举、
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着力发挥“大调解”在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精心构筑矛盾纠纷大

调解机制，努力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全年排查矛盾纠纷１７３起，调解１７０起，调解成功５５
起，调解成功率３２３５％。开展专项排查，全面构筑维
稳防线。充分发挥各类调解组织扎根基层、贴近群

众、便民利民、方便快捷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深入村

组、社区、企业全方位排查摸底，全面了解纠纷信息，

特别是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治安复杂的村居、街

巷以及人群聚居区等社会重点治安地区和矛盾纠纷

多发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排查，全面掌握越级上

访、矛盾纠纷隐患等苗头线索，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

入、早解决。在区、镇（街道）两级调处中心建立矛盾

纠纷分析报告制度，从总体、分类、隐患、个案等方面

分析当月矛盾纠纷排查情况。分析社会矛盾纠纷发

生发展情况，及时反映社情民意，传递群众合理的利

益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着

力研究各种矛盾纠纷的动态、特点和对策，有针对性

地做好预防调解工作，为区委、区政府依法妥善解决

矛盾纠纷提供决策依据，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有重

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对排查的矛盾纠纷，分清

轻重缓急，制订有针对性的调解预案，采取分片包干

方式，明确专人负责调解，一抓到底。在化解陈年积

案的同时，积极预防化解新的矛盾纠纷，确保矛盾不

堆积、纠纷不激化，全力筑牢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防

线。准确把握原则，继续深入开展“五进”活动。为深

化完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推动大调解工作

向基层延伸，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结合实际，继续在大型商场、集贸市场、公交

总站等人口密集部位开展“大调解”向基层延伸“五

进”工作，实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

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年末，全区有“五进”调

解室２１个，调解专兼职人员６３人，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２７起。不断创新机制，务求工作落到实处。建立完善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会议、预测报告、领导包

案、督查督办、台账管理等制度，进一步修订《西区矛

盾纠纷“大调解”实施细则》，制订《攀枝花市西区关

于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 健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的

工作方案》《攀枝花市西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

作考评细则》等相关文件，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形成 “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的“大调解”格局。排查实行社区（村）

每周排查、街道（镇）每半月排查、区每月排查的“三重

排查制度”，调处实行矛盾纠纷调解“三三”制和社区

（村）、街道（镇）、区、职能部门、区级分管领导的“五

环调处制度”，做到合理诉求解决到位、过高要求教

育到位、无理纠缠稳定到位、触犯法律处理到位。对

排查出的问题、隐患，严格落实责任，推行首问负责

制，建立化解社会矛盾责任倒查机制，归口管理，限期

办理，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全年，西区信访总量

明显下降，未发生在全国、全省和全市有影响的重大

刑事、治安案件和群体性事件。

【政法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进一步加强政法队
伍建设，扎实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

动。成立由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

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任副组长，政法各部门主

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设立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和督导检查组，落实专人负责。区级政法

系统各部门认真制订活动实施方案，成立活动领导机

构并建立工作机构，开展以“铸忠诚践行核心价值观，

创和谐迎接中共十八大”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的扎实深入开展。深入开展“警民

亲”活动。坚持把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作为经常性

工作，深化“创先争优”“党内互助”“大下访”“大走

访”“大接访”等活动，深入基层，进千家、走万户，主动

倾听群众呼声，及时了解群众需求，切实帮助群众解

决急事、难事、忧心事。广泛开展“警民联谊”“开门评

警”“案件评查”等活动，强化执法监督，完善执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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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追究、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切实解决群众最关

注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扎实开展“思想大解放、区

委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区委常

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要求全体政法干警严格按

照“十破十立”开展自查自评，克服自身弱点和缺点，

扬长避短，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贡献。

（唐东海）

公　安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刑事案件立案１２０６起，破
获９０２起，破案率７４７９％。破获上年及以前刑事案
件６０起。与 ２０１１年相比，刑事案件立案数上升
６５％，破案数上升３０５％。其中：破获命案３起，侦
破率１００％；破获毒品案２０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８１人，缴获海洛因１０５１９８克、冰毒９５克，强制隔离戒
毒１６５人；抓获上网逃犯６３人，协助外地公安机关抓
获上网逃犯 １０人。刑事打击 ３５３人，其中逮捕 ２０８
人，直诉１４５人。受理治安案件３１４４起，查处３０９８
起，查处率９８５％。查获违法嫌疑人３２６６人，其中治
安拘留７７６人，警告１４９７人，罚款９９３人。发生交通
事故１４１７起，死亡１７人，受伤８７人，直接经济损失
２３６１３８元。发生火灾１６起，直接经济损失１９２９万
元，无人员伤亡。

【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暨春运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１
月６日，西区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暨春运工作会在
西城佳园宾馆召开，区道路交通安全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区政府各部门、辖区客运单位和专业汽车运输

公司等１２４个有车单位领导及西区公安分局交警大
队民警等１８０余人参会。会议由攀枝花市公安局西
区分局（以下简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周永元主

持。会议通报 ２０１１年交通事故情况并总结相关工
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２年西区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及
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

长刘毅与各单位负责人签订“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

暨春运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责任书”１００余份。市公交
公司三分公司、牛金达农村客运公司、星河汽运公司

代表在会上发言。

【总结表彰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区公安分局在区

文化馆放映厅召开２０１１年总结表彰会，分局领导、先
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全体民警、部分协警２００余人
参会。会议由区公安分局政委贺建川主持。区政府

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毅总结上年工作，贺建川

宣读区公安分局表彰决定，３８个先进集体和１４４名先
进个人受到表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樊泽凤

代表市公安局对区公安分局２０１１年度取得的成绩表
示祝贺，要求区公安分局２０１２年工作要以绩效考核
为抓手，全面落实岗位、部门职责；以“三支警队”打造

和“四大活动”为抓手，全面提升队伍素质；以“反腐倡

廉”工作为抓手，进一步规范廉洁从警行为。

【禁毒严打行动】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３日至３月１日，区
公安分局开展禁毒严打工作，破获毒品大案要案件数

起。２月１日、９日，宝鼎中路派出所破获特大运输毒
品案１起、非法持有毒品案１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３
名，缴获海洛因８５０７克。３月５日，刑侦大队破获特
大运输毒品案１起，抓获犯罪嫌疑人７名，缴获海洛因
１９００克、麻古８０克。严打期间，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１７起，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２０人，刑事拘留１１人，逮
捕４人，起诉３人，缴获海洛因２７６９克、麻古８０克；
查获涉毒治安案件１４５件１７７人，行政拘留１２２人，强
制隔离戒毒 ３２人，社区戒毒２４人。

【“雷霆－１”集中清查行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４日，
区公安分局在辖区开展以城郊结合部、“城中村”等流

动人口聚集区、出租房屋集中地、“两抢一盗”、入室盗

窃、盗窃机动车辆等案件高发区域、路段、交通要道、

治安复杂路段等地为重点的“雷霆 －１”集中清查行
动，全面清查暂住人口、可疑人员及物品。出动警力

６３８人次、车辆１７８台次、群防群治力量８０人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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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店１１４家次、娱乐场所９４家次、废旧金属收购站点
２８家次、网吧５１家次、茶楼１７家次、洗浴中心３８家
次、出租房６８８间、流动人口２０１人，抓获吸毒人员２１
名，破获治安案件１８件。

【“２０１２－霹雳行动”】　 ２０１２年５—１１月，区公安分
局按照“声势大、行动快、措施力、效果好”的总体要求

及“打击违法犯罪稳、准、狠，防范管理工作细、全、实”

的总体目标，开展“２０１２－霹雳行动”。成立以局长刘

毅任组长的“２０１２－霹雳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层层分解任务，制定考核办法和奖惩措施，定期通

报行动完成情况。“２０１２－霹雳行动”破刑事案件６８７
起，超目标任务４５８６％；打击处理（逮捕和直诉）２５９
人，超目标任务１５１１％；办理强制隔离戒毒１２４人，
超目标任务 ４５８８％；查处治安案件２１６０起，处罚
２２１６人。

【“五打两防三查”集中行动 】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１日
至１１月２０日，区公安分局开展 “五打两防三查”（打
两抢、打盗窃、打绑架、打吸贩毒、打流窜，街面防、社

区防，查落脚地点、查重点人员、查进出车辆）集中行

动。该集中行动破获抢夺案件３起、盗窃案件３７起
（入室盗窃１３起）、绑架案件３起，破获毒品刑事案９
起，查处吸食毒品案４９起，打掉犯罪团伙２个，抓获犯
罪成员８人。

【破案打击行动】　 ２０１２年“五打两防三查”期间，区
公安分局成立由分管副局长任组长的破案攻坚组，提

出破案率和打击处理目标。组织警力梳理分析９月
后未侦破的“两抢”及入户盗窃案，对已破盗抢案、绑

架案进行研判，发现破案线索和作案规律，为精确打

击提供依据；清理分析在逃人员情况及在侦破案件中

发现的重大作案嫌疑人员，打团伙、追逃犯、破大案；

全面掌握吸毒人员现状，利用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

防止和减少其脱管失控，确保吸毒人员管控率达到

５０％以上。该行动抓获违法犯罪人员１１５人（在逃人
员２人），刑事拘留５１人，逮捕４６人，直诉１０人，治安
处罚２４４人，行政拘留９２人，强制隔离戒毒８人。

【严打侵财犯罪】　 ２０１２年２—６月，区公安分局突出
“打、防、控、管”一体化，进一步打击侵财案件。２月６
日，清香坪派出所民警在一家宾馆内抓获涉嫌盗窃的

犯罪嫌疑人张某。２月１７日，清香坪派出所民警调取
市二医院监控录像，破获该医院盗窃患者财物案，并

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抓获。２月，西区陶家渡、太平农贸
市场连续发生金戒指抢夺案，区公安分局刑侦部门和

派出所加强上述农贸市场巡防和蹲守，于２７日成功
抓获犯罪嫌疑人２名。严打期间，区公安分局破获各
类侵财案件２２５起，其中抢劫案件７起，盗窃案件１９１
起，抢夺案件９起，诈骗案件１８起。

【破获拐骗人口案】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１日９时１１分，宝
鼎中路派出所接警：段某被李某拐骗，不知去向。接

警后，派出所迅速成立“４·１１”专案组，部署侦查工
作。经了解，４月８日２１时许，段某告诉父母自己出
门买点东西，一直未归。４月９日７时许，段某家人得
知其被李某带离攀枝花市。专案组民警对李某日常

活动、接触人员信息线索、户籍地、居住地等进行全面

调查。经查，２０１２年２月，李某在西区打工时认识某
校初二学生段某。３月，李某到常州打工，通过 ＱＱ与
段某联系。４月８日，李某到攀枝花市以感情为借口
引诱段某并将其带离攀枝花市。专案组民警前往安

岳、常州追踪犯罪嫌疑人。４月２１日，李某在安岳县
家中被专案组民警抓获，段某被成功解救。

【侦破“１０·１７”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１７日１９时２３分，炳清线零公里 ＋３００米处发生交
通事故，一辆无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将行人赵某撞

伤，驾驶员弃车逃逸。１０月１９日，赵某经抢救无效死
亡。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启动侦破交通事故逃逸案

件工作预案，成立５个走访调查组、４个追逃组全力开
展案件侦办，并成立事故善后处理组负责死者家属接

待和情绪安抚工作。经现场勘查、车辆检验、调取监

控录像，组织警力６０余人次走访摸排相关场所３００余
处，召开案情分析及侦办工作会４次，锁定犯罪嫌疑
人为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到攀枝花市务工人员吴某。

１０月２０日，民警前往宜宾实施抓捕，同时动员其女友
做思想工作。２１日上午，吴某到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
投案自首，该分局以交通肇事逃逸罪对其依法刑事

拘留。

【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大期
间，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联合区交警大队、格里坪派

出所，在格里坪设置武装查缉卡点，卡点配备照明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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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防护装备，严格盘查进出可疑车辆、可疑人员和非

法物品。在清香坪立交桥、清乌复线、河石坝转盘设

立３个交通检查站，加强对过往车辆检查，强化对省
道２１６线、３１０线、苏铁大道东中西路、清乌复线、法垭
路等路段的机动巡逻，严格依法查处机动车超速超员

超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检查机动车４１３０台，盘查可疑人员５１３人，查处交通
违法行为１６８７起。

【武装大巡防】　２０１２年１０—１１月，区公安分局在西区
网格化布警，将全区划分为３个巡逻区，抽调民警组建

３０人的专职巡逻队，每个巡逻区安排２～３名警力２４小
时进行武装巡逻，负责各区域巡逻防控、就近出警、信息

收集。巡逻区下设若干必巡点，民警高峰守点、平峰巡

线，车巡和步巡结合，在主干道及周边、重点保卫单位、

城区广场、商贸集市、居民小区及其他人员聚集区开展

武装巡逻，提高见警率、捕现率、管事率，震慑违法犯罪

分子，确保辖区治安秩序良好。武装大巡防出动车辆

１６９２台次、警力５０３５人次，设置卡点１个，查缉车辆
１４８２９台，盘查可疑人员３０７６人。

【暂住人口大清查】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５—１９日，区公安
分局开展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大清查”活动。采取

分片清查方式，对辖区江南、江北片区出租房屋比较

集中、暂住人员经常活动的地方进行拉网式清查。为

确保清查取得实效，实行错时清查和回头清查，清查

时段为下班时间和休息时间，确保见得到人、查得到

人。同时对从事娱乐、美容美发、棋牌、洗浴以及其他

公共服务的人员进行指纹、相片、血样等身份信息采

集，重点注意暂（寄）住流动人员和出租房屋中可能存

在的违法犯罪线索。其间，清查出租房１４６３间，登记
暂住人口１９６人，劝遣“三无”闲散人员１７７人，采集
标准化信息３０６人；破获刑事案件１６起，刑事拘留２７
人；查处吸食毒品案件２１件，治安拘留２９人，收缴管
制刀具６把。

（陈海鸥）

检　察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检察院（以下
简称“区检察院”）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１３４件２２１
人，批准逮捕１２７件２０７人，不捕６件１３人，正在审查
逮捕１件１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２２８件３３０人，审
查提起公诉２２０件３３６人，不起诉３件３人，建议侦查
机关撤回起诉６件９人。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１１
件１６人，其中贪污贿赂案件８件１３人，渎职侵权案件
３件３人。立案监督７件８人，提前介入、引导刑事侦
查３１次，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及《检察建议书》１１
份。检查监督监外执行罪犯１０５人，监督纠正刑罚交
付执行中脱管、漏管１３起。提出民事行政案件再审
检察建议８件，办理督促、支持起诉案５件，办理民事
执行、调解监督案件３件，民事和解诉讼纠纷案１件。
受理控告线索４２件、举报线索１０件、申诉线索３件。
举办法制宣传７次，到机关、企业、学校上法制课６次。
为格里坪镇大麦地村捐款３２４５元、购买抗旱水管２
万米。

【批捕“８·２９”事故犯罪嫌疑人】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２０
日，区检察院受理区公安分局提请批准逮捕谷某等人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非法采矿案。经查，攀枝花市西

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所属肖家湾煤矿在许可开

采范围内的资源枯竭，只有掘进工作面２个和采煤工
作面２个。为牟取非法利益，延长矿井开采年限和提
高煤炭产量，该公司管理层谷某、郑某、李某伙同肖家

湾煤矿管理层郑某某、王某等管理人员指使采煤队队

长田某、何某等４人组织工人越界开采０号层、副２号

层、２号层、１５～３号层、１５号层、１６号层、１７号层煤炭
资源，导致矿井通风能力严重不足。同时，为隐瞒越

界开采事实，越界开采工作面均未按安全规定安装瓦

斯监测仪器。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２日，肖家湾煤矿风机停
止运行后，该公司仍安排工人下井进行采掘作业。８
月２９日，安全检查员、瓦斯检查员未交接班就升井下
班，未按安全规程提前入井进行瓦斯检查，工人掘进

作业时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 ４８人死亡、５４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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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９月２７日，区检察院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非
法采矿罪对谷某等１６人予以批捕。

【查办“８·２９”事故玩忽职守案】　 ２０１２年“８·２９”事
故发生后，区检察院抽调６名自侦干警协助最高人民检
察院专案组调查肖家湾煤矿形成历史、相关证照办理、

矿主及矿权转让转移情况，调查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行

为。９月１４日，区检察院立案查办原西区安监局副局
长周某涉嫌玩忽职守案。１０月１８日，立案查办原攀枝
花市国土资源局西区分局局长敬某涉嫌玩忽职守案。

１０月１９日，立案查办田某涉嫌玩忽职守案。

【查办商业贿赂案】　 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区检察院对
攀枝花攀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冯某涉嫌受

贿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发现冯某在担任该厂燃料部采

样副班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收取煤炭供应商好处

费６万元。同月，在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查时发现被调
查人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厂（以下简

称“钢铁钒钛发电厂”）李某在任煤质采样员期间，多

次收受煤炭供应商好处费７３７万元，并为煤炭供应
商提供帮助。３月１５日，区检察院对李某涉嫌受贿一
案进行立案侦查。经过深入分析，发现简某、喻某等６
人在担任钢铁钒钛发电厂设备科采样员期间均有受

贿嫌疑。３月１８日，区检察院予以立案侦查。经查，
简某、喻某等６人在采样的过程中相互勾结，收受煤
炭供应商好处２９５２万元，使煤炭供应商从中获取非
法利益。８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查办贪污残疾人专项资金案】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审
计局在对区残联财务审计时发现相关财务账目管理

混乱，残疾人帮扶物品清单中没有发放花名册。区检

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局会同区纪委对区残联展开调查，

经调取、分析残联账目，发现可能存在挪用或贪污行

为，预防职务犯罪局将案件移交区检察院反贪局调

查。３月２５日，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犯罪对区残联理
事长刘某某和办公室主任刘某立案侦查。经查，２０１１
年，刘某某利用区残联理事长有监督和管理西区残联

残疾人专项资金的职务便利，虚构事实，虚列开支，套

取残疾人专项资金；刘某利用具体负责经办本单位财

务资金的职务便利，虚列开支，套取国有资金并据为

己有。６月，刘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缓刑４年；
刘某被处有期徒刑２年６个月，缓刑３年。

【社区矫正监督】　 ２０１２年１—５月，区检察院强化对
罪犯监外执行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以监外罪犯居

住地公安派出所辖区为单位，建立健全罪犯监外执行

检察台账。５月，认真学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市
检察院关于做好社区矫正监督工作六点要求，与区公

安分局、区法院、区司法局等部门协调衔接，核查掌握

社区矫正人员基数以及每月增减数目，摸清基本情

况、案由、判决内容和交付执行情况。全年，监督社区

矫正人员７３人，监督纠正１３起刑罚交付执行案，成功
公诉缓刑犯李某盗窃案。

【附条件逮捕】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检察院办理杨某故
意杀人案，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发现杨某可能患有精

神疾病，立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相关司法鉴定，同时

启动案件风险预警评估机制，依法作出附条件逮捕决

定：如果杨某被鉴定为患有精神疾病则撤销其逮捕决

定，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３月 ７日，经相关机构鉴
定：杨某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涉嫌杀人时无刑

事责任能力，羁押期间仍处于患病期，需加强治疗。

公安机关决定将杨某释放。

区检察院召集相关部门协商并提出对策，建议政

府部门强制治疗、街道社区加强监管，责令家属加强

监护，建议民政部门给予社会救助。

【签署《“医检共建”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年５月，区检
察院与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市二医院”）召

开“医检共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会上签署《关

于开展“医检共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建立“医检共建”预防职务

犯罪工作机制，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实施意

见》规定：区检察院联合市二医院成立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区检察院与市二医

院共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研究制订预防工作计

划、部署预防职务犯罪有关工作，加强对市二医院预

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建立办公会议制度，加强调查

研究和案件分析，找出市二医院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漏

洞、隐患、薄弱环节，制定预防对策，提出预防建议，及

时发现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加强市二医院内部监督

管理，从源头上做好预防工作；加强案件协查通报，及

时依法查处医疗部门职务犯罪案件；建立健全预防宣

传、警示教育和预防咨询制度，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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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展览、组织参观等活动，开展廉政和警示教育；完善

信息交流和案例分析制度，提出预防检察建议，为市

二医院完善内部防范机制提供参考；建立督促落实制

度，确保各项制度执行和落实。

【案件管理改革】　 ２０１２年６月，区检察院到仁和区
检察院、米易县检察院考察学习案件管理。８月，开始
筹建工作，落实办公场所、案管大厅及办公设备。同

月底，案件管理办公室试运行并初步实现案件督办管

理一体化。１１月１６日，案件管理办公室成立，履行统
一受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督、案后评查、综合考评职

责，制定案件管理办法，细化案件集中管理范围、具体

流程，明确案件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业务衔接方式、

案件运转流程及相互间权限职责等，实现对执法办案

的统一、归口、全程、动态管理。

【刑事被害人救助】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区检察院出
台《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落实被害人

救助工作。该办法对刑事被害人救助范围、不予救助

的对象、救助金发放等级进行明确界定，对救助申请

的受理、审查以及救助资金的管理等方面做出详细规

定。４月２５日，刑事被害人杨兴明向区检察院申请司
法救助，经审核，确认其符合救助条件。８月１０日，区
检察院支付其救助资金１００００元。９月，刑事被害人
卢凤芝向区检察院申请司法救助，区检察院审核后，

于１０月１９日支付卢凤芝救助资金２０００元。

【法制宣传】　 ２０１２年１月，区检察院制订《攀枝花市
西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

年规划》，分阶段、按步骤开展普法宣传。２月，开展法
制宣传进校园活动。３月，开展公民道德宣传月活动、
综合与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６月，开展“６·２６”禁
毒宣传日活动、举报宣传活动。１２月，开展“１２·４”
法制宣传日活动。全年，区检察院举办法制宣传 ４
次、法制讲座６次，展出宣传展板５２块，发放《检察举
报知识》《阳光检察》等宣传资料１５００余份，发放传
单１０００张，接待群众法律咨询１２０余次。

【新《刑事诉讼法》学习】　２０１２年５—８月，区检察院
公诉科、侦监科、反贪局等业务科室组织干警３９人学
习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着重了解

岗位涉及的相关知识，重点梳理实施新《刑事诉讼法》

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研讨应对之策。９月，区检察院
要求干警精读全文，把握该法立法精神，树立尊重和

保障人权意识、摒弃忽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观

念，保障其诉讼权利；树立证据意识，转变重口供轻物

证、书证等证据观念，依法全面、客观收集证据；树立

程序公正意识，转变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全面落实《检

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熟练掌握执法标准、要求

和程序。

【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区
检察院党组召开专题会议，成立领导小组，研究制订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检察院深入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

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３月１５日，召开全院
动员大会，要求全体干警按照市检察院党组要求，确

保“四个到位”（思想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统筹协

调到位、氛围营造到位），注重“三个始终”（学习教育

贯彻始终、讨论活动贯彻始终、查摆整改问题贯彻始

终），强化“七个结合”（教育实践活动与深入推进党

的纯洁性教育相结合、与检察文化建设相结合、与加

强规范化建设相结合、与“警民亲”“挂包帮”活动和

三项制度建设相结合，与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检察长

会精神相结合、与履职尽责相结合、与创先争优活动

相结合），突出实践特色，确保活动取得实效。３月３０
日，开展“缅怀陈军烈士先进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坚

定理想信念”活动。８月１０日，召开干警大会，组织干
警紧密联系思想实际、检察执法实践和队伍建设实

际，切实找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１０月２５日，院党组
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制订整改方案。１２月，核心价值
主题教育活动结束。

【支部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检察院党支部健全“承诺、
述职、评议、追究”四位一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完

善基层党建工作领导联系点制度。元旦、春节期间，

院党支部看望慰问基层退休工人、山区群众和“留守

儿童”３０余人，送去价值３万余元的生活物资和慰问
金。３月初，与三十九社区、大麦地村签订党内共建协
议，组织干部群众交流。３月，党员服务队向大麦地村
捐赠价值５万余元的饮用水管及配套管件，支持当地村
民抗旱救灾。５—８月，与杨家坪社区开展“双创”结对，
推进“五创联动”工作。“七一”建党节前夕，区检察院

党支部被市委授予“创先争优”先进党支部称号。

（秦大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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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１９６３件，审结和执结
１９４１件，结案率９８９％。其中，受理并审结刑事案件
２３５件３５８人，结案率１００％。刑事案件中，判处１０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１６人，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
的４５人，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１７５人，拘役８２人，单
处罚金２１人，免予刑事处罚的１９人。受理民事案件
１３９３件，审结 １３７６件，结案率 ９８８％。调解撤诉
１１３０件，调解撤诉率 ８２１％。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６
件，审结６件，结案率１００％。受理执行案件３２９件，
执结３２４件，执结率９８５％，和解１９１件，执行和解率
５９％，执结标的总金额２４４４３万元。接待诉讼立案
和法律咨询 ２３９８人次，处理来信 １０件，信访处理
率１００％。

全年，区法院为格里坪镇竹林坡村和清香坪街道

大水井社区的 １２名困难党员、老党员发放慰问金
４４００元，向竹林坡村党支部捐赠价值３０００元的办公
设备，完成“挂帮包”任务。

【“司法大拜年”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７日，区法院成
立 “司法大拜年”活动领导小组，由院党组书记、院长

黄仕林任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各部门主要

负责人为成员，在全区开展司法大拜年活动。同日，

制订并向全院印发《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

“司法大拜年”活动的实施方案》，明确工作任务，落实

工作措施，扎实开展司法大拜年活动。区法院主动与

公安、检察机关沟通协调，专项打击严重危害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案件，审结相关案件１３件１９人。开展
“集中执行、集中兑付”活动，高效审执涉及民生的民

商事案件，审结拖欠职工和农民工劳动报酬、工程款

案件５件，审结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等“三费”
案件３件。每天有一名院领导或一名中层干部在诉
讼服务中心负责来访接待，活动期间接访群众２７８人
次，解答群众问题１６７个。推广预约立案服务，进行
预约立案６件。在格里坪法庭设立便民诉讼服务站
点１个，开展巡回审判、巡回调解１１次。对老年人等

弱势群体开通“绿色通道”，立案、审理涉及老年人案

件５件。对生活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免缓诉讼费２４
件８２１万元，提供司法救助、执行救助５人，救助金额
１６５万元。向辖区３３个社区发出司法建议，指导社
区推荐诉讼代理人，并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注释读本１０本。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慰问困难
群众、老党员、退休干警３２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价值１２万元。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４０余人次，
寄送明信片３００余份。活动至２０１２年２月中旬结束。

【案件执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区法院成功处理一起
环境执行案件。２０００年４月，格里坪镇金家村一社村
民马某承包该社大梁子４０００平方米集体宜林地发展
林果业和养殖业。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０日，西区农林畜牧
局在检查时发现马某将该地用作堆煤货场。当年５
月３０对马某进行行政处罚３９６６０元，并责令马某将
该地恢复原状。马某不服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

求撤销区农林畜牧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区法院

行政庭开庭审理此案，判决维持区农林畜牧局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马某不服上诉至市中院，市中院依法

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马某在

限期内一直未履行判决。２０１２年３月８日，区农林畜
牧局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受理该案后，区法院执

行局迅速指派执行干警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涉案宜林

地进行实地查看。在执行现场，马某因法院未采纳其

诉求，拒不清理该林地堆放的煤炭。执行干警向其说

理释法，告知马某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拒不履行

法院生效判决的后果。马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即

组织人员将堆放的煤炭清理干净，并表示要让自己承

包的林地重新绿起来。该案成功执结。

【动态维稳】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法院探索建立动态维
稳工作机制。立案阶段，对所有案件实行不稳定风险

等级评估并按规定启动动态维稳程序，填写动态维稳

工作流程表，同时将相关材料随案移送至业务庭。业

务庭案件承办人根据风险等级制订预案，做好台账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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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并严把立案、审判、执行各环节，要求独任法官、合

议庭做好释法明理和疏导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

通联系，共同做好纠纷化解工作。案件办结后，实行

二次风险评估排查，针对风险仍未化解的案件，工作

人员在３０日内反馈立案庭和院领导，同时摸清动向，
制订《应急工作预案》，确保出现涉稳情况时及时化

解。全年，纳入动态维稳工作机制案件２８件，未发生
涉法涉诉信访及群体性事件。

【环保诉讼服务】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区法院立足司
法服务保障职能，在全市首创建立环保诉讼服务工作

机制，把强化审判执行工作与加快推进生态区建设有

效衔接。成立环保诉讼服务工作领导小组，院党组书

记、院长黄仕林任组长，其他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研究部署

和指导全院环保诉讼服务工作，制订实施方案，打造

立案信访受理、提前服务互动、环保专案审理执行、环

保法制宣传四个平台，设立环保信访窗口、环保咨询

中心、环保合议庭、环保执行专案组，以建立环保诉讼

服务工作机制为抓手，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提供

便捷、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

全年，审理、执行环保案件１０件，开展环境保护
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７次，接待来访、咨询群众３７人次，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达５０余人次。

【首次举办 “执行开放日”活动】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２２
日，区法院首次举办 “执行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

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四川法制报》记者 １０余
人，全程旁听申请人王某与被执行人张某某挖掘机租

赁合同纠纷、申请人张某和周某某与被执行人华某民

间借贷纠纷、申请人杨某某与被执行人薛某和田某劳

务雇佣合同纠纷３件执行案件。在承办法官劝解下，
案件均当庭达成和解。在庭后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认

为，邀请人民群众走进法院，通过亲自参与、了解具体

案件和执行工作，加深了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同时也

体现了法院对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

【组织模拟法庭】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上午，区法院在
市三十七中小学组织一场模拟法庭活动，８０余名师生
和家长观摩。活动的原告、被告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均

由区法院干警担任。活动以未成年小学生在校园受

伤害案为内容，现场模拟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

论、宣判四个阶段，展示民事案件审判过程。活动使

学生感受到真实的庭审过程，丰富他们的法律知识。

【实施青少年帮护工程】　 ２０１２年５月，区法院实施
青少年帮护工程，制发《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青少

年“帮护”工程实施方案》，重点抓好失足青少年回归

社会、服刑人员子女关护、青少年综合普法三项工作。

全年，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１２件１６人，指定辩护人
１２件１６人，开展判后训诫、回访帮教１６人。同时，加
大送法力度，完善法制辅导员制度，继续在辖区各学

校开展普法巡讲，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

点、认知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全年，开展普法巡讲活动６次。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０日，区法院
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庭审现场双方当

事人及旁听群众情绪激动，由吵架演变成打斗的情

况。面对突发事件，值班法警立即向法警队长报告。

审判长现场进行制止，控制局面，书记员拨打应急电

话，向分管领导汇报。应急处突指挥中心总指挥、副

指挥立即赶到指挥中心办公室全面指挥，法警大队携

装备迅速赶到现场警戒，控制现场，疏散人员，完成应

急处置相关工作，应急演练取得圆满成功。院长黄仕

林召集相关人员对应急演练开展情况进行研究，梳理

存在的问题和遗漏，要求全院干警要高度重视突发事

件应对处置工作，熟悉紧急突发事件应对处置预案；

加大安全保卫投入，加强人防和技防，弥补物防缺陷；

如遇突发事件，全院干警要服从指挥，团结协作，妥善

处置，确保实现“三个不出事”的目标。

【司法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法院为辖区老、弱、病、残等
行动不便的当事人推出“电话预约、上门立案”司法服

务。４月２０日，区法院受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
因原告王某瘫痪在床无法亲自到法院办理相关事宜，

法官上门为其办理立案手续，并积极组织调解协商，

案件得到圆满解决。全年，上门立案１６件。

【司法救助】　 ２０１２年，区法院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保
障群众合法权益。全年，区法院缓收、减收、免收诉讼

费４１８６万元，对２名困难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发放
救助资金３万余元。努力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为未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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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辩护律师的未成年被告人及时指定辩护律师 １２
人次。

【重点工作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法院主动对接区委、区
政府重点工作，以服务大局来检验执法办案水平。在

环境综合整治方面，制发《关于建立环保诉讼服务工

作机制的实施方案》，打造立案信访受理、提前服务互

动、涉环专案审理、环保法制宣传四个平台，设立环保

信访窗口、环保咨询中心、环保合议庭，审理环保案件

１０件。在城市建设方面，就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
问题与相关部门对接２０余次，提供法律咨询、专题讲
座、业务指导，审理涉及城市建设案件１３件。在新村
建设方面，发挥格里坪法庭的前沿阵地作用，服务庄

上、金沙滩等新村建设，审理涉及新村建设案件２件。
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妥善审理涉及保障性住房建

设案件７件。在格里坪工业园区建设方面，及时审理
涉及园区征地拆迁、建设工程施工、劳动争议等案件６
件。在审理相关案件时，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司法建

议８条。

【反腐倡廉教育大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９日，区法院召
开反腐倡廉干警教育大会，全院干警４６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纪检组长陈农主持。会议组织学习《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

报》及胡锦涛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院长黄仕林给全

院干警讲题为《坚持廉洁理念 确保公正司法》的廉政

党课。党课将中共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七次

全会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要求同区法院的工作实际

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想干事、能干事、不怕事、干成

事、不出事”五个方面进行论述，并对全院的党风廉政

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会后，干警分４组讨论党风廉政
建设和廉洁司法等议题。黄仕林与４名党组成员签
订“党风廉政责任书”。

【争创“两个一流”】　 ２０１２年，区法院开展“打造一
流队伍、争创一流业绩”活动。成立争创“两个一流”

工作领导小组，院党组书记、院长黄仕林任组长，其他

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全院

争创工作的领导、实施、检查、督促。领导小组制订活

动规划，落实措施，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全年，区法院

案件质效综合指数为９５４６分，全市排名第二，达到
省高院规定的９５分进入全国一流的目标值。一审判

决案件发回重审率、一审判决案件改判率、实际执行

率位列全市第一。全年，获先进集体２９次，其中省级
表彰４次，市、区级表彰２５次；个人获省级表彰６人
次，获市、区级表彰２５人次，荣立个人三等功３人次。
环保诉讼服务工作机制作为区法院特色工作被市法

院向全市基层法院推广。

【举办妇女维权法律知识讲座】　 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上
午，区法院与清香坪街道康家坪社区联合举办妇女维

权法律知识讲座。法官杨媛、何国环结合具体案例向

２０余位参会妇女代表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及反家庭暴力的相关知识，现场

解答妇女提出的婚姻、同居、赡养和抚养等法律问题，

提高辖区妇女自我维权意识。

【送法进幼儿园】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区法院刑事法
庭法官宗倩给西区第一幼儿园大班的幼儿和部分家

长代表５０余人上了一堂特殊的安全课。宗倩结合幼
儿的心理和受知特点，寓教于乐，通过看动画片、朗颂

儿歌、做游戏等方式，将法制教育融入学前教育，让幼

儿在快乐中学习防诱拐、防猥亵的自我保护知识，从

小培养自我保护意识、法律意识。

送法进幼儿园

区法院以送法进幼儿园活动为载体，将法制教育

融入学前教育，教育幼儿从小培养自我保护意识。全

年，区法院开展送法进幼儿园活动２次，接受法制教
育的幼儿和家长１２０余人。

【普法进校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下午，区法院民事
审判庭法官李淑群、陈梦到市十八小学，为四年级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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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学生上法制教育课。通过讲解“如何遵守公共秩

序，坚持从我做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小公民’”等知

识，教育学生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

操，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少年。５月 ２４日下
午，民事审判第一庭何国环等４名法官在市特殊教育
学校举办“关爱残疾儿童心灵成长”的专题法制讲座，

１００余名师生聆听。法官向师生讲解违法、犯罪等概
念，通过“少年痴迷网游，为偷钱上网砸死至亲”“残疾

少年公交车上实施盗窃，获刑四年半”等典型案例，阐

述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关系及犯罪的危害，教育学

生学法守法、摒弃恶习、远离犯罪，并传授遇到不法侵

害时应如何处置、应对和保护自己。法官向师生赠送

法律读物、文学名著５０余册。全年，区法院先后开展
６次送法进校园活动，全区１０００余名学生接受普法
教育。

【人大代表视察调研】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６日上午，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叶勇，副主任杨康林、张惠芳率部分市、

区人大代表 ２０人，视察调研区法院执行工作及“两
庭”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代表现场察看立案信访大

厅、监控室、科技法庭、第九审判庭、格里坪法庭，听取

区法院执行工作及“两庭”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

代表建议，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好现有资源，提升执行

工作水平；加强执行队伍建设，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加强审执配合，提升执行案件质量；深化执行

联动机制建设，加大对拒不履行义务当事人的震慑力

度；拓宽资金筹集渠道，逐步淘汰、更新办案车辆，加

强法院文化软件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管理。

【法企共建】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２日，区法院与攀煤（集
团）公司开展“法企共建”活动，攀煤（集团）公司７个
备案制单位、运销公司、物资供销总公司党委书记、纪

委书记及攀煤公司各部门负责人 ６０余人参加。随
后，区法院分别与德胜攀煤化工公司、三维发电公司、

扬帆工贸公司等３２家企业进行法企共建结对联系，
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司法服务。全年，区法院走访重

点企业２８家，举办法律知识讲座７次，开展巡回审判
进企业２次，审理、执行涉及企业案件１９７件。

【行装工作检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日上午，省法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刘达贵，行装处处长王静薇一行督导

检查西区法院行装工作。刘达贵现场查看区法院立

案信访大厅，对立案信访窗口及装备配备情况进行检

查和指导，要求区法院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装

备，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逐步改善装备条件，进

一步抓好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和文化建设。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检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０日
上午，市法院副院长李怀胜、行政处处长费强视察指

导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在现场检查工作

后，李怀胜提出，要走出去，多考察、多参观，学习外地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建设规划；选择有资质的单位，

以打造便利、高效、为民的诉讼服务中心为目标，做好

设计方案和资金预算；积极向省高院汇报，争取资金

支持。

（潘彤彤）

司法行政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人民调解组织１２５
个，人民调解员６８５人。镇（街道）、村（社区）人民调
解组织建设比例１００％，规模以上企业建立人民调解
组织比例达到６０％。全区建立普法流动站４６个，有
普法宣传人员２５１名。办理各类公证事项５３１件，收
费１１万余元。

【司法所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司法所３个（格里坪
司法所、陶家渡司法所、摩梭河司法所），工作人员１２
人。各司法所以新形势下司法所建设意见为指导，积

极协调基层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对司法所的投

入，全年投入资金１０余万元，用于加强基层司法所基
础设施建设，解决办公用房，改善办公条件。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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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力度，以新的高度和起点，

完善司法所各项目标管理制度，努力形成完整的管理

机制。

【司法培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攀枝花市西区司法
局（以下简称“区司法局”）在局会议室开展司法业务

培训，格里坪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教育局、攀煤

（集团）公司等单位４０余人参加培训。培训会由司法
局局长唐云龙主讲，主要就司法所工作人员必须掌握

的相关业务知识和技能、司法所建设、人民调解、社区

矫正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讲解。会上，各普法单

位业务骨干介绍各自对普法工作的认识、普法工作中

好的经验和做法，以及普法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全年，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工作指导等方

式，引导和培养增强司法所工作人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和水平。同时，对司法所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数据

统计、信息报道、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等培训。全年

举行相关培训３次，培训２００余人员。

【安置帮教】　 ２０１２年，西区为所有刑释人员建立统
一规范的帮教档案，实行一人一档。及时制订具有针

对性的帮扶计划，落实帮教措施，帮助农村刑释解教

人员落实责任田或外出务工；帮助城镇刑释解教人员

联系工作单位，通过自主择业等落实工作；对符合低

保条件的，协调相关部门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做到应

保尽保。全年接收刑释解教人员 ５５名，帮教率
１００％，安置率 ９０％，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 １９％
以下。

【社区矫正】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区司法局在局三楼
会议室召开学习贯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培训会，西

区各司法所所长、各街道综治专干４０余人参加培训。
区司法局基层科科长李荣利就《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出台的背景和意义、社区矫正适用对象、审前调查评

估、入矫衔接、矫正监管教育、确定专门的矫正小组、

处罚措施、解除矫正、帮困扶助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

重点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如何对社区

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如何承担

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等方面进行培训。

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通过“报到回执制”“集中衔

接制”，杜绝矫正对象脱漏管；按照“材料交接—家庭

走访—本人谈话—宣告仪式—列入矫正”的工作思

路，安排矫正监护人和志愿者建立帮教小组；加强矫

正对象的请假审批、走访、教育和其他监管工作，对违

反监管制度的对象，协调有关部门依法采取行政处

罚、收监执行等措施进行处理。全年，西区接收各类

社区矫正对象１７１名，其中缓刑７５人，剥夺政治权利
９人，假释６７人，保外就医１９人，异地委托管理１人。
经过社区矫正，矫正对象无脱漏管和再次犯罪现象

发生。

【法律援助】　 ２０１２年，区司法局全力做好法律援助
“五个零”（服务条件“零审查”、服务受理“零推诿”、

服务方式“零距离”、服务事项“零积压”、服务质量

“零差错”）服务。明确法律服务流动工作站职能，向

各社区、村社困难群众发放惠民法律援助卡４０００余
张。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依托残联、

妇联、工会、社区、村社等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７个，
建立法律服务联系点３０余个。派专人进驻区政务服
务中心，向来访民众提供法律咨询，加强案件督查，提

高办案质量。全年办理各类援助咨询案件１９００余
件，参与诉讼、仲裁、调解等案件１１０余件。

【法制宣传】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区司法局联合
区检察院、区档案局、区烟草专卖局、公证处、律师事

务所５０余名工作人员在西区清香坪步行街小广场举
行大型法制宣传、法律咨询活动，就群众在生产生活

中涉及的法律法规知识进行宣传讲解。活动接待群

众法律咨询５００余人次，散发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份，出
动宣传车４辆，悬挂图片１０余张。

全年，区司法局利用综治宣传、“三八”维权周、综

治宣传月、“６·２６”禁毒宣传日及节假日重大宣传活
动，开展法制宣传活动１８场次，法律咨询５０００余人
次，普法人数１万余人次，印发宣传资料１万余份，发
放宣传书籍５００余册，悬挂各类横幅２０余条，利用中
国移动企业信使业务向全区发放普法信息 ２０００
余条。

【案件督查】　 ２０１２年，区司法局加大案件检查、抽查
力度，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法律援助机构征求当事人、

主办法官、检察官及仲裁员的意见，对指派案件进行

督察，检查率６０％。全年，督察案件４０余件，无一例
案件被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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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司法局积
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加强企事业

单位纠纷调解，向矛盾纠纷较集中的交警队、劳动争

议多发的攀煤公司派驻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参与交

通事故、工伤、工亡、劳动纠纷、棚户区改造等纠纷化

解工作。全年，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交通事

故纠纷１２２起。开展调解组织进主要车站、规模性市
场（商场）、工业园区、重点城镇小区和农村院落“五

进”活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建立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窗口”前置运行

机制。“五进”活动实现全覆盖。全年，全区各调解组

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１０２８件，调解成功９９７件，调解
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１００％、９７％。

【“六五”普法】　 ２０１２年２月，区委办公室制订《“六
五”普法规划》，并印发至全区各普法单位。该规划要

求各单位深化“六进”（法制教育进校园、安全教育进

校园、治安管理进校园、禁毒宣传进校园、交通管理进

校园、消防管理进校园）主题活动，深入推进“法治西

区”建设。６—８月，全区 ６８个普法单位参照区“六
五”普法规划，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其后，区司

法局按照“六五”普法规划要求，按照“分清层次、区别

对待、突出重点、全面推进”方法，促进全区普法工作

顺利推进。规定区委中心组、格里坪镇中心组及各企

业党委中心组的学法活动不少于４次。在全区征订
《宪法和新法学习读本》１００余册。坚持全区国家公
职人员每周学习法律制度，做到学习有内容，参加学

习有记载、有考勤、年底有考评，保证学法时间和效

果。狠抓青少年普法教育，全区各学校开设思想品德

课和法律常识课，利用班会、校会、墙报、法律知识竞

赛开展普法教育；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区

司法局在全区各中小学校联合举办模拟法庭３次、法

制讲座３次，向广大青少年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加强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普法教育，深入开展流动人口、下

岗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等特殊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

利用普法流动站举行普法骨干培训。通过层层培训，

全区形成一支２０００余人的普法宣传骨干队伍。

【法律服务进企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区司法局组
织法律服务团在攀煤（集团）公司机关举办以法律保

护与安全生产为主题的法律知识讲座，该企业机关干

部职工１００余人聆听。主讲人区司法局局长唐云龙
主要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向企业员工讲解

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生产活动

中如何注意安全生产。

６月，区司法局与攀煤（集团）公司签订《“法律服
务进企业”实施意见》。成立攀煤法律顾问团，根据经

营管理的需要和实际情况，为该企业发展提供免费法

律咨询服务。全年，区司法局举办企业法制讲座 ３
次，提供法律咨询１０余次。

【司法行政调解】　 ２０１２年，区司法局建立纠纷排查
机制，以司法所为依托，健全司法所、调解委员会、调

解小组、调解信息员四级调解网络。坚持一月一次纠

纷排查上报制度，严格实行信息专报制和“零”报告

制，做好重大活动、重要节日的纠纷排查和维稳工作，

全年上报信息６０余条。向交警大队调派司法人员２
名，负责对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依法进行调解，

共调处交通事故纠纷４３９件，涉及资金１３１７余万元，
接待咨询群众１４４８人次。全年，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
纷１３５４件，调解成功１２８０件，调解成功率９５％；成
功防止群体性上访１２件。

（叶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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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统筹推进人才队伍建

设，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稳步推进事业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机关事业单

位人才引进、稳定和培养机制，大力引进西区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开展公务员（参公人员）职业道

德培训和事业单位人员“低碳经济”知识培训，做好专

业技术职称管理工作，人事人才工作扎实有效。做好

企业军转干部维稳、解困和“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理工
作，创新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形式，开展农民工工资清

欠、劳动用工专项检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春暖行

动”等专项行动，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努力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全年受理劳动保障监察

投诉案件５５件，结案５５件，结案率１００％；清欠农民
工工资８７５６５８万元，涉及劳动者９６３人；立案受理劳
动争议案件 ３０７件，涉及劳动者 ３２１人，涉案金额
１８５５２６万元，处理２８８件，结案率９４％。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西区完成全年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商贸、建筑、房地产开发等劳动人数多、劳资关系

复杂的用工主体，涉及用人单位１１４户、劳动者６６７７
人。重点检查企业职工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

参保、工资发放和最低工资执行情况，以及禁止使用

童工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与劳动者切身利益相

关的内容。检查发现，辖区主要用工主体基本能按照

相关规定执行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购买社会保

险、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并执行最低工资标准、遵守禁

止使用童工和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规定。同时对

个别企业不规范用工行为及时进行纠正或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书。

【春暖行动】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会同区住建局、区总
工会、区工商联、区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开展农民
工劳动合同签订“春暖行动”，对重点行业进行劳动用

工排查，督促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该

行动出动人员８６人次，涉及全区建筑、住宿和餐饮、
制造、采矿企业３９户，涉及农民工１６２７人。专项检
查指定１９户企业与５５５名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对违
反劳动保障法的企业，依法下达限期整改指令要求进

行整改。

【“流动仲裁庭”进病房】　 ２０１２年，西区劳动争议仲
裁机构不断优化庭审方式，将劳动争议仲裁工作端口

前置，把劳动法规、仲裁审理、权益保护等送进企业、

工业园区、镇（街道）、校园等基层，切实保障争议双方

的合法权益。在受理一起工伤致残案件中，西区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针对原告王某因工伤而高位截瘫、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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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治疗的情况，将“流动仲裁庭”设在医院病房开庭

审理，为劳动者依法维权提供便利。经过近２小时的
审理，圆满审结某企业与其职工王某关于工伤赔偿金

的劳动争议案件。

【农民工工资清欠】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区劳动监察机构
与区住建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检查组，对全区农民

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曾发生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工矿、餐饮等企业，主要检查用

工单位劳动用工、农民工工资发放、工程款支付等情

况，以及春节前农民工工资支付预测。全年清欠农民

工工资８７５６５８０元，涉及劳动者９６３人。

【“８·２９”矿难善后处理】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攀枝
花市西区正金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区人

社局根据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和 “８·２９”事故工伤
（亡）职工补偿方案的规定，选派工作人员与市人社局

及各县（区）人社局抽调的负责工伤（亡）认定的业务

骨干密切配合，积极参与善后处理事宜，为５４名受伤
职工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为４８名工亡职
工及其供养家属的待遇进行审核，确保善后工作迅速

处理和全区和谐稳定。

人事管理

【事业单位公招】　 ２０１２年，西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计划招聘８０人。此次招聘工作
由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统一组织，采用四川人事考

试网报名系统实行网上报名，资格初审工作由各市级

招聘单位的主管部门和各县（区）组织、人社部门负

责。西区招聘单位包括教育局、卫生局、农林畜牧局、

水务局、安监局、街道等，有基础教育、医学检验、基层

保健、医学影像、城市规划、煤矿安全监管、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等岗位，涉及教育、医学、土木工程、城市规

划、矿山通风与安全等专业，其中医学检验、基层保

健、医学影像３个岗位因报考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而
取消招聘计划，部分岗位因报考人数较少而削减招聘

计划，削减招聘计划１３人。有７１８人报考，５８０人通
过资格初审，１６５人入围面试，招聘６７人。

【参公事业单位招录计划申报】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
根据市委组织部、市委编办、市人社局《关于申报２０１２
年面向社会考试录用公务员和面向基层遴选公务员

计划的通知》精神，会同区委编办对全区参公事业单

位的编制、实有人员及空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合

西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拟订全区２０１２年面向社会
公开招录８名参公人员的招录计划，经区委、区政府
研究同意后报市人社局审批公开招录。９月２８日，严
格按照学历、年龄、专业等条件，对报考西区公务员

（参公人员）职位的２２５名考生进行资格初审。

【急需紧缺人才招聘】　 ２０１２年４月，区人社局会同
区委组织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以及“公开、公

平、公正”“择优录取”的原则，到省内外高校公开考核

选拔西区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紧缺人才。在省内外高

校发布招聘公告７次，委托市人才交流中心在成都特
大人才招聘会相关网站发布人才招聘信息１次，收到
应聘简历７８份，组织笔试面试７场次，签订就业协议
１２人，达成意向性协议１６人。通过考核，最终招聘医
学检验、水利工程、土木工程、采矿工程、环境工程等

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１４人，将他们补充到西区事
业单位工作。

【人才评选推荐】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牵头组织相关
部门推荐３名农村优秀人才、７名十佳技术能手参加
第二届“攀枝花市农村优秀人才奖”“攀枝花市十佳技

术能手”评选。组织推荐８名西区优秀人才参加“新
一批西区区级领导直接掌握联系突出人才”评选。通

过用人单位初评、区人社局审核等程序，推荐１名学
术和技术带头人、３名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报
上级人社部门参见评选。按照职责分工和属地管理

原则，组织区教育局、区卫生局、区经信局、区民营经

济创业园区管委会开展攀枝花市首批高层次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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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人选申报工作，推荐４名专
业技术人才申报全市首批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人选。

【制定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２０１２年，
西区围绕“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和“打好五大硬仗”战

略目标，结合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和实际工作需要，

于１２月４日制定《攀枝花市西区机关事业单位人才
引进稳定培养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明确了引进人才的户籍管理、工资福利、

配偶和成年子女就业以及未成年子女入学入园等方

面的优惠政策，特别加大了福利待遇方面的优惠力

度。《暂行办法》规定，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

才，省、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省部级学术技术及学科

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和省级特级教师，具有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才以及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

学位的人才实行一人一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具有

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人才，与西区机关事业单位签订５年以上聘用合
同的在编在册职工，可享受政府给予的５万元安家补
助和为期５年每月６００元的人才激励津贴，暂无居住
条件的，可申请３年过渡期的人才公寓、公租房或享
受政府为期３年每月６００元的租房补贴；属西区经济
社会事业建设所急需紧缺人才，与西区机关事业单位

签订５年以上聘用合同的在编在册职工，根据专业紧

缺程度及西区实际情况，政府给予３万元 ～１５万元的
一次性补助，暂无居住条件的，可申请３年过渡期的
人才公寓、公租房。《暂行办法》还规定，引进人才的

安家补助在正式聘用或调入后按５年平均发放，一次
性补助在正式聘用或调入后一次性发放。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强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管理工作，完成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连续三年
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１１名公务员记三等功
工作，完成４个事业单位３９名工作人员的参公管理工
作，完成２０１１年２２３名公务员、１１８名参公人员统计
报表上报工作。２０１２年４月，区人社局会同区委组织
部对２０１１年全区２２６６名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进
行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优秀３３１人，占１６３５％；称
职（合格）１６０７人，占７９４％；基本称职（基本合格）４
人，占０２％；只写评语不定等次７９人，占３９％；不写
评语不定等次２人，占０１％；不称职１人，占００５％。

【村（社区）大学生干部管理】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区人社
局组织用人单位对全区２０１２年９月在岗的１２名 “一
村（社区）一名大学生干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的工作
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１人为优秀，１１人为合格。
并为考核为合格以上等次人员发放１个月一次性生
活补助１９２００元，其中本科每人１８００元，专科每人
１５００元。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和市委组织部答复，经研
究，解除河门口街道南街社区 １名社区大学生干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与原西区人事局续签的“四川省‘一村
（社区）一名大学生干部’计划聘用合同书”。

【“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管理】　 ２０１２年１月，区人
社局以走访座谈方式慰问在西区从事支教支农服务

的２名大学生志愿者，并给每人送去２００元慰问金。９
月，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

做好“三支一扶”计划志愿服务者管理和考核工作的

通知》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对在西区服务的２名“三
支一扶”计划志愿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的工作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均为称职，并给每人发放１０００元的一次
性生活补助。

【临聘人员管理】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日，区人社局与区
委编办、区财政局、区监察局联合下发《关于开展西区

机关事业单位临时聘用人员规范管理检查的通知》，

对机关事业单位临时聘用人员进行清查。经过２次
清查，全区临聘人员计划岗位６１６个，实有临聘人员
５４２人，其中管理岗位２７７人，专业技术岗位１人，工
勤驾驶员岗位１５９人，工勤其他岗位１０５人。

【专业技术职称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按照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条件、程序和管理权限完成西区事业单

位６名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和１名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称评审申报工作。采取电话咨询、答疑、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企业介绍区人才交流中心的工作职责

和服务措施，为２８名有报名评审初级专业技术职称
意愿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咨询服务，为１名申报
评定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政

策咨询和材料审核、上报等服务。

【工资收入分配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严格按照
相关文件要求，积极开展各项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工作。补发除教育、卫生以外的其他事业单位４４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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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人员２０１０年绩效工资、２０１１年基础性绩效工资，
以及１５４名退休人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的退休生活补贴；
审核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含西区一幼）和卫生系统奖

励性绩效工资；完成２０１１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
次的１７５０名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晋升工作。完成
２０１０年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公务员、参公人员、
机关工勤人员年终一次性奖励以及考核为优秀的上

述人员一次性奖励发放工作。发放全区２６８１人２０１１
年目标考核奖和奖励性绩效工资。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按照
相关文件要求，扎实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结

合西区实际，于３月１５日制发《关于事业单位变更岗
位设置方案的通知》，要求各事业单位及时申报岗位

设置变更方案，推进事业单位岗位管理科学化、规范

化、制度化。推行事业单位聘用制管理，开展岗位竞

聘、转岗竞聘等工作，实现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

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因区属事业单位合并或分立，机构编制需调整，

重新设置岗位。截至１２月，全区非教育事业单位核
定岗位１４５个，教育系统（不含教研室）增核岗位１３０
个，中小学职称改革变更岗位３０个。截至１２月底，核
准纳入岗位设置的事业单位１００个，核定岗位２００１
个。其中：非教育系统 ７９个事业单位核定岗位 ６４８
个，教育系统（不含教研室）２０个事业单位核定岗位
数１３２２个，区教研室核定岗位３１个；设置管理岗位
３８２个，专业技术岗位１５６１个（副高级２０２个、中级
６６３个、初级６９６个），工勤技能岗位５８个。全区事业
单位１６２９人被聘于１６４７个岗位（“双肩挑”岗位１８
个），被聘人员按相关政策兑现了工资待遇。聘于管

理岗位２８７个，其中七级 ５个，八级 １３个，九级 ２５８
个，十级１１个；聘于专业技术岗位１２２８个，其中五级
１８个，六级３７个，七级１２９个，八级１２７个，九级１７７
个，十级３２２个，十一级１４９个，十二级２１０个，十三级
５９个；聘于工勤技能岗位１３２个，其中二级７个，三级

６５个，四级３８个，五级２２个。
事业单位岗位出现空缺时，按照《关于〈印发攀枝

花市西区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法〉的通知》

精神，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和引进高校新毕业大学生７３
人，引进紧缺专业技术人才１７人，新进人员均纳入聘
用管理和岗位设置管理。

首次岗位设置工作过渡后，根据工作需要，全区

事业单位在本单位岗位出现空缺前提下，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９４人的岗位竞聘工作，其中工勤技能岗位４
人，管理岗位竞聘１９人，专业技术岗位６４人，转岗７
人。岗位竞聘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做到事岗相宜、

岗人相适。

【企业军转干部维稳解困】　 ２０１２年，区人社局将２
名在岗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调整为

３１６０元，即月平均工资收入达不到３１６０元的，补助
到３１６０元；将２名退休企业军转干部的生活困难补
助标准调整为３１００元，即按标准发放生活困难补助
后，养老金加生活困难补贴的月收入超过３１００元的，
超过部分不再发放。全年补发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

难补助５９４万元。春节、建军节期间，慰问军转干部
１０３人，发放慰问金４１２万元。

【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项目立项】　２０１２年９月，西
区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获省发改

委批准立项进行公开招投标建设。该项目建筑总面

积３２００平方米，总投资预计在８３０万元以内，资金
来源于中央补助和地方自筹，建设工期预计为１８个
月。项目包括新建２０００平方米县级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１个，３００平方米街道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站４个（清香坪、玉泉、河门口、陶家渡街道各建１
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西区就业和社会保

障服务体系基础设施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统筹城

乡发展。

（马　琳　钟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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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城镇新增就业４９９６人，完
成目标任务３７００人的１３５％。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２２９８人，完成目标任务１９００人的１２０９％，其中就业
困难对象再就业 ４３５人，完成目标任务 ３５０人的
１２４３％。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２００万元，完成目标任务
１５０万的１３３３％。创业意识培训８０４人，完成目标任
务５００人的１６０８％；创业能力培训３３６人，完成目标
任务３００人的 １１２％。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创业１５
人，完成目标任务１５人的１００％。城镇失业人员职业
培训３９８人，完成目标任务３００人的１３２７％。农村
劳动力技能培训 ５２０人，完成目标任务 ５００人的
１０４％。农民工在岗培训 １３７０人，完成目标任务
１０００人的１３７％。“千人就业援助活动”帮助援助对
象实现就业２８８人，完成目标任务２４０人的１２０％。

【职业培训】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强各类人员职业技能
培训，提高其就业、创业能力，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全

年举办各类培训班２３期，培训３４２８人，其中创业意
识培训８０４人，创业能力培训３３６人，农民工在岗培训
１３７０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５２０人，城镇失业人员
职业培训３９８人。

【落实扶持就业优惠政策】　２０１２年，西区就业局继
续落实扶持就业各项优惠政策，帮助失业人员实现再

就业。全年发放２５名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 １２５万
元。审核灵活就业、自谋职业者社会保险补贴申请

７５８份，发放补贴资金３１２０２万元；审核培训补贴申
请２４１５份，发放补贴资金１２０８４万元；审核公益性
岗位补贴申请８人次，发放补贴资金０７７万元；发放
职业介绍补贴资金３１万元。发放小额担保贷款２００
万元。

【开展就业专项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１５日，西区开展以“帮扶到人、岗位到手、政策到
位、服务到家”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活动，走访就业困

难家庭和零就业家庭８０户，摸清登记认定的１２５２名

未就业困难人员的基本情况，帮助５００名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就业再就业。１月１０日至３月３１日，开展以
“搭建劳务对接平台、帮您尽早实现就业”为主题的

“春风行动”，组织专场招聘会１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００
余份，为农村劳动者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５６人次，
当地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２２人。从 ８月起，开
展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补贴”为主要内容的

“千人就业援助活动”。截至１２月，全区登记就业援
助对象４２９人，就业援助１３７８人次，帮助援助对象实
现就业２８８人。三次专项活动帮助８１０人实现就业。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西区戒毒（康复）人员就
业援助工作会在区政务中心举行

【窗口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政务中心就业服务窗口
设有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政策补贴申报、职业介绍、失

业保险待遇审核等服务项目，办理流程进一步优化，

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截至１２月底，累计发放就业
失业登记证１１８７６本，认定就业援助对象５１５２人，失
业登记９３４２人，就业登记４１９６人。

【失业保险金办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按照社会保险“五
保合一”（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费纳入社

会保险费集中统一征收管理范围）、统一核算、市级统

筹新模式的工作要求，加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内控制

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各项失业保险待遇审核流程，确

保失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按流程规范使用。全年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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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１２９４人次的失业保险金待遇，发放失业保险金
８４９３万元。截至１２月，全区有１５９人享受失业保险

金待遇。

（潘俊霖）

医疗保险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
（续）保 ４８６１２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４７５００人的
１０２３４％。征收医保基金１５３７９３万元，其中各级财
政补助１００３９３万元（中央财政补贴５７７７万元、省
财政补贴１２６２６万元、市级财政补贴１１４１４万元、区
财政补贴 １６８２２万元、区民政医疗救助金 １５１７万
元、区残联残保金 ２４４万元），个人缴费 ５３４万元。
全年当地前台结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２５０８
人次，住院总费用１００９１９万元，统筹支付６１０６８万
元，门诊２４９００人次，统筹支付７７８１万元；城镇职工
住院５２９４人次，住院总费用３４５０４２万元，统筹支付
２６２３３４万元，门诊９０４２６人次，统筹支付６３５４万
元；药店划卡５５２００７人次，支付２７４１３５万元；离休
干部、二等乙级革命伤残军人及特殊照顾人员报销８５
人次，支付２７９８万元。全年异地住院报销：城镇职
工住院１０７３人次，住院总费用１３０１７９万元，统筹支
付７９６１６万元；城镇居民住院３８４人次，住院总费用
３０００２万元，统筹支付１４８８１万元；异地重症、慢性
病门诊补助３４１人次，统筹支付２４９７万元。上述各
种医疗报销费用总额７６８６５０万元。

【重症、慢性病及异地居住申办】　 ２０１２年，城镇职工
重症、慢性病申办４７０人次，其中合格３９５人次，不合
格７５人次。全年办理城镇职工异地居住１７２人次，办
理城镇居民异地居住１０９人次。

【“两定点”监督检查】　 ２０１２年末，西区“定点零售
药店”“定点医疗机构”（以下简称“两定点”）各有２５
家，为参保群众提供日常医疗服务。全年，攀枝花市

西区医疗保险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医保局”）多次对

辖区“两定点”单位医保管理制度、物价执行情况、从

业人员资质等进行突击检查，规范服务行为，提高“两

定点”单位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保基金安全。在实

地检查的同时，加大对“两定点”单位报审医疗费用的

审核力度，重点审查低指征住院、超标准使用诊疗项

目、重复收费等违规行为。全年扣除各类违规收费

５７１４万元。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检查】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上午，
市、区审计局组成联合审计组，对西区社会保障资金

进行全面审计。３月上旬开始，区医保局开展医疗保
险基金审计专项自查，积极配合协助审计，按要求及

时提供各类账本、报表、资料。西区各项医保基金账

目清晰、使用规范，无违规现象，顺利通过市、区两级

审计部门社会保障资金检查。

【医保业务档案通过达标验收】　２０１２年２月，西区开
展医疗保险业务档案归档达标验收工作。区医保局

按照省医保险中心《关于开展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管理

达标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克服资金、人员紧张困

难，抽出资金购置专用档案柜、档案盒、打孔机等设

备，并配备兼职档案员。采用“三级联审”（科室经办

人员整理、科室长监管、档案管理员抽检审查）制度，

确保归档质量，做到整理一件合格一件。８月，西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医保业务档案归档工作顺利完成，形成
医疗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管理、社会保险征缴业务统

计报表、社会保险稽核五大类３２７卷。１１月底，西区
医保业务档案随市通过“省二标”验收。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治】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西区按照
市民政局、市人社局等４部门《关于在全市开展儿童
先天性心脏病救治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启动儿童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治工作。救治对象：具有攀枝花

市户籍的１４周岁以下且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先天性间隔缺损、先天性室间

隔缺损、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狭窄的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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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末，西区有９名患儿通过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进行治疗。

【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９日，西
区２５家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工作启
动。原则上按无级别、Ａ级、ＡＡ级、ＡＡＡ级４个级别
评定等级，分７类８０项进行评分，总分１０００分。

等级评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动态，定性、

定量和奖惩结合的原则，由市人社、市卫生、市药监、

市发改、市审计、市监察等部门，以及市、区医保局与

医保行风监督员等参加的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年

末，西区２５家定点医疗机构评级申请通过初审，上报

市医保局。

【医保“无差别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医保局牢固树立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一站办理、温馨服务”理念，增

强服务意识，提高业务能力，继续开展医保“无差别服

务”。西区政务服务中心医保局城镇居民医保征收、

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监督管理、医疗费用审核报

销３个窗口简化办事流程、缩短办理时间，群众能在
“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第一工作人员”完成所需办理

的事项。１０月，启动 ＰＯＳ机社区缴费业务，居民几分
钟即可完成缴费参保。

（胡修建）

社会保险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养老保险参保企业３５０户，其
中集体企业 ４２户，个体私营和民营企业３０８户。参
统人员３１５９６人，其中在职参保人员１９５４６人，离退
休人员１２０５０人。在职参保人员１９５４６人，其中企业
参保人员 １０９６９人，个体和自由职业者参保人员
８５７７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１８０００人的１０８５９％。
工伤保险参保企业４２６户，参保人员９５１９人，其中企
业３１１户７３９３人，事业单位１１５户２１２６人。生育保
险参保人数９９０４人，其中企业参保人数７１３７人，机
关事业单位参保人数２７６７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１１６６５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９０８３人，
其中企业６９５７人，事业单位２１２６人。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４７４３人，其中新农保参保 １８５９人（退休
６０１人，缴费６３３人），城居保参保２８８４人（退休２７６１
人，缴费１２３人）。

全年累计办件７３１２２件，其中社会保险登记及缴
费基数核定２７２５４件，养老保险待遇审核８５６件，续
保缴费５４２１件，工伤、生育待遇支付２０２件，医保待
遇支付 ２４５８件，社会保障卡发放 ６１４５件，其他
３０７８６件。办结７３２１２件，办结率１００％；参与评议率
９５％，满意度１００％。

【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２０１２年，西区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８２２３８２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６１８４万元的
１３２９８％；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 １５８７８万元，确保
１２０５０名（暂停发放２３人）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
时足额发放，社会化发放率１００％。征收工伤保险费
３８０２５万 元，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３０４万 元 的
１２５０８％；支付工伤保险待遇１１６人次，支付 ４５５３１
万元。征收生育保险费１３２３２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１０６万元的 １２４８３％；支付生育保险待遇 １１２人
次，支付 ５３１１万元。征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３３６８５３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１７００万元的
１９８１４％；支付基本医疗基金５５２７８８万元。征收失
业保险金７６６５１万元，完成全年目标任务２４０万元的
３１９３７％；支付失业保险金１２６５５万元。

【社保资金专项审计】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０日，攀枝花市
审计局西区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组开始对西区社保资

金进行审计，并延伸调查８家参保企业。４月１３日审
计结束，审计组结合审计结果，在先行总结的同时提

出如下整改意见：追回５名死亡人员家属多领的６０６０
元新农保养老金；追缴３家企业因少报缴费基数而导
致少缴的１２３６０元社保费，并以此次审计为契机，及
时开展稽核工作，彻查各参保企业涉及社会保险的相

关问题；向区委编办和区人社局报告，申请增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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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和经费支持，加强经办能力建设；积极与区公安、

区民政、区工商、区税务等部门协商，定期交流业务信

息数据，形成信息共享和工作联动机制，杜绝应参未

参、应缴未缴、应缴少缴和待遇发放中冒领、多领现象

发生；与区内有关部门紧密配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

险覆盖面，提高参保缴费率，增加社会保险费的征缴

总量；采取审计、基金现场监督、专项基金检查等方

式，充分发挥各种社会职能作用，形成全社会监督的

良好氛围，万无一失保证基金的安全和完整。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
做好失地农转非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相关工作，促进统

筹城乡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截至１２底，办理征地
农转非人员参保３２４人，应征收的１８１８５６万元社会
保险费全部到账。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城镇居保”）试点工作启

动，西区被纳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国家首批试点范

围，同时纳入第三批新农保国家试点县（区）。同年

１２月２２日，西区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启动会
召开，安排部署城镇居保工作，发放参保资料１万余
份、宣传资料３００余份。２０１２年１月、８月，区社保局
分别组织街道（镇）劳动保障所、社区４６名工作人员
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系统”培训，对人员参

保、缴费、待遇享受、政策理论等业务进行讲解。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工作的实施，西区将在全省乃至全国非

民族地区率先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无缝覆盖，全区除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１６周岁以下居民和已参加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之外的所有人群将全部纳入这一保

障体系。

（任秀超）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１日，“２０１２年西区创业培训”开班仪式在玉泉街道矸石电厂社区举行
（区就业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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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耕地面积１１３３６４万平
方米，农业人口９８５５人，其中农村劳动力７６９８人。
完成农业总产值１４９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２％；完成
农业增加值 ７９３０万元，同比增长 ４％。粮食产量
２９２３吨，同比下降４８％；蔬菜产量１００７０吨，同比增
长０４％；水果产量３０６０吨，同比增长１％；肉类产量
３１０４吨，同比增长０６％；禽蛋产量２２２９吨，同比增
长４１％。农民人均纯收入 １０４７２元，比上年增收
１２９７元，同比增长１４１３％。

西区格里坪镇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建成大麦地３６６７万平方米核桃园，晚熟芒果、
蒰柑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建设加快推进。西宇生物

科技公司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００万元，厂房在格里坪工业园区基本建成。同年５
月，庄上花卉产业园开工建设，完成投资３０００万元，
一期工程于年底竣工投产，结束了攀枝花市无大型高

档花卉基地的历史。开展山药、核桃、花椒等种植技

术及山药病虫害防治培训５次，３２６人参培。
全区发生火情火警７７次，出动指挥人员、区专业

扑火队员、镇半专业扑火队员２７７２人次。按计划组
织烧除森林隔离带６２天，出动人员１２０９人次。未发
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检查木材运输

车辆２４２０车次２２０７９万立方米。

【紫茎泽兰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攀枝花市
西区人民政府与攀枝花市西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紫茎泽兰开发利用项目协议，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出

可喜的一步。该项目占地约４０万平方米，计划投资
４５００万元，主要利用紫茎泽兰生产生物有机肥料、活
性炭、农药等产品。攀枝花市西区农林畜牧局（以下

简称“区农林畜牧局”）积极与该公司及相关部门沟通

协调，参与项目选址、前期准备等工作，加快推进紫茎

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农机安全检查】　２０１２年，区农林畜牧局联合格里
坪镇农机服务中心对全镇农机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

主要检查农机无证无牌驾驶、超速超载、酒后驾驶、违

章载人等违法行为。全年检查１１次，排除安全隐患
３处。

【农机年检】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２５日，区农林畜牧局
在格里坪镇集中开展 ２０１２年度农业机械以及驾驶
员、操作人员审查，检审农机９辆，合格农机加盖检审
印章，不合格者要求整改。

全年办理驾驶证到期换证１３个，发放“西区农机
安全生产告知书”５００份，签订“农机驾驶员承诺保证
书”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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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

【粮食生产】　 ２０１２年，西区粮食种植面积７９１万平

方米，同比增加１５０万平方米。主要种植水稻、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通过推广地膜覆盖、旱育秧、抛秧、规

格化条栽等系列农业先进技术，以及适时施肥浇水、

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提高产量。受旱灾等因素

影响，全年粮食产量２９２３吨，比上年减少１４７吨，同

比下降４％。

【蔬菜生产】　 ２０１２年，西区蔬菜种植面积１４７万平

方米，同比增加３万平方米。主要品种面积及产量：

叶菜类面积４０万平方米，产量４３２６吨；黄瓜、冬瓜等

瓜果类面积１９万平方米，产量７９６吨；茄子、西红柿、

海椒等茄果类面积２６万平方米，产量８９６吨；大葱等

葱蒜类面积６万平方米，产量１３９吨；四季豆、豇豆等

菜用豆类面积１４０７万平方米，产量５３２吨。总产量

１００７０吨，比上年增加４０吨，同比增长０４％。

【水果生产】　２０１２年末，西区水果实有种植面积８００

万平方米，有芒果、石榴、枇杷、葡萄、苹果、梨、香蕉等

品种。以芒果为主，主要在庄上村、新庄村、滥坝村、

苦荞村种植。芒果种植面积６２２万平方米，比上年增

加５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０８％；产量１８５６吨，比上年

增加１４６吨，同比增长８５４％。石榴种植面积３０万

平方米，蒰柑种植面积３６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苦荞

村。葡萄种植面积１８万平方米，产量４８吨。

养殖业

【畜牧业生产】　２０１２年，西区生猪出栏２１３２１头，同

比下降０５％；羊出栏２３１０只，同比增长１７％；牛出

栏２７３头，同比下降１４％；家禽出栏９２３９９３只，同比

增长１７％。生猪存栏１５６４８头，同比增长３９％；羊

存栏２００９只，同比增长４４％；牛存栏６３０头，同比增

长０６％。肉类产量３１０４吨，同比增长０６％；禽蛋

产量２２２９吨，同比增长４１％。畜牧业总产值９１３８

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９％。

【“瘦肉精”监测】　 ２０１２年，区农林畜牧局大力开展

“瘦肉精”监测工作。区动物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对

饲养生猪 ５０头、羊 ３０只、牛 １０头以上规模养殖场

（户）进行拉网式排查，主要监测养殖场（户）是否违

法添加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等兴奋

类药物（俗称“瘦肉精”）。全年检测生猪规模养殖户

４６户，采样７９头，做监测２３７份，其中盐酸克伦特罗

７９份，莱克多巴胺７９份，沙丁胺醇７９份。检测养羊

规模养殖户３５户，采样７８只，做监测２３４份，其中盐

酸克伦特罗和莱克多巴胺各７８份，沙丁胺醇７８份。

生猪、羊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对河门口生猪定点屠场入场生猪进行“瘦肉精”

抽样检测，抽样１５４２头，做监测３９２５份，其中盐酸克

伦特罗１５４２份，莱克多巴胺１３２２份，沙丁胺醇１０６１

份，检测结果均呈阴性。

【上市动物检疫】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强屠宰检疫，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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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畜牧局每天派５名检疫员对上市动物及产品实施

复检和检疫，并派监督人员不定时进行监督。生猪入

场严格按照检疫操作程序进行，检疫合格并佩戴有免

疫标识者方可入场，同时要求２４小时宰杀完毕。生

猪屠宰检疫率及上市猪肉复检率均为１００％。全年检

疫肉猪５９６万头，查处销毁注射兽药肉猪１５头、黄疸

猪肉２头。检疫上市肉牛（马）２３００余头、肉羊２０００

余头、活禽和白条禽１０万只。依法处理消费者投诉

３起。

【畜禽免疫检测】　 ２０１２年７月９—１２日，区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格里坪镇兽医站工作人员深入

格里坪村、庄上村、金家村、经堂村对新补栏畜禽免疫

工作进行督查，重点检查重大动物疫病日常免疫情况

和新补栏畜禽免疫猪瘟、口蹄疫、禽流感情况。抽查４

村８２户养殖户畜禽７１７２头（只）。其中：猪存栏３５２

头，新补栏１２０头；鸡存栏３８００羽，新补栏１０２０羽；

水禽存栏１０８６羽，新补栏４０２羽；羊存栏３６０只，新

补栏３２只。检查结果：新补栏畜禽免疫猪瘟、口蹄

疫、蓝耳病、禽流感补免率均达到１００％。

７月１５—１９日，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

员到庄上村、金堂村、金家村进行畜禽免疫抗体效价

监测抽样，从规模以上养殖户和散养户采集猪血２８

份、鸡血１０６份、羊血２６份、水禽血１２份。通过在实

验室对猪瘟、口蹄疫、鸡新城疫、蓝猪病、禽流感等免

疫抗体效价的检测，畜禽免疫抗体效价均为１００％，超

过农业部７０％规定标准。

【攀枝花鸡养殖技术指导】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

市、区质监局和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人员深

入格里坪镇大麦地村对鸡养殖户进行现场指导，

详细讲解《攀枝花鸡养殖技术规范》，指出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意见和具体措施，引导他们规

范科学养殖。指导养殖户从鸡雏鸡开始建立养

殖档案，保证其品质及信誉。市质监局专家提出在加

快推进鸡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工作扎实有序

开展的同时，应加强相关保护工作。区质监局技术人

员再次宣传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重要意义和经济价

值，同时送去特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识鸡脚环。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人员现场演示如何给２～

３月龄幼鸡佩戴鸡脚环。

【动物免疫操作规范培训】　 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西区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格里坪镇举办动物免疫操

作规范培训，格里坪镇兽医站工作人员、各村防疫员、

规模养殖场技术人员１７人参加，副主任毛从云主讲。

培训按照农业部动物免疫“程序规范化、操作规范化、

评价准确化”要求，采取理论讲解、现场操作示范和交

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理论培训以动物免疫操作技

术知识为主要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生物疫苗相关知识。现场操作

示范有免疫疫苗及器械与物资的准备、动物健康检

查、人员防护、免疫接种注射、耳标佩戴、免疫档案记

录、离户消毒、废弃物处理和免疫副反应处置等项目。

最后，参训人员就技术知识培训、现场操作示范培训

等内容进行交流。

【查处病死猪抛尸案】　 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１日，区农林畜

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电话举报，称有人在公交３２

路河门口终点站围墙外丢弃死猪。区动物卫生监督

所、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发现重约２０千克 ～２５千克病死猪６头，当事人及

运输车辆被截获。经调查，仁和区余某饲养的猪仔于

１月３０日晚生病，打算运往西区河门口屠宰场销售，

不料未到屠宰场就已病死，于是就近抛弃。区动物卫

生监督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作出如

下行政处罚：病死猪作无害化处理，对抛尸点和车辆

进行严格消毒，１２００元处理费由当事人承担，由区动

物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负责现场监督执行；罚款２８００

元。在铁证面前，余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场

缴纳罚款和无害化处理费４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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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元宵节晚上，区农林畜

牧局、市森林公安局西区分局按照市林业局、市森林防

火指挥部的安排部署，组织执法人员对格里坪、动力站、

玉泉广场、清香坪、攀钢清香坪生活区等地段进行巡查，

宣传《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生产销售燃放孔明

灯的通告》，制止燃放孔明灯８人次，收缴孔明灯２９个，

全区未发生因燃放孔明灯引起的火灾事故。

３月２８日下午，西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部召

开会议，安排清明节森林防火工作。次日，区政府森

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接到森林火情报告３起，区专业

扑火队、格里坪镇半专业扑火队迅速出动，有效控制

了火情，减少了损失。４月２—４日，全区发生火情火

警７起，过火面积１１３万平方米，出动专业和半专业

扑火队１５６人次灭火。因火情发生在荒坡地段，林木

未受损伤。其间，区农林畜牧局派出巡查组对格里坪

镇１０个村进行巡查，区防火办招聘的１３名巡山护林

员对山头地块进行巡护望，区防火办接到火警后迅

速出动，每起火情在 １小时内得到处置，实现“火扑

灭、零伤亡”目标。

【森林病虫害防治试验】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市、区

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在西区清香坪联合开展桉树虫

桉树虫害防治试验

害防治试验，以探索其防治技术。２０１１年７月，攀枝

花市发生桉树虫害，对全市乡土绿化树种桉树造成严

重危害，为探索桉树虫害防治技术而进行上述试验。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７日，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指导区农

林畜牧局在全市率先开展松材线虫病媒介昆虫———

松褐天牛诱捕监测试验，在具有代表性的大麦地村、

竹林坡村４个监测点各设置２个诱捕器，对松褐天牛

进行监测诱杀。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由省森林

资源管理总站、省森林资源和荒漠化监测中心、市林

业局组成的外业验收组，对西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外

业工作进行验收，并通过验收。次日，西区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转入内业工作。６月底，内业工作全面完成，

并通过调查队伍质量自查和内业联合检查组县级自

查，其结果达到《四川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

细则》要求。

８月２５日，西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审查验收

会在西城佳园宾馆召开，由省林业厅、市林业局、区政

府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审查验收。

专家组认为，西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方法科学，内容

完整，调查精度和各项技术质量指标达到国家和省有

关规定要求；调查报告对资源的动态变化分析恰当，

符合客观实际，为将来编制林业发展规划、实现森林

资源合理经营、科学管理、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资

料和决策依据。专家组一致同意西区森林资源二类

调查成果通过省级验收，综合质量等级评定为“良

好”。

【义务植树】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西区在西佛寺景区

开展“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为主题的全

民义务植树活动。此次活动由区农林畜牧局牵头，全

区７０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１２００余人参加，栽种金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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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株、蓝花楹２万株、大叶榕２００株、檀香６００株、黄

果树２００株、释迦６００株、莲雾５００株，植树面积１３３３

万平方米。

【森林保险试点】　 ２０１２年７月，区农林畜牧局认真

落实森林保险试点政策措施和全市试点工作实施要

求，及时安排，落实人员，实施《攀枝花市森林保险试

点工作方案》，确保森林保险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按

照“政府引导、政策扶持、市场运作、林农自愿”的原

则，向格里坪镇１０个村５２个合作社下发“林业保险

分户投保征求意见调查表”１０００余份，广泛征求村民

意见。全年森林保险试点面积３４１１４０２万平方米，

其中集体公益林３３６６８８２万平方米，商品林４４５２

万平方米；投保金额５０２９８９４元，其中集体公益林签

单保费４０４０１９６元，商品林签单保费９８９６９８元。

【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档案验收】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

日上午，受省林业厅委托，由市林业局和市档案局组

成的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档案验收组对西区天保工

程一期档案进行检查验收。根据《四川省天保一期工

程档案验收工作方案》要求，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查

看、综合评议等方式进行验收。验收组首先听取区农

林畜牧局副局长胡波关于西区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

开展情况的汇报，然后查阅该工程一期项目建设所形

成的纸质和电子档案，认为西区天保工程一期档案资

料完整、准确、系统、规范，符合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档

案管理要求，并对天保工程二期档案管理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２年，西区查处各类林业行政案件

４０件，其中森林火灾案件８件，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林

地用途案件９件，违法运输、经营、加工木材案件 １９

件，贩卖三类野生动物案件４件。收缴斑鸠、鳄龟、牛

蛙等野生动物３０只，处罚４０人次，罚款２８０４５３元，

收缴木材１２２６８立方米。办理刑事案件２件，其中非

法收购盗伐滥伐林木和毁林开荒各 １件，收缴木材

５６３８立方米。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

年４月１２—１３日，区农林畜牧局联合市森林公安局西

区分局开展打击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网络犯罪和非法

贸易专项行动。按照“深度打击、综合治理”的思路和

破大案、打团伙、挖窝点、断网络的工作要求，重点检

查驯养繁殖场、宾馆、酒楼、农家乐、网站、物流寄地等

场所１５家，发现个别餐馆菜谱上存在禁止经营的野

生动物菜品，责令其立即删除。同时，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和办理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的条件方法。

【绿盾执法检查】　 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由省森林病虫

防治检疫总站副站长杨佐忠为组长，省森林病虫防治

检疫总站检疫科科长杜维、市林业局副局长包小强、

区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站长宋敏为成员的联合检查

组对西区“绿盾２０１２”林业植物检疫执法专项行动进

行检查，《人民日报》经济社会新闻部和《中国经济导

报》记者，以及省林业厅宣传中心人员随行检查并进

行跟踪报道。检查组一行深入位于西区格里坪镇“川

滇林产品交易市场”进行检疫执法检查，详细了解木

材购销情况，查看检疫证书办理情况，仔细检查现场

堆放的松木及其产品。检查组对该市场检疫规范管

理给予肯定，同时要求从严管理松木购销及加工等环

节，从源头上控制松材线虫病的传播。现场发放《四

川省“绿盾２０１２”林业植物检疫执法》《攀枝花市林业

植物检疫》等宣传资料１００余份。

【林地清理】　 ２０１２年８月，区农林畜牧局与市森林

公安局西区分局成立联合检查组，主要对２０１２年１月

起各类工程项目建设征占用林地、采矿采石占用林

地、各种乱占林地等违法行为进行清理检查。查处格

里坪镇大水井村１０社、攀枝花市精全材料厂、攀枝花

市拓盛矿业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华阳煤业有限责责任

公司三矿、攀枝花市利俊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达连田

煤矿等９家违法占用林地案件，罚款２６９８万元。

【窗口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政务服务中心农林畜牧

局窗口办理各类林业行政许可事项和行政审批６５３４

件，其中木材运输件（即办件）３２５３件，植物检疫证书

核发（即办件）３２０３件，征占用林地６宗，林木种子生

产２件，林木种子经营２件，林木采伐许可４件，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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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经营加工许可证２１家，年审４０户，野生动物经营加

工初审３件。涉及材积２５３７５立方米，收取检疫费

３０２１５元、育林基金 ２０５５３元、森林植被恢复费

６５１１３４元，退耕还林异地转换补偿９６５７５元。

（杨　雄　高　倩）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前排右一）调研西佛寺景区建设
（区农林畜牧局供稿）

水　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和清
香坪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配套工程开工建设，河门口

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竣工投入使用。投入资金近６００
万元，新建改建一批抗旱设施。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

设，全面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完成水土保持治

理面积１１平方千米，新增江岸荒坡绿化面积３４５０平
方米。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强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全面推进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投入资金 山平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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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６６万元（中央资金４５０万元、省级资金８７０万元、
市级资金２８６万元、区财政１４３６０万元），新建改建一
批农田水利、交通设施，基本完成山洪灾害防治非工

程建设。

【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全

省 “２＋１０”中型水利工程集中建设动员会攀枝花分
会场举行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动员会议，标志着

该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梅子箐水库位于西区西部，是

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具人畜饮水功能的中型水

库。该工程由枢纽工程、引水工程、灌区工程三大工

程构成。枢纽工程含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三洞桥水

库工程和高涧沟水库扩建工程，规划总库容２３９２８万
立方米。其中：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包括大坝、放水

（放空）设施，库容２０６９２万立方米；三洞桥水库工程
包括大坝（堆石混凝土重力坝）、放水设施，库容５９４
万立方米；高涧沟水库扩建工程包括大坝、溢洪道、放

水（放空）设施，库容２６４２万立方米。引水工程含隧
洞、暗渠、渡槽、跌坎，全长５０５５米。灌区工程分为梅
子箐水库直流灌区、提灌区和梅子箐水库至干箐沟山

平塘联合灌区，主要输水设施为渠道和提灌站，渠道

全长５４２２２米，拟建泵站２座。工程计划投资４１３４０
万元，建设工期３６个月。至１２月底，累计完成投资
８５９万元。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竣工后，最大坝高由
３２２米增加到６５米，总库容从４１７万立方米增加到
２０６９２万立方米（不含三洞桥水库和高涧沟水库库
容），总灌溉面积由５２６６７万平方米增加到２９１３３５
万平方米，农业产值增加２３６亿元，能满足１３万人、
２２万头牲畜用水，并能抵御５０年一遇洪水的袭击。

【庄上村提灌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攀枝花
市西区格里坪镇庄上村提灌工程开工建设，概算投资

１７４３３万元。该工程由两级提灌站组成，含 ２座泵
站、１口蓄水池和２条提水管道。一级提灌站采用滑
轨移动方式从金沙江取水，通过一级泵站和２５３米管
道将水提至１０８０米高程的６０００立方米蓄水池，主要
用于花卉种植和二级泵站水源。二级提灌站通过

１３００米管道将水提至该村最高点１１７５米高程２００立
方米水池。至年底，一级提灌站基本建成，二级提灌

站在规划实施中。

【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配套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

年，西区继续推进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配套工

程建设，提高城市排污功能，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提高到８０％以上。该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开工建
设。至２０１２年末，完成河门口北街片区、河门口公园
片区、清香坪北街片区污水管道埋地铺设，并同步完

成开挖道路的恢复。

【河门口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９
日，攀枝花市西区水务局（以下简称“区水务局”）与

四川金海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河门口饮用水源地保护

项目施工合同，３月４日开工建设。至年末，建立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标志碑１座，修建沉沙池、垃圾收集池
各１口，修筑２米高围墙１００米，在江岸荒坡种植小桐
子３４５０株。

【水产养殖】　 ２０１２年，西区充分发挥水产养殖专业
大户和普通农户的积极性，继续发展池塘和水库养

殖，主要养殖草鱼、白鲢、花鲢、罗非鱼、鲫鱼、鲤鱼等

常规品种。利用新庄、大水井泉水资源，主要养殖江

团、花雕、美国蓝鲨，金沙江野生鱼等名优品种。全年

水产养殖总量５０３吨。

【水政执法】　 ２０１２年，西区开展水政执法监督 ２３
次，检查开发建设项目１３个，开发建设项目现场选点
２３个。依法审批取水许可２家，审批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１５个。协调苦荞村与攀煤公司龙洞矿水
资源纠纷和格里坪村与恒威化工公司水事纠纷各１
起、金家村水事纠纷２起，督促规范河道建设３起，整
改疏通防洪通道２起，开展防洪防汛执法检查２３次。
全年征收入库资金８５万元，其中水资源费５９万元，水
土保持设施补偿费２６万元。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编发水法律法规汇编

１０００册。

【水环境专项治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投资１０万元，投
劳３００人次，投入机具（车辆、船舶、机械）６０余台次，
治理湖库２座，清理江河水渠５５千米，清理江河湖库
垃圾０５吨、漂浮物０１吨、淤泥５吨，取缔肥水养鱼
水面３５５万平方米。取水点上游１０００米至下游１００
米水域内无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取水点半径

１００米水域内无网箱养鱼、无畜禽放养等可能污染水
源现象。金沙江沿岸防护范围内无废渣、垃圾、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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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放。地下水源周围５０米内无渗水厕所、渗水坑、粪
坑、垃圾点等污染源，无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灌

溉，以及施用持久性或剧毒农药情况。距井５米以内
无囤水田。

【水产养殖秩序整治】　 ２０１２年，西区全面禁止肥水养
鱼，重点整治梅子箐水库、龙洞水库及格里坪镇境内１３
座山平塘水产养殖秩序，取缔池塘污水养殖。境内金沙

江水面无炸鱼、毒鱼现象，严厉打击电鱼行为。

【抗旱救灾】　 ２０１２年，西区旱情严重，年平均降水量
不足４００毫米，沟河几乎断流，山泉接近枯竭，１４口山
平塘基本干涸，２座水库蓄水处于或接近死库容，全区
总蓄水量仅７２万立方米，不足常年蓄水量的 ２０％。
受旱面积１７５３３４万平方米，其中农作物５１２６７万
平方米，经济作物 １２４０６７万平方米；５０００余人和
４８００头牲畜饮水困难。

投入资金近６００万元用于抗旱设施建设，新建山
平塘１座、水池１４口、扶贫抗旱小水窖１６０口，改造水

池４口，完善配套机井２００立方米高位水池１口，打深
井５口，整治泉水井６口，安装引水管道２９６万米、水
泵２台，新建引水渠１０００米，整治引水渠３０００米，改
善灌溉面积２０万平方米。为旱区送自来水４００余吨、
桶装水２２０件、瓶装水１７００余件，解决２５００余人的
饮水困难。向旱区赠送价值近２０万元水管等救灾物
资，发放旱灾救济大米５０吨。

【防汛工作会议】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日，西区２０１２年防
汛工作会议在区检察院召开，区政府办公室、区委宣

传部等３０个部门４０余人参会。会议传达全市２０１２
年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部署防汛工作，落实防汛

责任。副区代华长分析当前防汛严峻形势，要求各成

员单位提高防汛意识，开展防汛排查，制订应急预案，

落实值班制度，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和防汛队伍培训。

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要求各防汛成员单

位提高认识，高度重视防汛工作，突出重点，狠抓落

实，强化监督，确保汛期安全。

（李鉴霖）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全省“２＋１０”中型水利工程集中建设动员会攀枝花分会场举行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
建设动员会

（区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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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工业运行情况】　 ２０１２年，受国内经济下行和
“８·２９”事故等影响，西区工业经济面临严重保增长
压力。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４４７亿元，同比下降
２７％。其中：地方工业实现总产值１４６３２亿元，与上
年持平；攀煤（集团）公司实现总产值２８１５亿元，同
比下降１４７％。煤及煤化工、钢铁深加工、建材、电力
四大支柱产业分别实现产值１２７１５亿元、７０８亿元、
５８３亿元、１４２３亿元。完成工业增加值６５９７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１７％。其中：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２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５％；攀煤（集团）公司工业
增加值１３７９亿元，同比下降９８％。完成民营经济
增加值３２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４％。完成工业投资
２６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６６％。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
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１１９％。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重大工业项目建设
主要有西宇生物公司紫茎泽兰综合利用、攀创科技公

司综合利用高炉中间渣利用、盛谷工贸公司河门口电

厂６０万吨／年粉煤灰利用、安华公司煤矸石烧结砖、
邦钛科技木质纤维素、众一公司１２万吨新工艺特种
炭黑、翰通公司１００万吨捣固焦、扬驰胶业公司整体
技改搬迁等项目，其中紫茎泽兰综合利用一期、木质

纤维素和扬驰胶业公司整体技改搬迁竣工试投产。

加强与攀钢、钢企、攀煤、川威、华能、山东重汽等大企

业对接合作，重点加快推进１０万吨钛白粉项目、攀钢

１×３０万千瓦机组项目、华能太阳能风能等项目落地
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西宇生物公司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
目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１２亿元，分２期建设。该项
目用地８万平方米，新建生物肥料、农药３条生产线，
年产生物有机肥５万吨，活性碳５００吨，生物质燃料
２０００吨。年末，一期生产线在调试设备，准备试生产；
二期已备案，公示新征地实物调查，办理建设相关手

续，撰写可研报告。

攀创科技公司综合利用高炉中间渣项目计划总

投资１９３亿元，用地１７万平方米，为综合利用高炉中
间渣年产５００万套刹车毂、１００万套矿山机械设备衬
板、２５００万套建筑扣件技改项目。新建３条５０万吨／
年煤基直接还原生产线、３条全自动化铸件生产线、３
条铸件精加工生产线及１条年产１５万立方水泥制品
生产线。攀创科技公司综合利用高炉中间渣项目于

２０１２年被省发改委列入“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
济示范单位和省级战略新兴产业专项新能源和节能

环保产业项目。年末，一期还原铁粉生产线竣工投

产，二期在征地。

众一精细化工１２万吨／年新工艺特种炭黑项目
计划总投资１１亿元，用地５３３３万平方米，分２期建
设。一期计划投资５亿元，主要建设１２万吨／年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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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特种炭黑、相关基础和配套等设施。二期计划投资

６亿元，主要对原料预处理工段回收的副产品进行精
细化加工，包括５万吨／年工业萘深加工、３６００吨／年
咔唑深加工、１０万吨／年沥青加工，６０００吨／年甲基萘
生产线建设等。项目建成后，格里坪工业园区将成长

为全省最大的煤及煤化工产业园区，促进全市煤化工

产业链延伸，推动西区产业结构由采洗煤向特色煤化

工转型升级。年末，项目仍在办理相关手续。

【技改项目】　 截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西区工业企业技
改项目有１４个，建成或基本建成３个，在建９个，完成
前期准备即将开工项目２个；总投资３９３００万元，涉
及规模以上企业６家。其中，２０１２年新增项目５个，
总投资１１９００万元，涉及规模以上企业３家。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技改项目产能设计情况
　表１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建设内容 设计年产能／产值

攀煤矿山机械公司锻造、铸造车间

技改搬迁
４０００ 技改搬迁建设铸造生产线、锻造生

产线各１条 铸件１万吨、锻件１０００吨

博信化工公司二期硫化钠技改 １５００

增加焙烧转炉生产线４条，搬迁扩
建蒸发、浓缩工序，冷却、制片工序

扩能，热化工序搬迁扩能，烟囱搬

迁扩能

工业硫化钠３万吨

翰通工贸公司 ６号平台（煤场）
扩建

１０００ 煤场技改扩建 焦炭１００万吨

汉林工贸公司技改搬迁 ３０００ 洗煤生产线技改搬迁 洗煤３０万吨

屹峻工贸公司技改搬迁 １２００ 洗煤生产线技改搬迁 洗煤３０万吨

蓝翔工贸公司技改搬迁 ３０００ 洗煤生产线技改搬迁 洗煤３０万吨

德佑工贸公司技改搬迁 １４０００ 洗煤生产线技改搬迁 洗煤３０万吨

泰能工贸公司技改搬迁 １０００ 耐磨铸造材料生产线技改搬迁 耐磨铸造材料１万吨

攀创科技责任公司钢铁冶炼中间

渣资源化利用技改
１９００ 钢铁冶炼中间渣资源化利用技改 综合利用中间渣资源５０万吨

西区西发矿产经营部扩能 １０００ 生产技改扩能 石灰石３０万吨

恒动工贸公司可拆式单体液压支

架技改
８００ 可拆式单体液压支架搬迁扩能 产值２６００万元

攀枝花扬驰胶业有限公司技改

搬迁
１５００ 橡胶制品生产线、运输带技改扩能 橡胶制品６０００吨

龙达面粉公司面粉精深加工扩能 ３０００ 生产技改扩能 面粉６万吨

恒动工贸公司整体搬迁扩能 ２４００ 整体搬迁扩能 产值４５００万元

　说明：“技改搬迁”指项目迁入格里坪工业园区

【关停并转迁企业整合入园】　 ２０１２年，西区完成清
香坪、席草坪、格里坪、金家四大重点区域企业关停并

转迁工作，提升整合迁入格里坪工业园区企业３４家。
其中，攀枝花市德佑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浩翔工

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建斌工贸有限公司、攀枝花市

合金渣铁加工厂、攀枝花市邦钛科技有限公司被列入

省市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年淘汰落后产能８０１万吨，

依次为３０万吨、３０万吨、１５万吨、５万吨、１０００吨。
５家企业旧厂均于 ９月前拆除，１１月底均通过省级
验收。

【电力、煤化工生产要素保障】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
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

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全市所有民营煤矿停产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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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家年产６万吨以下煤矿彻底关闭，全区煤化工及电
力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西区加大电力、煤化工原材

料生产和运力保障力度。全年自产煤炭１１８８万吨，
通过“北上，南下，西进”调入煤炭１０１万吨（西北煤１５
万吨，云南、贵州煤８６万吨），煤化工企业原材料和电
煤供应得到逐步缓解。

【争取资金支持】　 ２０１２年，西区为企业争取到位专
项资金２９４８万元。其中：恒阳工贸公司“市级纳税上
１０００万企业奖励资金”、“市级主营业务上５０００万奖
励资金”４３万元，翰通焦化公司“市级纳税上１００万奖
励资金”２万元，钢城瑞钢公司“市级纳税上千万奖励
资金”１４万元，大鹏工贸公司、恒阳工贸公司“２０１２年
全省工业经济‘开门红’奖励补助资金”２０万元，华益
能源公司“２０１２年国家级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资金”
２４３７万元，格里坪工业园区、国正工贸公司、诚真工
贸公司、德胜攀煤化工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工业经济
先进单位奖励资金”７５万元；邦钛科技公司、西宇科技
公司、安华投资公司、西部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昌

硕工贸公司“２０１２年市级工业发展专项资金”２３５万
元；鑫铁物流公司“四川省２０１２年生产性服务业专项
资金”５０万元，邦钛科技公司、建斌工贸公司、皓翔工
贸公司、德佑工贸公司 “２０１２年淘汰落后产能升级专
项资金”７２万元。

【新型工业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新型工业化建设
以三个“三年攻坚”为契机，纵深推进“工业向园区集

中”发展战略，加快循环经济建设和省际物流园区建

设，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

（以下简称“园区”）建成以煤及煤化工、钒钛化工、钢

铁深加工及重型机械制造、电力、能源、建材为主导产

业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四大一体化产业链”（煤焦

一体化、煤电一体化、煤矸石综合利用一体化、钒钛炉

渣循环利用一体化）。西区被确定为全省“十二五”第

一批９个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县（区）之一（全市唯一），
园区被确定为全省２２个、全市２个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之一，攀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全省３８个、全
市４个循环经济示范企业之一，并成功引进邦钛科技
木质纤维素、安华矸石砖等一批循环经济项目。以

“一区四中心”（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攀西铁路物资

集散中心、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攀青公路物流中心、

庄上精品农业物流中心）为物流格局的四川省格里坪

省际物流园区加快建设，将建成以煤及煤化工产品、

钒钛产品、铁路物资、矿产品、林产品、农产品、钢材、

大型机电、大宗生产物资资料等交易为主，辐射川滇

黔等地区、通达东南亚的综合性服务性现代国际物流

园区。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经济和信息化
局认真落实省、市、区安全生产会议精神，重点抓好年

初“百日安全生产活动”、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８·２９”事故发生后，集中开展煤炭、冶金、机械、化
工、电力、建材等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打非治

违”专项工作。成立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小组，采取查

漏洞、找隐患、添措施、抓整改方式，开展重点企业重

点部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加强与各街道、格里

坪镇的联系，围绕“强三基、反三违、抓整改、保安全”，

持续对在建工业项目、煤炭洗选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排

查。要求停产整顿企业复工前必须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并对职工进行上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对措施未落

实仍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提出立即整改要求，并进行

复查验收。全年出动１０００余人次，检查企业１３９家，
其中涉煤企业７１家，非煤企业５２家（含通信公司３
家），加油站点１６家。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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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工业

攀枝花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概　况】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攀煤公司”）是以煤为主，电力、化工、火工、建

材、机械制造等多业并举、配套发展的综合型企业。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所属单位２４个（矿井４对、分公司６
个、子公司５个、辅助后勤等单位９个），资产８９亿元，
职工１７２万人，煤炭核定生产能力５０７万吨／年。

２０１２年是煤炭产业最为复杂困难的一年。经济
层面，欧债危机继续发酵，世界经济整体仍然疲软，国

际煤价大幅下降导致中国煤炭进口量同比上涨近

３０％，国际煤炭对国内煤炭产业冲击明显。政策层
面，受国家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和节能工作大力

推进的影响，钢材需求和火电出力大幅下降，进而导

致煤炭需求大幅下滑。产业层面，随着部分新建矿井

和重组整合技改矿井陆续投产，新增煤炭产能继续释

放，社会煤炭库存持续高位。多因素作用下，攀煤公

司全年煤炭售价持续下滑，年底价格较２０１１年同期
下降近４０％，严重影响公司盈利水平；随着煤炭深部
开采，开采条件日趋恶化，赋存条件日趋复杂，特别是

花山、大宝顶两大主要生产煤矿频遇过断层，严重影

响矿井产量，成为公司未完成２０１２年经营目标的又
一重要原因。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生产原煤４００万吨，
同比减少２５万吨；产销精煤１６８万吨，同比减少７万
吨；产销焦炭５７１２万吨，同比减少１２３８万吨；发电
１４９６亿千瓦时，同比减少１５８亿千瓦时；生产矸石
砖（含蒸压砖）１４３亿块，同比增加１０６８万块；生产
火药８０４８吨，同比减少２７８７吨。实现营业收入３４
亿元，同比减少６５亿元，亏损１４５亿元。安全生产
创历史最好水平。人均收入４１７万元，与上年基本
持平。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安全生产创矿井１００
万吨死亡率为零的历史纪录。突出安全履职建设，严

格领导干部带班值班制度，强化安全包保，加大责任

追究力度，全年安全检查８５００人次，处罚２３９１人次，
罚款７１万元。突出安全现场管理及“双基”（基层、基
础）建设，４矿质量标准化均达到川煤一级标准，地面
生产单位全部达标，全员安全培训９１３９人次，区队长
安全培训４９３人，小宝鼎矿等５个生产单位被命名为
“四川省安全文化示范企业”，严清班等１２个班组分
获省、市及行业工人先锋号和优秀班组称号。突出安

全必要投入，全年提取使用安全费用７９４９８万元，矿
井六大系统及综合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国债安全技

改项目主要工程基本完工，小宝鼎、花山２矿井防水
治水、机电、运输监控系统通过省级验收，大宝顶、太

平２矿年底投入使用。

【煤炭生产】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破除重产量、轻质量
思想，狠抓煤炭生产组织管理工作。矿井生产，不断

调整生产布置，攻克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

变化和实际困难，研究落实以薄煤层、急倾斜为重点

的机械化采煤方法；制定实施生产管理办法，开展机

电运输大会战，加大欠产及中断生产事故问责力度，

自下半年起逐步扭转生产下滑被动局面。精煤生产，

突出抓好产率攻关，加强设备维护检修和重点环节工

艺改进，洗煤新系统作用发挥明显，精煤产率

４２５８％，同比提高２０５个百分点。质量管理，进一步
落实合理配采、分装分运、现场捡矸等措施，加大目标

责任考核力度，严格扣矸扣水计量，全年原煤灰份

５５２８％，同比下降２９５百分点，煤炭质量和精煤产率
止滑提升成为全年生产工作的主要效益点。系统配

套改造，花山矿 ２４０万吨技改扩能主体工程基本完

工，大宝顶矿 ＋１４００米运输系统改造于６月正式开
工建设，巴关河６０００吨精煤仓投入使用，为煤炭产业
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相关产业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破除重规

·２４１·



工　业

模、轻效益思想，推进相关产业稳定发展。焦化产业

围绕大幅度减亏目标，从实施采供销一体化入手，给

予资金、政策支持，提供组织、人员、技术等保障，并根

据市场变化和投入产出情况，采取限产保产措施，在

进入８月后效益有所回升，由于成本倒挂，市场低迷，
亏损仍然严重。矸石发电厂上半年机组基本达到满

负荷运行，４月发电１９２亿千瓦时，创月度发电历史
最高记录。机械制造公司成功研制生产２台“７３０”重
型刮板机，引进生产一批截齿产品，于１０月在综采检
修车间投入使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４５６９万元，同比
增加１３３８万元。九鼎建材公司采用与经销商合作方
式，实现矸石砖产销平衡，并略有盈利。恒威公司整

合组建爆破股份公司，全年爆破产业实现收入４１４２
万元，同比增加６０９万元。电冶公司受市场、电价等
方面影响，经营困难，１月主动停产。其他产业在创收
增效上取得一定成绩。

【资源接续与项目储备】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一手抓
资源接续，一手抓项目储备，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１月，启动宝鼎矿区接替资源勘探，累计钻
孔２１８２１米，预计可获得３２６亿吨煤炭储量。５月，
取得云南宣源桃树坪煤矿探矿权（含信德煤矿），新增

异地煤炭资源近３亿吨。着力搞好重点项目研究储
备，与曲靖众一公司、攀钢（集团）公司合作建设的４０
万吨煤焦油精细化加工项目于８月正式开工建设；组
织开展光伏发电、电冶转产等项目的考察论证；桃花

玉、都江堰灾后重建等项目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经营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以精打细算、全面从
紧的总基调强化经营过程管控，维护正常经营秩序。

加强经营活动监控，成立内部市场化办公室，管理范

围逐步由矿井向地面单位扩展，搭建内部管理基本框

架。坚持经营活动季度分析、月度考核，出台重点亏

损企业经营管控办法，强化对指标落实、工资分配、小

金库清理、改制上市等重点工作，以及焦化、电冶等重

点企业的审计和效能监察。加强成本费用控制，恢复

设备租赁制度，强化材料设备回收复用，推行错峰生

产，压缩非生产性费用，全年回收复用、修旧利废创价

值７０００余万元，非生产费用同比下降５％以上。加强
资金预算管理，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严格资金控制使

用，创新融资方式，优化融资结构，基本保证了资金链

接。加强项目工程管理，以安全生产工程为主，严禁

擅改设计和计划外、超预算、违规扩建工程，压缩非生

产工程，杜绝零星工程，全年安排落实重点项目 １２
个，完成投资４０９亿元。

【安全“双基”工作】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双基”建设
取得良好效果，矿井１００万吨死亡率为零，创历史最
好成绩，未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加强队伍建设，“五

好班组”（经济效益好、安全质量好、思想作风好、业

务素质好、民主管理好）、“六好区队”（班子建设好、

队伍作风好、思政工作好、安全生产好、民主管理好、

经济效益好）占总数的 ７０％以上；采区回采率
９４０６％，掘进效率０２０７米／工，高于上年水平；技术
人员占职工总数１６６％，超规定８６％。夯实安全基
础，安全培训９４００人次，超计划９２％；全员应知应会
合格率１００％，特殊工种持证上岗率１００％。全年“双
基”建设投入８００万元，超计划３４％。

【安全文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制定《关于进一
步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注重安全理念培

育，加强安全文化载体建设。各矿建立安全文化长

廊，开展安全飞信“攀煤行”活动，打造“矿嫂”安全品

牌，初步形成有攀煤特色的安全文化氛围。小宝鼎

矿、花山矿、水电分公司、精煤分公司、矸石发电厂被

省安办命名为“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党政

工团各级组织把安全文化建设列入重要工作，广泛开

展党员“双无”（无违章、无事故）、安全生产流动红

旗、群监网员监督检查、家属协管会送温暖、青安岗监

督检查、干部作风督查等活动，形成齐抓共管局面，筑

牢安全防线。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加大人力资源
管理力度，注重员工培训与人才引进，完善选人用人

机制。全年劳动合同签订率１００％，续签３１４人，新签
４２７人，其中大中专毕业生 ３８０人。制定《攀煤（集
团）公司劳务用工管理办法》，开展劳动劳务用工清

理，全年清理不在岗职工 ４６０人。实施职工素质工
程，举办第九届职工技能大赛，强化队伍培训工作，全

年计划培训各类人员１４２８６人次，实际培训１５４７１人
次，完成计划的 １０８３％。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
３８３人次，区（科、队）长、班组长培训３０４人次，处级、
科级（含后备）、青年干部培训２６９人次；职工岗位技
能培训及技能鉴定 １０１０人次，人事档案、办公室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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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劳动工资法律法规、信息自动化、资本运营及证券

知识、改革改制及产权管理等专业系统培训２７８９人
次，党务工作类培训 １０１人次，特种作业人员培训
３８３９人次，合格２６２１人次，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率１００％。全年提取使用职工教育经费１８００万元。
制定《攀煤公司２０１２年工资管理暂行办法》，坚持以
质量效益为中心，以经营目标挂钩考核为手段，核定

各单位工资总额。出台《调整地面职工夜餐工作补贴

标准》《调整井下班中餐补贴标准》等办法，大幅提高

深夜班补贴，值班、看守补贴，井下采掘工、盯面安检

员、瓦检员的井下班中餐补贴等。

【科技创新】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安排科技项目 ５４
项。通过四川省科技成果鉴定４项，攀枝花市科技成
果鉴定７项；获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１项，获攀枝
花市科技进步奖４项，其中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１项；
通过川煤集团科技鉴定１５项并报奖。专利工作取得
较好成绩，取得“一种增强粉煤灰在水泥中活性的激

发剂”“高掺粉煤灰水泥生产工艺及粉磨工艺”“静态

敏化装置及其切刃体”３项发明专利，“带有防滑装置
的爬底板采煤机组”“用于在煤矿工作面的钻孔内埋

设排瓦斯套管的装置”“双风机通风系统的三通风筒”

“用于巷道的碰撞式风门”“深孔装填测试装置”“药

卷除水装置”６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权，“矿用单轨吊车转弯装置”“深孔装填测试装置”

“药卷除水装置”“一种煤矿探放水用止水套管结构”

“用于刮板机的防护装置”５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国家
知识产权局受理。全年投入科技经费１３６４５万元，科
技贡献率达到５３％。

【综合信息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投入综合信
息化建设资金４６００万元，按其建设规划有序推进。
完成太平、大宝顶２矿综合信息化、自动化系统的建
设，于１２月通过预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完成三维
集控软件平台、工业以太环网平台、调度 ＤＬＰ大屏显
示系统、数字式工业电视系统、无线通讯系统、水文监

测系统、矿灯管理系统、矿用广播系统、车信集闭系统

等１８个子系统。

【节能环保】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节能环保工作扎实
推进，取得较好效果。节能方面，公司全面完成市政

府下达的节能减排目标，年节能８０００吨标准煤，工业

经济责任目标增加值能耗下降８９％，超市经信局下
达的６％的目标２９个百分点。以矿井机械化建设为
龙头，建设高产高效矿井。加快精煤技改工程进度，

提高精煤回收率，减少洗选损失。加强矸石电厂的经

济运行管理，降低供电煤耗。利用太阳能等新型能

源，取消燃煤锅炉，减少能源消费。环保方面，“三废”

（废气、废水、固体废物）排放、治理、综合利用均达到

相关规定要求。矸石电厂产生５２７８７８万标立方米废
气，焦化公司废气５８万标立方米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公司建成使用５座矿井水处理站，年废水处理能力达
到１３００立方米／小时，年回用废水１６０万吨，排放废
水全部达标。公司洗煤矸石年产生１７６万吨，生产砖
年利用３１万吨，生产低热值电煤约１０万吨。

【和谐矿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的核心理念，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矿区。召开第三次党

代会，明确“十二五”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统一职工

思想认识，增强全员发展信心。注重关心职工生产生

活，依法提高职工住房公积金，调整规范井下班中餐、

地面夜班津贴和高温高空、有毒有害补贴，矿区老工

伤全部纳入市级统筹管理，攀煤总医院新住院大楼投

入使用，组织职工健康体检２５９１６人次，疗养７３３人，
送慰问金１５４４万元，被评为四川省厂务公开、民主管
理示范单位。积极履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参与攀枝

花西区肖家湾煤矿“８·２９”事故抢险，出动指战员８２６
人次，救出遇险遇难人员５２人。启动以小宝鼎矿为
试点的社会主义新矿山建设，完成矿区３５千伏线路
及花山、淘家度片区水电改造，棚户区改造主体工程

基本完工，安置居民４３６７户。加强信访维稳工作，努
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部分矛盾。配合政府加大

私挖盗采打击力度，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矿区保

持安全稳定。

【棚户区改造】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棚户区改造工程
基本完工，完成投资８４亿元，新建安置房７５７７套，
小区配套设施同步建成，６００５户居民喜迁新居。宝
鼎矿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总投资１５３亿元，涉及居民
１２６４１户。宝鼎矿区棚户区改造工程自２００５年开始
实施，２００８年年底上报实施方案，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咨公
司受国家发改委委托对该工程进行评估，２００９年 ８月
四川省发改委批复其初步设计。该工程规划利用３
年时间，采用异地或就地新建方式对棚户区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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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新建住宅小区（组团）１８个，建筑面积９９６３万平
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８４８万平方米，配套公建面
积５４９万平方米。该工程预计于２０１３年全部竣工。

（唐和平　王　宁）

区属煤炭企业

【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德胜
集团攀枝花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胜攀煤化

工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３年７月，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格
里坪镇经堂村，占地３３３３万平方米，注册资金３０００
万元，员工９００余人。以炼焦为主导产业，努力开拓
循环经济产业链，是国内首批西南首家通过能源管理

体系认证的煤化工企业、攀枝花市重点循环经济企

业、攀枝花市西区重点龙头企业。生产规模为年产冶

金焦６０万吨、氧化球团１００万吨、粗苯８０００吨、硫铵
７０００吨、焦油２５万吨，年发电４０００万千瓦时，年可
实现产值２０亿元以上，利税２亿元，位列全市民营企
业前列。

秉承德胜集团“以德致胜”的发展理念，一手抓发

展和效益，一手抓环保治理，先后进行粗苯硫铵技改

工程、煤气余热发电技改工程、氧化球团技改工程建

设，利用炼焦剩余煤气创造经济效益，形成“煤—电—

冶”产业链，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２０１２年，德胜攀煤化工公司生产焦炭 ５０７６万
吨、球团６５１万吨、粗苯５１３４吨、焦油２４２万吨，发
电４０５０万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 １７６亿元、利润
９８８７万元，上缴税收３５９８万元。年末，总资产达到
１４９亿元，固定资产原值５４亿元、净值３２亿元，负

债１３８亿元。 （柴玉珠）

【攀枝花市九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九祥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九祥工贸公司”）位于

西区格里坪，２００４年成立，２００５年建成投产，是全市
规模较大的民营煤炭洗选企业。建有年入选原煤６０
万吨的数控跳汰洗煤生产线，采用“主选加中煤再选

的浮选”工艺流程，洗选水平达到国家一级闭路循环，

煤泥水实现零排放。以生产八级冶金炼焦煤为主，精

煤质量合格率１００％。
２０１２年，九祥工贸公司总资产增至６８００万元，有

职工７０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２０％。
全年产量达到１０１５７５４５吨，完成销售收入１６５８７６
万元，实现利润１５１０万元，缴纳税金３８５万元。

（黄　敏）

【攀枝花市建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建财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财工贸公司”）于

２００６年成立，位于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产业园，创
建于２００６年，注册基金６００万元，由“振品洗煤厂”发
展为一家以煤资源产品为主导、集生产销售于一体煤

炭企业。

２０１２年，建财工贸公司有职工２５人（高层管理人
员４人、财务人员４人、技师２人、工人１５人），拥有价
值３００万元主设备８台（压滤机、洗煤机、浮选机、变
压器各２台）及各种附属设备，生产工艺良好。全年
完成精煤２０９万吨、其他附属产品２４６万吨，实现销
售收入４９５６７万元，创利税 １０３６万元。投资 ２９１
万元购园区土地２６７万平方米，新建年生产能力３０
万吨洗煤厂。 （罗德丽）

电力工业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

攀枝花分公司

【概　况】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与

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公

司”）职能管理部门施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

理模式，总装机容量２７０兆瓦。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攀
枝花公司营销计划发展部将项目开发职能划出更名

为营销计划部，新设置项目开发建设部。项目开发建

设部负责该公司整体新项目（含正在开发和拟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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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太阳能、水电，以及煤矿并购、存量土地开发等）

的开发建设等工作。至此，攀枝花公司下设１７个部２
个办公室，分别为总经理工作部、人力资源部、财务资

产部、营销计划部、项目开发建设部、生产技术部、安

全监察部、政治工作部、纪检监察审计部、武装保卫

部、物资供应部、燃料供应部、燃料管理部、运行部、燃

化部、检修部、除灰部，工会办公室、离退休办公室。

有多种经营公司１家。有职工１２７２人，较上年减少
６１人。其中：全民在岗职工 ８０７人（新进大学生 ４
人），平均年龄４２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４８９人，占
职工总人数的３８４％；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１９７人，
占职工总人数的１５５％；全民内退（含协议离岗）职工
４６５人；离退休人员１４９４人。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牢固树立价值思维理念，按
照公司年初提出的“１５４１１１”工作思路（“坚持管理创
新、持续推进经营生产型企业创建”这一主线；着力

“人员、设备、电煤、电量、发展”五要素的管控；实现

“四提升、一争一降一增强”———强化人员培训，提升

员工技能，狠抓设备治理，提升设备安全经济稳定运

行水平，增发、抢发电量，优化电量结构，提升电价执

行率，努力开拓市场，提升工程公司、多经企业对外经

营绩效；认真研究国家、地方政府有关政策，全力争取

优惠政策的落实；广开煤源，优化进煤结构，降低电煤

成本；以投资回报可靠、风险可控为原则，科学分析决

策，寻求新的发展项目，增强企业的发展能力），把握

好“全力提效、安全稳定、推进发展”的总基调，齐心协

力，积极应对电煤供应形势严峻、煤价高位运行、成本

大幅攀升、融资非常艰难等复杂严峻的经营形势，特

别是西区肖家湾煤矿“８·２９”事故和公司１１号机组
叶片断裂致使大修工期延长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紧

紧围绕“坚持管理创新、持续推进经营生产型企业创

建”这一主线，以开展“管理诊断、整改提升”活动为契

机、以“对标管理”“星级火力发电企业创建”为抓手，

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攻坚克难，务实创新，扎实推进

“双提升、创一流”工作。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完成发电量 １４０７亿千瓦
时，完成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简称“四川公司”）

年度计划１６５亿千瓦时的８５２６％。厂用电率完成
９５５％，同比上升 ０２６％，比四川公司年度计划高
０３５％。供电煤耗３９３９９５克／千瓦时，比四川公司年
度计划３８５克／千瓦时高８９９５克／千瓦时，与２０１１年
同期基本持平。全年平均入厂入炉热值差８２８千焦／

千克，同比上升 ３８１千焦／千克。全年实现总产值
４９５６３万元，累计亏损５２９６８９万元，新老两厂均全
面完成四川公司 ２０１２年底调整下达的各项指标任
务。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实现连续安全运行２４８２天。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保持“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文

明单位”“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四川公司文明单位”“四

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卫生单位”、四川公司“安全

文明标准化管理达标企业”、四川省国资委“先进基层

党组织”、四川公司“先进党委”、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四好’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经营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扎实推进“双提
升、创一流”工作，按照“１５４１１１”工作总体思路，紧紧
围绕“扎实推进管理创新、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持续

推进经营生产型企业创建”这一主线，着力强化“人

员、设备、电煤、电量、发展”五要素的管控，提升人员

技能、设备性能、电价执行率、对外经营绩效，争取政

策、降低成本、增强发展能力。３月，按照中国华电集
团公司和四川公司“双提升、创一流”工作要求，成立

“双提升、创一流”工作组织机构，制定《攀枝花公司创

建一流能源企业实施细则》及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
年主要工作目标分解表、责任体系和考评办法，以及

《开展“管理效益提升年”活动、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

的实施意见》和１１个方面的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８
月，根据四川公司的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实施“管理诊

断”“管理再诊断”工作，将“安全生产、经营管理、项

目发展、风险防控、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和企业文化建

设”等６大类２１个问题作为整改工作的重点和突破
口，列入公司《“管理诊断，整改提升”活动整改措施计

划》，落实整改执行责任人和督查部门，并定期检查通

报“双提升、创一流”工作落实整改情况。

以“目标管理、过程控制、动态评价”为工作原则，

认真开展星级发电企业创建活动，促进各项工作上台

阶。年初，制发《２０１２年创建星级发电企业实施方
案》，明确创建工作总体要求、创建目标以及各阶段工

作安排，力求细化指标，责任到位。认真落实日、周、

月各项经营指标的对标分析和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加

强对标改进，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积极争发、抢发电量，优化电量结构，努力提高电

价执行率。密切跟踪攀枝花电网５００千伏环网及配
套设施建设进度，深入研究５００千伏环网及配套设施
建成投运以及地区用电需求变化对发电形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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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调整对策策略，掌握主动。强化运行管理，认真

落实《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深入

贯彻“小指标保大指标”的精细化管理理念，以对标管

理和耗差分析为手段，根据机组运行方式和带负荷情

况，及时调整锅炉的燃烧工况和辅机的运行方式，不

断优化运行经济指标，尽量多发高峰电，提高电价执

行率。加大设备巡视和维护力度，加强检修、消缺、维

护管理。实行维护消缺人员２４小时值班制度，随时
掌握设备运行工况，科学安排不同缺陷处理时段，把

影响机组负荷的缺陷尽量安排在夜间或节假日等低

负荷时段处理，力争机组运行的最大效益。

【技术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加强设备检修和
运行维护管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严格落实设

备运行、检修双主人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设备消缺

闭环管理制度。狠抓１１号机组大修质量、安全目标
管理，确保完成大修目标任务。充分发挥生产技术管

理的质量保障体系作用，严格实施以 Ｗ、Ｈ点验收程
序为主、传统的三级验收管理制度为辅的检修质量监

管模式，严格执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监督机制，实

现大修期间设备零损坏、人员零伤害、安全零事故、人

员无违章和机组一次启动成功的目标。

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消除设备重大隐患，提高机

组经济运行能力。制订《２０１２年度技术改造（攻关）
项目计划》，根据资金和项目安排情况，通过大小修先

后完成１１号锅炉原煤仓、疏松装置及给煤机进口插
板门、入厂煤汽车机械采样装置改造和燃料监控系统

升级改造，以及１１号锅炉高压流化风机 Ｂ换型改造、
ＨＢ执行器换型改造、环保在线监测数据（ＤＡＳ）处理
系统改造、烟气分析仪吹扫回路改造、仪用气系统改

造；完成１１号机组轴加风机加装分组挡板、２台机组
凝结水泵Ａ变频改造和２台机组关口计量表计改造、
通讯光端设备改造等。完成技改项目３４项，完成率
１００％，其中１２项为四川公司下达项目，２２项为公司
补充增加项目。强化技术管理对安全生产的保障、支

撑作用，截至 １２月底，２台机组累计总耗差分别为
４５９克／千瓦时、４２９克／千瓦时，同比下降１６７克／
千瓦时、１８１克／千瓦时，提高了机组经济运行能力。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坚持“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安全生产精细化管

理、设备整治、专项检查整改为重点，着力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强化制度建设，确保措施到位、责任到位、执

行到位；严格安全生产绩效考核，确保安全管理工作

制度化、精细化、常态化。严格执行四川公司《无违章

企业管理办法》，始终把反违章工作放在安全管理的

重要位置，违章必究，违章必罚。建立各级各部门违

章档案，对违章行为严格按照“教育、曝光、处罚、整

改”４个步骤进行考核处理，并根据“四不放过”原则
查找原因、分清责任、提出并落实防范措施。加强检

修现场安全管理，加大大修期间反违章工作力度，安

排专人对大修现场出现的违章行为进行取证、曝光、

考核，组织违章人员学习并进行教育，在公司ＯＡ系统
公示曝光。全年，各类违章扣分６３人次，扣减联责违
章积分１９８人次，考核金额２４５４８８２元；奖励及时发
现、消除缺陷及装置性违章等项目４７项次，奖励金额
１７３４０元。违章人数同比减少４０人次。经公司讨论，
评定无违章车间１５个。９月，攀枝花公司被四川省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授予“省级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称号。

【燃料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按照“保量、控价、
提质”的工作要求，加大电煤组进和掺配掺烧管理，全

力降本增效。努力开拓煤源，科学制订煤炭采购方

案，尽量采购本地电煤，同时拓展周边地区进煤渠道。

截至１２月底，库存煤达到２２１１万吨，超额完成四川
公司下达丰存枯用１５５万吨目标，确保了枯水期抢
发电量的用煤，同时获得政府对电煤丰存枯用价格政

策补贴１５３万元。多措并举，有效控制标煤单价。强
化掺配掺烧实现结构性控价，力争发电边际贡献最大

化；立足综合全面平衡，提升掺配掺烧绩效。全年入

炉煤掺配合格率达到９４６％，同比提高６个百分点，
有效促进经济效益最大化。强化采、制、化全过程管

控，着力提升入厂煤验收精细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水平；定期开展煤样抽检和比对工作，不断提高煤质

各项指标分析的准确性。全年实现检斤率和检质率２
个１００％。培育供煤大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良好
的服务全力留住老供煤企业，与供煤大企业建立战略

协作关系。

【融资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按照“保必须、保
重点”的原则，量力而行，提前做好资金流的衔接工

作，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控制经营风险和负债规

模，确保信用安全，降低资产负债率。强化融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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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融资计划，确保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全年完

成续借续贷短期贷款１６亿元，信用证融资８３００万
元，银行汇票融资２６１３万元，其中累计用汇票支付煤
款１９１７万元。经四川公司的协调，新增浦发银行贷
款３０００万元。

【项目拓展】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公司着力优化资产结
构，稳步推进项目发展。根据攀枝花地区的资源优

势，积极争取四川公司和地方政府支持，稳妥推进米

易风电项目，关注光伏资源开发。５月下旬，在风能资
源和开发条件较好的米易县普威镇、得石镇拟选场址

建成高７０米４座测风塔，进入测风阶段。９月，购买
重庆杭键公司在米易县马鹿寨１８个月测风数据，推
进风资源评估工作。同时，主动跟踪太阳能开发利用

的有关政策，积极与市、县（区）相关部门联系，在米易

县马鹿寨测风设备上加装测光设备，收集太阳能资源

基础数据。攀枝花公司所属工程公司在确保完成机

组维护、消缺、技改、大小修任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季

节性水电检修、火电临修、零配件加工外部市场。

（甘昌文）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

有限公司发电厂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
司发电厂（以下简称“钢铁钒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

为３×１００兆瓦，固定资产原值１３０２亿元，固定资产
净值４４９亿元。受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托
管，在岗职工７３５人。其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６７
人，高级技师９人，技师３７人；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职
工４３５人；首席工程师、主任工程师、技术拔尖人才各
１人，技能拔尖人才３人。全厂设综合、生产技术（安
全环保）、设备、人力资源、物资采购、保卫、财务、技改

８个室和发电、机械、电气、脱硫输灰、燃料 ５个作
业区。

全年完成发电量２１２３亿千瓦时，超攀钢钒公司
下达的奋斗目标 １０６万千瓦时，比 ２０１１年少发电
２６７亿千瓦时。累计发电３０４６５亿千瓦时。全年降
成本１３４１万元，创造建厂以来最好水平。全年采购
煤炭１６２万吨，比２０１１年少采购２５５万吨。开展泥
煤配烧攻关，全年配烧泥煤４２万吨，泥煤配烧比例累

计达到３０８５％，有效降低发电成本。全年脱硫效率
稳定在６８％以上，系统投运率９７９４％，先后１３次通
过国家、省、市、区四级环保核查。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钢铁钒钛发电厂面对电网结
构变化和水电比例大幅上升等制约火力发电困难，强

化过程控制，精心组织生产，积极与省调、地调、攀钢

钒公司协调沟通，在确保公司发用电平衡的基础上度

电必争，实现了经济发电。强化工序服从，加强机组

运行操作控制，加强岗位值守和预案演练等，实现因

操作原因损失电量为零的目标，达到稳定发电。严格

贯彻“三精”（精细管理、精心操作、精确检修）管理要

求，开展走动式管理，干部深入现场指挥，跟班研究，

解决了灰渣含碳量高的问题，确保生产处于受控状

态，实现高效发电。加强影响发电量及机组安全运行

的Ａ类设备状态检查，尽量利用省调正常调度低负荷
或小修期间进行消缺，减少非计划停机损失电量。针

对省煤器泄漏，制定１号、２号机组防止省煤器泄漏的
运行措施 ，杜绝了１号、２号机组锅炉下级省煤器泄
漏。开展“设备无故障月”“生产无事故月”活动，加

强岗位巡检，精心调整机组运行参数，及时发现可能

造成停机的重大缺陷７项，确保顺利完成电量目标。

【３００兆瓦机组扩建工程】　 ２０１２年，钢铁钒钛发电
厂３００兆瓦新机组建设项目取得国家电网公司对《电
厂接入系统申请》同意的函，通过国家发改委对《攀钢

１×３００兆瓦煤矸石综合利用自备电厂节能评估报告》

的审查以及西区发改局对《攀钢１×３００兆瓦煤矸石
综合利用自备电厂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评

审，完成３００兆瓦机组所有专题报告和核准材料。该
厂组织８个专业小组完成３００兆瓦机组初步设计审
查，并将审查意见和建议上报攀钢钒公司。在成都完

成监理招标，并促成与西南电力设计院及三大主机厂

家召开第一次主机设计联络会，确定了部分主机设计

事项。在攀钢国贸公司完成３００兆瓦机组第一批辅
机１４种设备的招标，随后陆续开展第二批辅机设备
招标准备工作。协调攀钢钒公司以汇票方式向东方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支付１０％合同生效预付款，三大主
机合同开始生效，主机厂正式启动设计工作，同期与

攀钢钒公司领导一同到西南电力设计院完成３００兆
瓦机组司令图评审，标志着３００兆瓦机组施工图设计
正式启动。３００兆瓦新机组各项筹建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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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１３年项目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１２号机组大修】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３日，钢铁钒钛发电
厂开始进行２号机组大修，计划工期４０天。大修项目
２９０余项，重点项目有２号锅炉省煤器改造、冷风道改
造等，涉及汽机、锅炉、电气、除尘脱硫等系统。除本

厂外，还有攀冶修建分公司、攀信电气公司、攀研产业

公司等单位参加大修。成立以厂长为指挥长的大修

指挥部和工程管理、生产安全等４个专项小组，制定
《２号机组大修安全措施》《２号机组大修危险点分析
预控》，精心制定施工网络图。狠抓现场安全文明作

业，设置有２号机组大修网络图、组织机构图、安全定
置图，以及安全曝光栏、安全警示牌等，提醒作业人员

时刻注意安全。此次大修比计划工期提前１２个小时
完成，做到安全、优质、高效、经济、文明，并在五方面

取得突破：在优化施工方案、严控大修工期方面取得

突破，在查找设备重大隐患及应急响应方面取得突

破，在检修质量控制及提高机组经济性方面取得突

破，在现场文明施工、安全控制及运行机组保产方面

取得突破，在大修奖按质量计奖方面取得突破。

【Ｈ形省煤器改造】　２０１２年，钢铁钒钛发电厂利用２
号机组大修，开展２号锅炉下级省煤器长寿化项目攻
关，将原下级省煤器换形改造为抗磨损性能和换热性

能更好的Ｈ形省煤器。为确保改造一次性成功，该厂
详细划分方案制订、制造监督、收货、验货、安装、验收

等环节，各个环节指派专人负责。设备到厂后按要求

验货，发现鳍片脱落等问题后进行及时恢复。安排好

设备安装进度，每天到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和质量，对

出现的异常现象与厂家安装指导人员及时交流并进

行整改，对所有焊口均进行探伤，发现不合格的及时

安排施工方重新处理。改造后的２号锅炉省煤器引
送风机电流降低 ６安培，锅炉受热面管壁温度降低
２０℃左右，锅炉烟温降低１０℃，省煤器泄漏次数有所
减少，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３号机组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改造】　 ２０１２年，钢
铁钒钛发电厂３号机组凝汽器端差达到７６℃，存在
卡涩、收不到球、阀门开关不到位、运行中网格翻转、

胶球沉积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机组的经济性和机

组带负荷能力。该厂组织消防队对３号机组凝汽器
的每根铜管通胶球逐一进行清洗，使凝汽器端差降到

４３℃。如２０１３年３００兆瓦机组开工建设，３号机组
面临关停，即使对该机组胶球清洗装置进行改造，工

期长，投资很可能无法收回。该厂从经济效益出发，

对３号机组原有胶球清洗系统进行收球网修复、凝汽
器加导流板、装球室加活动挡板等局部改造，实现胶

球清洗装置稳定运行，收球率达到６５％以上，避免了
凝汽器端差反弹，保持了机组的经济性。

【燃烧器改造】　 ２０１２年８月中旬大修前，钢铁钒钛
发电厂 ２号锅炉高温过热器管壁温度最高达到
５５７℃，通过对３台锅炉水平受热面情况比较，发现主
要原因是烟气温度高，不进行改造将影响机组运行的

稳定性。在２号锅炉大修中，对燃烧器切圆直径进行
复核，经过多次研讨，采取２项措施进行改造：将燃烧
器切圆直径由６００毫米增大到６５０毫米，三次风口由
水平改为下倾５度，在１００兆瓦下双制粉运行时，２号
锅炉高温过热器管壁温度仅右侧二级减温器壁温１
达到５５１℃，高温情况得到明显改观；二级减温水流量
由原来每小时５吨降到每小时不足２吨，一级减温水
流量亦由每小时１１吨降到每小时２吨，减温水量大
幅度降低。燃烧器改造提高了受热面的安全性，有效

降低电量损失。

【实现成本倒逼目标】　 ２０１２年，钢铁钒钛发电厂
为确保实现攀钢钒公司下达的成本倒逼目标，把优

化配煤结构、提高锅炉效率、降低厂用电率作为降本

增效的突破口，梳理生产管理流程，实现管理制度

化、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先后清理影响发电成

本的关键环节，三次分解全年成本倒逼指标，制定落

实措施，确保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采购部门尽量

多采购原煤、混煤及中泥煤，减少优质煤采购量，优

化配煤结构。根据进煤、耗煤、存煤情况按比例配

烧，开展优质煤配烧试验，控制煤炭挥发份在适合范

围。根据入炉煤情况做好燃烧调整，对制粉系统的

排粉机叶轮、分离器进行检查，减少制粉系统的漏

风，保证该系统稳定运行。利用停机疏通空气预热

器，提高热风温度。对锅炉灰渣可燃物高的原因进

行分析，通过对比试验制定应对措施，提高煤炭燃尽

率，保证了灰渣可燃物指标的逐月降低。对锅炉效

率、厂用电率、灰渣含碳量等生产技术指标进行优化

管控，较好地完成了成本倒逼的目标，为攀钢钒公司

减亏、控亏作出了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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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烧西北煤炭】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
事故发生后，全市所有民营煤矿停产整顿，２９家年产
６万吨以下煤矿彻底关闭。９月，钢铁钒钛发电厂库
存电煤仅４万余吨，华坪电煤乘机涨价，且不能完全
满足生产需要。为确保生产用煤，根据攀钢钒公司电

煤保产专题会议精神，派人远赴新疆、甘肃、陕西等省

区考察电煤资源。综合各地电煤的性价比，西北混煤

质量好，性价比高，及时下发《特殊时期采购特殊煤种

的通知》，在尽量采购周边有限的煤炭资源的同时，采

购８５万吨西北优质煤进厂，既平抑了华坪电煤价
格，又增加了库存、拓宽了采购渠道，且综合煤价每吨

比本地煤低４０元。在煤炭质量下滑的情况下，通过
开展泥煤配烧攻关，全年配烧泥煤４２万吨，配烧比例
累计达３０８５％，有效降低发电成本。

【降低灰渣含碳量】　 ２０１２年初，钢铁钒钛发电厂针
对上年８月以后锅炉灰渣含碳量高的实际，开展大渣
回烧试验，并制定新的煤炭检验指标。通过实验，灰

渣含碳量由 １—３月平均 ７６６％降到 ４—１２月平均
４２％，锅炉效率升高３３５％，发电标煤煤耗

$

千瓦时

降低１３６克，发电 １５１９３２亿千瓦时，少耗煤 ２０７
万吨。

【降低厂用电率】　 ２０１２年，钢铁钒钛发电厂制定厂
用电率９９％的目标，将其分解到各用电负荷。每月
对各负荷用电情况进行跟踪监控。加强泥煤晾晒，入

炉煤水分控制在１１８％，比上年降低０９７％；制粉电
耗率 ２０５％，比上年降低 ００７％。全年厂用电率
９８７％，比上年降低００６％，实现了年初预定目标。

（余　莉　杨　志）

攀枝花攀能化股份有限公司

矸石发电厂

【概　况】　 攀枝花攀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
（以下简称“矸石发电厂”）隶属于攀枝花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装机容量３００兆瓦。２０１２年，矸石
发电厂以安全生产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

提高设备运行质量，扎实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实现攀

煤公司下达的生产经营目标。全年发电１５４５亿千

瓦时，供电１３７亿千瓦时，耗煤量１６０万吨，完成收入
５３亿元，利润总额２４７０万元。全厂在岗职工人均收
入４２万元左右，与上年持平。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矸石发电厂坚持以安全生产
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质量效益提升年”“干

部作风建设年”为推手，加强设备管理，保障机组长周

期经济稳定运行。以推进内部市场化为切入点，以

“小指标”管理为抓手，控制电煤成本，推进灰渣综合

利用，扎实开展降本增效工作。基本承受住了经济整

体下滑和电力需求下降的冲击，特别是克服了西区肖

家湾煤矿“８·２９”事故发生后电煤价格大幅上涨等不
利因素，完成集团公司下达的经营目标。与 ２０１１年
相比，发电减少０７７亿千瓦时，供电减少０５７亿千瓦
时，耗煤量减少１０万吨，收入增加０３亿元，利润增加
１９９万元。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矸石发电厂坚持“从零开始、
向零奋斗”的安全理念，开展以“突出重点、落实责任、

防范事故、保障平安”为主题的百日安全活动，组织安

全技能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执

行力度，突出实施效果，制定《电厂安全质量标准化建

设考核细则》，修编《电厂二十五项反事故措施》，完成

《安全制度》汇编，在集团公司全安质量标准化考核中

名列前茅。领导干部每周一参加班组安全会，了解掌

握安全状况及职工思想动态，查找问题，提出解决办

法。成立由群众安全员组成的 “反三违”督察队，加

强日常安全工作检查，减少习惯性违规行为。严格执

行安全违章奖罚制度，全年处罚４８人次，罚款７８６０
元；奖励１０７０人次，发奖金５８２９０元。强化特种设备
检查及操作人员管理，培训特种设备岗位人员４８人，
新办特种岗位合格证１２个。全年未发生重大人身伤
害事故、生产设备重大损坏事故和环境污染事故，轻

伤率２‰，控制在集团公司下达的指标范围内。
（聂贵全）

四川省电力公司

攀枝花西城供电局

【概　况】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电力公司攀枝花西城供
电局（以下简称“西城供电局”）主要担负攀枝花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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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东区银江镇，仁和区同德镇、布德镇、前进镇、务本

乡、太平乡，盐边县渔门镇、惠民乡和云南省华坪县兴

泉镇部分行政区域的供电任务，供区面积约９９６平方
千米，占攀枝花市地理区域的１３３８％；供电人口约２７
万人（不含云南省华坪县兴泉镇人口），占攀枝花市总

人口的２４０８％。管辖１０千伏配网线路３９条，总长
４９４８千米；４００伏／２２０伏公用线路１１９６３７千米；管
理１０千伏变压器９４８台，配变总容量２５９５７兆伏安；
供区内有１０千伏环网柜１３座，１０千伏电缆分支箱３２
座，４００伏电缆分支箱１２７座；柱上开关１２３台（含断
路器１１６台和负荷开关７台），联络线路２５条，户内开
关１６４台（含断路器２３台和负荷开关１４１台）。

截至１２月３１日，西城供电局总装接容量６８７９
万千伏安，营业客户４１３７３户，其中城网客户１９９５９
户（３５千伏客户１３户，装接容量２３７４万千伏安；１０
千伏客户２７９户，装接容量２０３６万千伏安；３８０／２２０
伏客户８１８户，装接容量１３万千伏安；２２０伏居民户
表客户１８８４９户，装接容量９３６万千瓦），农网客户
２１４１４户（１０千伏客户１８０户，装接容量２９４万千伏
安；３８０／２２０伏客户 ３０４６户，装接容量 １９７万千伏
安；２２０伏居民户表客户１８１８８户，装接容量９１２万
千瓦），营业客户比 ２０１１年底增加 ４４９２户，增长

１２１８％。全年，西城局城网（市中心 ＋市区 ＋城镇）

供电可靠率９９９３４８％，城网（市中心 ＋市区）供电可

靠率 ９９９７％，农网（城镇 ＋农村）供电可靠率
９９９１３％；城网电压综合合格率９９８２％，农村居民客
户端电压合格率９７５６％。

全年完成售电量 １１１２亿千瓦时，售电均价为
６８０４８元／千千瓦时。应收电费７５７亿元，实收７５７
亿元，电费回收率１００％。综合线损率２０５％。

西城供电局成立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连续安全
生产达到１６３１天，从未发生过干部职工违法违纪行
为及群访、越级上访等影响安定团结的事件。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加强安全责任人
体系建设，明确各级人员的安全职责，界定各部门、班

组主要安全工作，落实安全责任，强化安全管理，加大

检查考核力度。修订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安全网络和动火
工作安全网络，做到安全责任全覆盖，实现安全生产

“全面、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管理。

先后组织开展“抓机制、强基础、控风险，确保安

全稳定持久发展”电网安全年活动、“两票”专项监督

活动、安全工器具专项监督活动、“安全年”春检安全

生产工作督查暨春季安全大检查活动、班组安全风险

评估活动、人身安全大检查活动、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农网工程“五查一整改”活动、秋季安全大检查

活动、城市电网安全性评价活动等１０个安全专项活
动。坚持安全隐患不放过，发现隐患及时整改，严格

按要求整改到位。结合分包工程施工作业现场不安

全苗头，及时组织劳务分包队伍停产整顿，全年召开

安全分析会４次。开展反违章督察，全年进行安全督
察１５１次，检查作业点１９９个，查处行为性违章４８起，
绩效考核２６人次，追缴施工队伍违约金４万余元。

【电网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城农网建设项目
４７个，总投资４４４０１２万元（不包括暂缓至２０１３年的
１０个项目１９２８万元）。截至１２月底，大修类项目均
结算，现场施工完成８０％。４７个项目中，配网大修项
目３个批次２２个小项，结算资金１５３５４７万元；增补
配网大修项目２个，结算资金５３５５万元；配网建设与
改造２个批次７个小项，总投资１２３５万元；农电大修
项目１个，结算资金１０８万元；农网升级改造工程４个
小项，总投资１０９８万元；农网维护资本金及农电技改
９个小项，结算资金２４９１０万元；抗旱保电项目１个，
下达资金７６万元；县调大修项目１个，下达资金８５万
元。

完成２０１１年农网升级改造现场施工、农网维护
资本金现场施工、配网建设与改造 ７个小项现场施
工，结算资金分别１０７０万元、４５９万元、７９１万元。完
成２０１３年农电大修、农电技改、农电维护资本金项目
和配网建设与改造、配网大修项目的储备工作，以及

２０１３年农网改造升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
工作。

【电力设施保护】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将所辖６个
乡镇的低压 ４００伏／２２０伏线路 ２０００余千米、公变
２８９台和专变１８５台纳入电力设施保护“三定”管理范
围，安装变压器断电报警器２５０台、防盗锁４００余套。
５月２３—２４日，局属３个供电所分别在华坪县兴泉镇
江地农贸市场、西区格里坪镇中小学、仁和区同德镇

各设 １个宣传点，开展电力设施保护和安全用电宣
传，悬挂宣传横幅３幅，张贴宣传挂图２０套，发放宣传
图册３００余本，以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安全用电
常识》等宣传资料１万余份。在线路通道安装电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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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标识１７５张、拉线防撞护套６０套、安全警示标识牌
２２００余块、防锯盗拉线１５根，在各乡镇安装电力设
施保护宣传专栏７块。线路通道隐患清理整治工作
在攀枝花电业局检查评比中获第一名。发动群众，积

极配合公安机关破获盗窃变压器案件１起，现场抓获
犯罪嫌疑人１名。

【缺陷隐患治理】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结合日常计
划工作安排，开展配网运维提升年、配网线路跳闸整

治、城市配网五类设备隐患治理、城市公用变标准化

台区改造示范、配网线路通道防外力破坏专项巡视、

低压接户线专项隐患排查等工作，对配网交叉跨越线

路及负荷进行割接。开展配网线路防跳闸专项治理，

全年排查线路及设备不合格接地和需要新安装线路

防雷设施３５６个点（配变２０９个点、线路防雷７１个点、
开关等设备接地 ７６个点），治理 ３００个点，治理率
８４２７％。查出配网线路杆塔防撞隐患 １０９处，治理
１０９处，治理率 １００％。查出低压接户线隐患 １５２５
条，治理１０３４条，治理率６７８％，其他４９１条一般隐
患计划结合生产维护进行消缺。完成１０千伏线路变
电站出线１０００米范围的专项隐患排查工作，涉及３３
条线路，发现４３个点未达到绝缘化要求，处理３５个
点，其他８个点计划结合大修、技改及生产停电期间
进行处理。对城市配网５类设备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治理，排查 １１２个点，处理 １１２个点，缺陷消缺率
１００％。结合线路停电对１０台定值设置不合理开关
进行重设。对电缆线路通道进行全面清理，开展电缆

线路、设备（含开关、刀闸、分支箱、环网柜等）测温工

作。完成１０千伏线路及设备（箱变３６台、环网柜及
分支箱１６台、变压器１１３台、隔离开关８５组、真空断
路器１０８组、配电柜４８面相、电缆１４６根、跌落式熔断
器１４０组，避雷器３４４组）的预试工作。全年发现缺
陷和隐患２３０条，消除缺陷和隐患３７１条（含２０１１年
及以前遗留缺陷和隐患），年度缺陷消除率１６１３０％。
修剪树木３６７９棵。

【优质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严格执行“三个十
条”（调度交易十项措施、供电服务十项承诺、员工服

务十个不准）规定，立足市场，深挖区域潜力，积极开

展优质服务工作。营销各个流程开展标准化作业，尽

量缩短业扩报装时间，让客户尽快用电。智能电表改

造期间，推出“居民一户一表电费发票解读说明”“短

信告知改造时间”“现场答疑”等一系列举措，得到客

户的好评。主动上门联系，积极落实攀煤（集团）公司

棚户区改造工程清香坪安置小区、格里坪安置小区等

客户小区的户表改造工作，为客户优化供电方案，及

时解决用电困难。开展规范化示范窗口和星级供电

所创建，强化营销人员的优质服务意识。通过优质服

务，保证营业户数的增长。截至１２月３１日，营业客户
达到 ４１３７３户，其中城网客户１９９５９户（３５千伏客户
１３户，装接容量２３７４万千伏安；１０千伏客户２７９户，
装接容量２０３６万千伏安；３８０／２２０伏客户８１８户，装
接容量１３万千伏安；２２０伏居民户表客户１８８４９户，
装接容量９３６万千瓦），农网客户２１４１４户（１０千伏
客户１８０户，装接容量 ２９４万千伏安；３８０／２２０伏客
户３０４６户，装接容量１９７万千伏安；２２０伏居民户表
客户１８１８８户，装接容量９１２万千瓦），比２０１１年底
增加４４９２户，增长１２１８％。全年受理业扩报装申请
低压客户 ４９６６户，容量 ２７９万千瓦；高压客户 ３９
户，容量５０３万千伏安。客户方案答复、图纸审查、
竣工验收、装表接电均在规定时间完成，满足十项承

诺要求。广泛开展服务进社区活动，积极与社区沟通

联系，利用社区资源做好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缓解

了智能电表改造后优质服务的压力。加强故障抢修

管理，不定期对供电所进行抽查，规范节假日期间的

抢修值班、窗口营业等服务工作。全面完成春节、“两

会”、高考、中考、“８·２９”事故、梅子箐水库、中共十八
大等特殊时期的保电工作。特别是“８·２９”事故发生
后，用电科全体人员加班加点，２４小时轮守在肖家湾
煤矿事故现场，顺利完成保电救援工作。全年高质量

完成２６３项抢修任务。经常组织学习《电力监管条
例》，加强员工行风和廉政教育，增强服务意识，从源

头杜绝“三指定”（指定工程设计单位、制定施工单位、

指定设备材料供货单位）行为的发生。

【抗旱保电】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供区持续干旱，开
设抗旱保电绿色通道支持抗旱救灾。至６月１４日抗
旱保电工作结束，受理用电申请２４７户，完成２４４户，
装表２４４只；开展抗旱保电特巡３７８次，处理缺陷１１９
处，架设灌溉配变３台；出动抗旱保电人员１１３４人
次；完成抗旱保电报表１８期。

【高危客户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以安全可靠
供电和客户安全用电为重点，依据相关安全管理规

·２５１·



工　业

定，要求１０千伏专线客户加强设备、线路的巡检，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小动物入室，并定期对这些客户进行

检查，做到客户的安全管理可控、能控、在控。协助并

督促１０千伏客户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使客
户的安全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结合客户分

布情况，对攀煤（集团）公司、德胜攀煤化工公司、翰通

焦化公司等５９家高危重要客户进行走访，解答电费
电价、用电安全、人员培训等问题。同时对所有高危

客户在电气设备、双（多）电源管理、人员操作水平、应

急保安措施等方面进行安全检查，发出用电检查结果

通知书２５３份。针对电网侧和客户侧安全隐患，分别
建立高危重要客户的“一患一档”“一户一档”档案。

２月，以攀电西供函〔２０１２〕２～５号文上报地方政府，对
５９户重要客户进行更新确认。３月、６月、９月、１２月，
以正式文件报告高危重要客户存在的隐患问题，促请

地方政府加强对高危重要客户隐患治理的监管。以

《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的形式通知高危重要客户对

隐患进行整改，并建立５９户高危重要客户隐患档案，
按户落实整改负责人，按期检查整改情况。通过整治

与改造，年底有５０户高危重要客户具备双电源，２９户
配备应急发电机。

【营销项目工程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完善
ＳＧ１８６系统营销基础档案，修改完善２万余条客户档
案记录。按照省电力公司业扩监控工作要求，完善业

扩工作流程监督机制，以及客户供配电工程资质审

查、工程进度跟踪制度，供电方案审批实行规范化管

理，有效缩短了审批时限。大力推广智能电表改造，

完成智能电表推广及采集系统建设８７６４户，年末在
组织２０１２年农电智能电表推广材料。加强电能量采
集网站的深化应用，及时将４６０户高压客户、１４２１台
采集终端、１２０台集中器终端导入系统运行。

【电费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电费回收严格兑
现奖惩，责任到人，提高催费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严

格执行《西城供电局电费回收奖励办法》，对用电大户

指定专人负责，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生产经

营情况，减少电费风险，并对电费回收情况进行检查。

利用ＳＧ１８６信息手段加大电费回收宣传力度，提高客
户的缴费积极性。日常催费中，全方位、多层次收集

催收资料，建立欠费客户档案，对欠费客户实行动态

管理，充分发挥 ＳＧ１８６短信平台的作用，有效避免了

恶意欠费情况的发生。定期分析欠费结构，针对欠费

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催收措施，做到有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密切关注大用户和中等用户生产经营情况，

通过规范《供用电合同》的新增预付费条款防范欠费

风险。全年应收电费７５７亿元，实收电费７５７亿元，
电费回收率１００％。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执行攀枝花
电业局绩效管理新规定，修订《西城供电局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西城供电局员工行为考核办法

（试行）》，不定期组织召开月度绩效考评会，严格按考

核结果兑现奖惩。全年召开考核会８次，考核主业职
工３６人、分公司职工１０人、农电职工４６人，考核绩效
分分别为４６４５分、５２１分、１５８６１分；奖励主业职
工４６人、分公司职工１５人、农电职工２７人，奖励绩效
分分别为６３７４２分、９４分、５４分。全面完成国家电网
公司“三集五大”（人力资源、财务、物资集约化管理；

构建大规划、大建设、大运行、大检修、大营销体系）体

系建设的人员数据导入、岗位职数分布、岗位责任书

签订等工作，以及县级供电企业同业对标指标和日常

人员统计表等资料上报工作。开展装表接电、用电检

查、电费抄核收、配电 ４个专业技术比武及赛前培
训，各专业评出第一名。８月，组织农电员工参加攀
枝花电业局安全调考５次。要求供货企业开展线路
故障指示仪、无功补偿装置自动控制箱、新型漏电保

护器安装使用、Ｓ６系统应用等新设备、新技术应用
技能培训，组织精干内部培训师开展施工现场安全

管控技能培训、线路断路器保护整定培训、工作票使

用培训等常用技能培训，内容涵盖营销、配网、农电

等专业。坚持月考制度，除营销班组自主命题考试

外，其他生产班组每月由安全运行检修部命题对员

工进行安全技能考试。狠抓班组规范化管理，要求

班组对照管理标准认真自查整改，局机关每月组织

检查，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跟踪整改

情况，若未查出问题，检查人员将受到连带考核。全

面推行省电力公司 Ａ２版班组管理标准（供电所为
Ａ１版管理标准），规范“两票”管理，推进 Ｓ６农电管
控系统深化应用，强化各作业现场的安全督察，优化

生产流程，局机关每季度定期进行检查指导，极大提

高了班组管理水平。三阳供电所被攀枝花电业局评

为四星级班组，营业部作为攀枝花电业局新申报五

星级班组上报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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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２０１２年，西城供电局组织内部培训师、
考评员、厂家技术人员开展技术讲课、现场实际操作

培训１０次，内容涵盖配网、营销、农电等专业，１０人次
讲课６２学时，１５２人次听课９４３学时。组织５４人（高
级工１０人、技师３８人、高级技师６人）参加职业技能
鉴定培训，８人次参加特种作业（电工、登高复审）培
训，８６人参加进网作业（电工）取证培训。开展电脑
操作应用培训，１１４人参培，考试成绩均合格。组织
８４人次外出培训，涉及监理、造价、优质服务、岗位轮
训等内容。组织５７人次参加攀枝花电业局电气试验
及电缆头制作、信息技术、农电标准化系统、党风廉政

监督、ＥＲＰ系统等培训。全年６９人参加系统内本科、

大专、中专班学习。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各班组在安全日按安监科确

定内容组织学习，分析事故案例，落实整改措施，局领

导和各科室管理人员不定期参加班组的安全日活动。

做好《安规》宣传贯彻和考试工作，全局１４５名员工参
加《安规》考试，成绩均合格。组织６２名专兼职驾驶
员参加交通安全学习培训，《交规》考试成绩均合格。

在十九冶职教中心对劳务分包队伍进行培训，３１人考
核合格取得电力类登高作业证。在金沙滩举办为期３
天的安全专项培训，劳务分包队伍负责人、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３５人参培，３３人考试成绩合格。
（罗　昊）

建材业

【概　况】　 攀枝花钢城集团瑞丰水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瑞丰水泥公司”）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

龙洞，地处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内，主要产品

有ＰＣ３２５Ｒ、ＰＯ４２５Ｒ、ＰＭＨ４２５等通用硅酸盐水
泥，销售范围覆盖攀西地区。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水电

站、高速公路等大中型重点工程和一般工业、民用

建筑。

瑞丰水泥公司前身为攀枝花大地环业水泥有限

公司，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由攀枝花大地水泥有限公
司与攀枝花环业冶金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

成立，并同步实施日产２５００吨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
产线项目。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３日，因股权变更由钢城企
业总公司全资收购，更名为攀枝花钢城集团瑞丰水泥

有限公司。同年９月２３日，日产２５００吨熟料新型干
法水泥生产线建成投产。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日，因四川
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与攀枝花钢城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战略合作，对水泥企业进行资产重组，攀枝花钢城

集团瑞丰水泥有限公司遂成为川威集团下属的四川

省星船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之一。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设有综合管理处、财务处、
供销处、生产安全环保设备管理处、质量管理处及生

烧车间、制成车间、机电车间、余热电站９个部门，有
在职员工３１０人。其中：经营管理者４人，中层干部

１２人；专业技术人员２３人（高级职称１人、中级职称
１０人、初级职称１２人），技师４人，高级工８０人；本科
学历１９人，大专学历５７人，中专（中技）学历３５人，
高中学历１０５人。截至１２月３１日，完成产值２３３亿
元，同比增长９３９％；总资产达到４６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１９％。员工全年人均月收入为２７５６元，比上年
增长１３％。

【对标挖潜】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按照上级公司
“以管理、技术降成本为核心，全面优化技术经济指标，

全力打造低成本的核心竞争力”的要求，认真推进对标

挖潜工作。同年３月，回转窑运转率一举达到９６７％，
主机平均有效利用率为回转窑 ９４９２％，生料磨
９３７９％，水泥磨９７８５％。当月生产水泥７９２万吨，销
售水泥７９１万吨，实现经营收入２２４８万元，实现利润
５３９５万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结束多年连续亏损局
面，首度实现扭亏为盈目标。５月，各项能耗指标均接
近或达到国内日产２５００吨熟料规模水泥企业先进指
标，普通熟料综合电耗为６９千瓦时／吨，普通水泥粉磨
（含包机）平均电耗为３５２７千瓦时／吨，普通水泥综合
电耗为８０８千瓦时／吨，普通熟料综合标煤耗为１０６７
千克／吨，分别比３月降低５８２千瓦时／吨、３３３千瓦
时／吨、９７６千瓦时／吨，９４２千克／吨。瑞丰水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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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增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３月、５月、７月、１０月４
次被评为星船城公司明星生产线。全年，瑞丰水泥公司

生产水泥７３６７万吨、熟料５６８８万吨，销售水泥７３６
万吨、熟料５８５万吨，实现营业收入２３５亿元，盈利
２３１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减亏５７４７万元；缴纳税费１６３１万
元，比２０１１年增长１７８３％。

【科技降成】　 ２０１２年初，瑞丰水泥公司组织技术力
量开展“攀枝花煤矸石替代砂岩配制普通硅酸盐水泥

生料在新型干法水泥中的应用研究”。同年５月，项
目成果成功实现产业化，每吨熟料综合标煤耗下降

１２４５千克，综合电耗下降３４千瓦时，２项合计全年
可节约成本 ９０８２１万元；回转窑产量每小时提高
５４２吨，年产值可增加约１２４８万元；每吨水泥熟料发
电量提高９５７千瓦时，使每吨水泥熟料发电量稳定
提高至３５４千瓦时，达到并网发电以来的较好水平。
全年，余热电站累计发电１９１１万千瓦时（上网电量
１８１５万千瓦时），可产生５６０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同年４月，开始采取硫酸渣替代钢渣配料，改善
生料易磨性。在降低生料磨电耗的同时，生料磨台效

从１９５吨提高到年末的２２０吨，且降低了磨机称板的
磨损率，有效延长了称板使用寿命。

３—８月，利用设备停机时间开展“篦冷机一、二风
室扩大风道、增加风压技术改造”，有效改善了熟料急

冷效果，熟料温度下降约２０℃，二次风温提高约５０℃，
降低了回转窑煤耗，熟料质量进一步提高，熟料易磨

性进一步改善，水泥磨台效提升，产品生产成本降低。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先后下发《检修
安全保障预案》《２０１２年度安全环保职业健康工作要
点》《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指导性文件和管

理制度，并成立以公司领导挂帅的“安全环保职业健

康委员会”，从机构和制度上保证安全工作顺利有效

开展。５月３日、２２日，先后组织新进厂员工、新班组
长、兼职安全员进行统一安全培训。进一步强化职工

安全意识，杜绝重伤及其以上事故发生，全年未发生

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火灾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设备管理】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进一步规范考
核制度，加大考核力度，提高设备检修人员的责任心

和检修技能；进一步落实设备三级检查（岗位巡检、专

业巡检、专业技术人员点检）制度，安排专人负责，着

重抓好２台磨机（煤磨、生料磨）预检修质量，使磨机

的故障停机率由每月每台１０次降为每月每台２～３
次，从而保证了回转窑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同时，针

对运行生产设备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开展科技攻

关，精心组织检修维修力量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技术改

造，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工艺系统稳定运

行。除按计划在春节前后进行设备大修之外，利用其

他停机时间对生料磨入磨三道闸板进行恢复，完成２
水泥磨隔仓衬板更换、１号和２号水泥磨一仓衬板更
换、水泥出库及包散装系统设备消缺、助磨剂罐清洗、

搅拌风管安装等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设备运转率和可

开动率。

【质量管理】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下发《２０１２年
原燃材料质量控制标准》《过程质量控制标准》《质量

考核办法》等指导性文件，进一步加强石灰石、煤炭、

辅材等原料的质量指标控制，加强水泥产品过程质量

控制。严格执行高于国家标准的内控质量标准，出厂

水泥送检合格率、国家和地方政府抽检合格率均达到

１００％。全年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及重大质量异议，
确保出厂产品“双百”合格率。

６月，经认真整改和精心准备，顺利通过北京国建
联信认证中心二阶段现场审核。８月８日，瑞丰水泥
公司取得 ＰＯ４２５、ＰＯ４２５Ｒ、ＰＣ３２５、ＰＣ３２５Ｒ、
ＰＭＨ４２５等５个品种水泥的产品认证证书，以及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质量管理体系、ＩＳＯ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职业

健康管理体系、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２００４环境管理体系等３个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工培训】　 ２０１２年，瑞丰水泥公司根据生产经营
形势并结合员工技术业务素质，制订包含管理人员培

训、专业技术人员培训、操作人员培训在内的多项培

训计划。全年举办各级各类培训２０余期，培训１５０余
人次，较好地完成年度培训任务。

【党群组织建设】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瑞丰水泥公司
党总支成立。按照“融入中心、进入管理、推动发展”

的思路开展工作，先后成立机关党支部、电修车间党

支部、生安处生烧车间党支部、制成供销质量党支部，

并建立党员活动室２个。３月１５日成立工会，并组建
工会小组２２个。６月８日成立团支部。至此，瑞丰水
泥公司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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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组织开展并参加各项活动，至年末，瑞丰水泥公

司党总支连续４个季度获星船城公司“创先争优活动
‘优胜党（总）支部’”称号，并获西区“‘两新组织’党

建示范点推荐单位”、西区民营经济创业园区“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瑞丰水泥公司被西
区总工会评为“西区首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优秀组织

奖”一等奖。

（朱金波）

冶金辅料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石灰石矿
（以下简称“石灰石矿”）有在岗职工７６６人，其中，专业
技术人员８０人（高级职称５人、中级职称３７人、初级职
称３８人），技师２３人（高级技师５人、技师１８人），高级
工１９５人。固定资产原值２０３亿元，净值０６７亿元。
全年产值２３８２８６１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１８３１０７万
元，同比增长７６８％，完成公司下达的年度利润指标。
继续保持“攀枝花市精神文明标兵单位”称号，获“攀钢

（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攀钢（集团）公司综合

治理先进集体”“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优胜

单位”“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危化品安全管理先进单

位”称号。提高二筛分筛分效率 ＱＣ小组、提高窄轨铁
路运输费用ＱＣ小组被攀枝花市质量协会评为“攀枝花
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前者并获得２０１２年“攀钢
杯”冶金行业优秀成果发表竞赛一等奖，同时被评为全

国优秀ＱＣ小组；提高高镁灰一级品率ＱＣ小组获得由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四川省总工会等联合颁发的

“四川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采矿车间原矿班被

评为“攀枝花市质量信得过班组”。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生石灰系统实行外
购生石灰优质优价政策，彻底扭转了外购生石灰良莠

不齐、鱼龙混杂而导致输出生石灰粉质量波动较大的

被动局面，与２０１１年相比，生石灰粉平均 ＣａＯ、ＳｉＯ２、
活性度分别提高 ０６９％、降低 ０１６％、提高 ２９１毫
升。石灰石采场完成１２９１水平西部联络道建设，并
对１２９１西部大块、根底、挡墙进行改造。根据粉矿需
求量持续加大且车皮周转困难局面，破碎系统组织破

碎车间连班生产的同时，积极与新钢钒管控中心协调

车皮，从而满足了用户需求。９—１２月，面对外购厂家
集体停产整顿、外购石灰石块矿停供的严峻形势，该

矿完全依靠自身力量顺利完成集团公司冶炼辅料保

供任务。在普立窑系统已经２次转产后，１１月３０日，
接到两级公司下达普立窑在１周内转产高镁石灰的
紧急任务，在保证正常生产的同时，调动全矿资源，全

力以赴，克服一切困难，提前１天保质保量完成供应
炼钢厂高镁石灰的任务，节约外购白云石块矿费用６０
万元。在关键时刻为集团公司生产经营作出重要贡

献。恢复高镁灰生产后，其产品每天输出量提高到

２６０吨以上，外购、外销、外协项目价格调整实现公司
统一安排目标。

【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宣传贯彻公司及该
矿安全工作１号文件精神并进行培训，努力提高职工
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加强安全生产检查考核，将矿

安委会５个安全专业检查组的专项检查与矿安办组
织的安全管理人员基础管理检查相结合，特别加大对

外委、外协单位的检查考核力度，全矿设备、交通、消

防、危化品等管理均处于受控状态，全年未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获攀钢集团公司和攀钢矿业公司“安全优

胜单位”称号。

【设备管理】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设备管理以经济高
效运行为目标，完善三级点检制，推行 ＴＰＭ管理新模
式，扭转了设备非计划检修多、抢修时间长的被动局

面，故障停机率同比下降０５２％。加强特种设备、电
气设施、工业建筑物的检查验收工作。全面推进“对

标挖潜、降本增效”工作，按工序、机台制定主要生产

设备备品备件消耗定额指标，结合机旁备料库存现状

制定物资采购管理办法及降库目标。加强在建工程

项目施工进度及质量的监督，白云石６００×９００破碎
系统搬迁工程项目于５月２８日进行空负荷联动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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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灰破粉除尘系统改造投入运行。

【科技攻关】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继续加大科技投入，
全年投入研发费用７０５万元。完成普立窑旋转布料
器发明专利的申请工作。“利用竖窑焙烧小粒径石灰

石块矿”项目成果填补国内竖窑焙烧小粒径石灰石块

矿的技术空白，年增经济效益２５４余万元；“利用普立
窑焙烧小粒径白云石块矿”试验取得成功，年增经济

效益５０万元。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成立矿、车
间、班组三级攻关队９个，开展竖窑生石灰提质降耗、
采场配矿、提高破碎成品率攻关。全年生石灰粉平均

ＣａＯ达到 ８５５１％，焦比为１３８千克／吨，采场配矿２５
万吨，成品率提高５％。

【环保工作】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按时完成政府下达
的限期治理项目———白灰破粉四楼布袋除尘器改造，

经市环保局现场比对测试达标。对老化并存在缺陷

的三台电除尘器进行整改。全年，环保设备设施同步

运行率１００％，设备完好率９９％，主要污染物排放达
标，岗 位 粉 尘 合 格 率 １００％，工 业 水 重 复 利 用
率９２４％。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积极稳妥推进
以绩效挂钩为重点的分配新模式，进一步完善人力资

源的管理。本着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向矿

业公司推荐矿业技术拔尖人才候选人６名、技能拔尖
人才候选人１９名，分别评上１名、２名；评选出石灰石

矿主任（副主任）工程师７名。完成白灰车间外购班
组人员的整体轮换，并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值班。

【形势任务教育】　 ２０１２年初，石灰石矿利用职代会
这一平台，召开２场形势任务报告会，１８８名骨干员工
参会，听取由专业科室长所作“明任务、传压力、树信

心”主题报告。充分利用形势任务综合教育会、谈心

活动、黑板报等载体，结合矿、车间生产经营实际状

况，抓好“三讲”（领导联系讲、先进带头讲、职工参与

讲）教育，营造全矿稳定和谐发展氛围。紧紧抓住经

济高效组织生产、千方百计保供这条主线，逐项梳理

出入口流程，完善物资采购、外委外协外租、门岗管理

等制度，大幅降低相关费用，特别是以外购生石灰为

重点，加强生石灰和石灰石块外购管理，提高外购产

品质量。加大“对标挖潜、降本增效”力度，制定消耗

定额、清理机旁备料、修配改代、修旧利废等措施，全

面完成修理费控制指标。制定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加

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干部值班制度，全矿各项工作

有章可循、操作规范、成本可控。

【党风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石灰石矿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定期检查《石灰石矿反腐倡廉建设２０１１年工作
总结及２０１２年工作要点》的落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整改。矿党委以“干事·干净”为理念，对党员干部进

行正反典型教育，打造“权力面前不谋私”的干部队

伍。加强重要岗位人员教育，重点加强“三管六外”人

员教育，实现领导干部零违纪目标。 （王树军）

供水企业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河门口水厂

【概　况】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公司河门口水厂（以
下简称“河门口水厂”）始建于１９７２年２月，厂址位于攀
枝花市西区大水井徐家渡路５７号。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

厂有在岗员工４７人，固定资产２５００万元，车间７个。
ＤＮ８０以上供水管道４３千米，供水服务面积１７５平方
千米（东至凉风坳隧道，南至新庄，西至河门口北街，北

至蓝湖国际），供水服务人口约１０万人。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售水量７８８万吨，
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６４４万元。经市疾控中心、四川省
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网攀枝花监测站监测，全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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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合格率１００％，无上等级的安全事故发生。

【营销管理】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对服务区域大用
户实行“用户专管”制度，对重点用户实行专人专管。

营业人员通过数据远程传输系统随时了解用户用水

情况，电话了解用户用水困难，及时解决攀煤物房公

司、攀钢房管公司、金沙西苑小区等用户的用水问题。

【优质服务】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大力开展社会服
务承诺和便民服务活动，共产党员服务队向用户提供

“专业、热情、真诚”的服务。走进社区宣传用水知识

和相关法律法规，特别做好《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及

自来水价格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全年为服务区居

民用户、企事业单位上门服务９００余次，为老弱病残
用户维修管道、更换水龙头８０余次。

【设备检修维护】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运行车间和
维修技术车间建立联动机制，对设备进行“点检定

修”。每周对设备进行２次巡检，从根本上消除故障
和安全隐患。全年检修机电设备２４台次，抢修５次，
机电设备完好率１００％。

【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更换制水车间储
药池及投药系统管道，对各车间设备设施进行除锈刷

漆并更换标志标识，完善“６Ｓ”基础管理工作。配合集
团公司，完成清香坪新５号加压站、动力站攀煤安置
小区泵房等设施的网络远程传输摄像系统安装，进一

步提升运行管理水平。

【水网户表改造】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水厂配合集团公
司、西区政府推动水网新旧户表改造接收工作，接收

户表２９５１户。其中，河西锦苑 ３９２户，新庄村 ４４０
户，发电公司新庄站生活区８８０户，西贵金沙１９４户，
金沙西苑１０１６户，动力站商铺２９户。

（李少武）

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格里坪水厂

【概　况】　 格里坪水厂是攀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二级单位，为国有控股企业，亦为集公益性、服务

性和生产经营性于一体的城市供水企业。其前身为

云南省林木产品公司自供水车间，于２０００年移交攀
枝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同年由该公司投资

１０００万余元进行改扩建，自来水生产设计规模为１
万吨／日。２００１年１月工程竣工时即成立攀枝花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格里坪水厂，并正式投入运营。截

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格里坪水厂固定资产达到２１０５４３
万元，供水范围为金沙江北岸格里坪镇片区（上至鼎

金焦化厂，下至大地水泥公司），供水人口约 １８万
人，最高日供水量０４９万吨，平均日供水量０３万吨。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水厂售水量１０２万吨，
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６１０７万元。经市疾控中心、四川省
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网攀枝花监测站监测，全年实现

出厂水水质综合合格率１００％，未发生上等级的安全
事故。

【管网建设】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水厂加强供水管网维
护，加大巡检力度，抢修管道故障２００多次，抢修及时
率１００％。对部分使用多年，老化、锈蚀严重的供水支
管进行改造，减少管网漏失，全年改造ＤＮ５０以上严重
老化锈蚀支线管道６００余米。按集团公司安排拓展
给水安装业务，完成龙菁花园、阳城龙庭、阳光家园、

社会福利院、安泰房产、公交公司、水运局维旧房、竣

岭天下、学府花园、金泰悦城、金沙江水运局安置房等

给水工程。

【设备改造升级】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水厂加强设备改
造升级，对取水车间缆车进行改造，更换制水车间消

毒用二氧化氯发生器１台，在送水车间安装防盗电子
围栏系统，提高取水量，保障供水安全。在营业收费

室安装 ＬＥＤ显示屏，在收费窗口安装扩音器，在营业
大厅安装监控器，加强宣传，提高服务水平。

【营销管理】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水厂营业室制定落实
营业管理考核办法，通过多种水费缴纳方式和温馨提

示，提高收费质量。全年更换、校验水表７５只次，保
证水表计量的准确性。认真学习新颁布的《四川省供

水条例》，按规定持续开展“查违章，反窃水”活动，依

法查处违章用水。

【服务地方经济】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水厂积极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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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服务，认真做好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中区

建设、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省道 ３１０线格（里
坪）福（田）路段改造等工程的供水工作。全年，拆建

改造ＤＮ２０－ＤＮ４００供水管道７千米、阀门井１２座、消
火栓１０台，改造沿线２００余户户表支管，及时处理因
施工引起的各类管道故障１０余起。

（汤　杰）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分公司供水厂

【概　况】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电分
公司供水厂（亦名陶家渡水厂，以下简称“攀煤水电分

公司供水厂”）位于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陶家渡水

厂始建于１９６９年，为攀煤公司自备水厂，设计日供水
量３７万立方米，主要承担攀煤公司江南片区及江北
部分片区近１０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是攀枝花市九
大水厂之一。下属巴关河、小宝鼎２个分厂，分别位
于攀枝花市西区动力站、灰老沟，设计日供水量分别

为２万立方米、０６万立方米，供水人口分别为１２万
人、１５万人。２０１２年，攀煤水电分公司供水厂有运
行、维修、水质检验、供水调度等２０个基层班组，职工
１５２人。

近年，攀煤水电分公司从矿区生产发展和职工家

属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设

施不断完善，水质得到大幅度提高，逐步向“设备现代

化、控制自动化、管理科学化、环境优美化”的目标迈

进。经多次技术改造后，至２０１２年，陶家渡水厂的水
质消毒系统实现完全自动化，由水厂调度室通过计算

机远程监控二氧化氯设备间实现无人值守；配备标准

水质检验室和先进检测仪，使水质检测更科学、及时、

准确。实现出厂水水质浊度和二氧化氯余量的实时

在线监测，有效保证了矿区职工家属的用水安全。

获集团公司科技成果三、四等奖各１项，在省级
刊物《城镇水务》发表科技论文１篇。

【生产经营】　 ２０１２年，攀煤水电分公司供水厂完成
供水量１７９３７万立方米（陶家渡水厂完成１４０５８万
立方米），水质合格率达到９８％以上。全年净水剂消
耗量７５９１８吨，其中陶家渡水厂 ３６３５吨，巴关河水
厂２５８吨，小宝鼎水厂 １３７６８吨。

【安全生产】　 ２０１２年，攀煤水电分公司供水厂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把安全工作放在一切

工作的首位，充分发挥班组长、安全员和群众安全员

的作用，加强生产现场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规程的

落实。坚持每月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

改；坚持每月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例会；坚持领导经常

深入生产第一线检查设备运行和检修方面存在的安

全问题，杜绝“三违”现象的发生。全年未发生人身和

机电设备事故、水质安全事故和停水事故。

夯实安全“双基”，在各基层班组深入开展学习推

行“白国周班组管理法”活动，采用以会带教、以会带

培、逢会必讲安全工作形势，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厂

领导在每次会议上均从不同角度强调安全，利用安全

信息进行警示教育，以提高职工安全意识，树立不伤

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的安全理念。全

年培训班组长２０人。对维修钳工、水泵工、水质净化
工进行岗位技能培训。特种作业人员送外培训２人，
持证上岗率１００％。组织制水人员、水质化验员体检，
体检率１００％。

【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煤水电分公司供水厂完成
小宝鼎３５千伏变电所供水管道的安装，共安装直径
５０毫米供水管道３７０米。完成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
净水剂储药池的搬迁改建工程和格里坪洗煤厂供水

管道改迁工程，共改迁供水管道１３０米。完成巴关河
水厂水处理系统、水质消毒系统、二级泵房水泵节能

升级等技术改造。对小宝鼎水厂水处理系统进行改

造，完成处理能力２４０米／小时无阀滤池和１５米储药
池的土建工程。

（唐和平　王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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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造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重啤攀枝花公司”）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

济环境对啤酒行业的影响，进一步夯实基础管理工

作，不断提高设备运转率和产品质量，降低能耗和生

产成本，有效控制经销商合理的库存量，保持啤酒的

新鲜度。全年完成啤酒销量３８７８４千升，实现啤酒销
售收入９９６９万元，实现利税 ２４３４万元。

【生产管理】　 ２０１２年，重啤攀枝花公司加强设备管
理，提高设备运转率，降低消耗。对包装车间８０头酒
机酒阀和洗瓶机、杀菌机的给水泵进行维修改造，提

高了设备使用率，降低了酒损。利用废旧发酵罐将其

改造成冷媒罐，增加冷储量。对冷冻站制冷系统进行

节能改造，改善了制冷系统运行工况，提高了效率，降

低了电耗。将原糖化锅变频器改用在深沉槽进酒泵

上，通过调节变频器控制杀菌水流量，同时对公司自

来水管网进行改造并查漏补缺，降低了水耗。

【内控管理】　 ２０１２年，重啤攀枝花公司为确保内部
管理工作规范、有序运行，按照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

司内控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于６月、７月先后编制
完成《内部控制管理手册（试运行稿）》《内部控制评

价手册（试运行稿）》，并在各车间、部室贯彻执行。对

内部自评人员进行培训，成立４个自评小组，自１１月
３日起对２０１２年度公司各控制流程进行内部控制评
价。通过评价测试，发现一般缺陷２３项。针对自评
工作中发现的缺陷，由公司内控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召开内控领导小组成员及各部门第一责任人参加

的整改会议，对相关业务流程中发现的缺陷进行对照

整改，并根据整改结果对各部门进行奖罚。

【物资采购和物资仓储管理】　 ２０１２年，重啤攀枝花

公司规范物资采购行为，降低采购成本。加强与重庆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沟通衔接，充分利用其大宗

物资集中招标采购优势，降低采购成本。自主采购招

标物资坚持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执行“六统一”（统

一计划、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调度、统一配送、统

一管理）管理制度，公司物资采购委员会在合格与备

案供应商中间进行招标，并按月上报资金支付计划，

根据审批资金付款，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全年节约

资金８０余万元。加强物资规范化、标准化管理，物资
堆放、堆码按区域进行合理化布局，悬挂标识牌，先进

先出，有序使用，物资领用严格按照公司内控管理要

求流程执行。

【市场营销】　 ２０１２年，重啤攀枝花公司加强市场业
务人员和经销商２支队伍建设，营销队伍中存在的懒
散、拖沓现象逐步改变，经销商队伍的服务水平、市场

掌控能力有一定提高。控制销售费用，全面清理终端

市场，确保终端费用的准确性、合理性。合理控制客

户库存量，保证啤酒新鲜度，杜绝渠道压货。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重啤攀枝花公司严格执
行《员工招聘管理办法》《员工离职管理办法》《员工

岗位变动管理办法》等制度，招聘员工１０名，离职２４
名，岗位变动９名。加大问题员工处理力度，给予２名
出工不出力、不服从分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处理。采

取参观、内培等方式，开展工作责任、工作标准、消耗、

质量、效率、安全、职业健康等培训，集中培训４期次，
培训员工１２人次。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依法依规为
员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４２４８５万元。组织１５０名员
工参加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体检。

（严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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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

【超额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招商
引资履约项目７３个，实际到位资金６０６４亿元，完成
市委、市政府下达目标任务５５亿元的１１０２５％，同比
增长１０９５％。国内省外履约项目 ６２个，到位资金
５２１１亿元，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目标任务４０亿元
的１３０２８％，同比增长１４７２％。新引进市级特大项
目１个、市级重大项目４个。外资引进取得历史性突
破，完成外商投资５００万美元。

【第二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
日下午，西区第二批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在区

政府３１１会议室举行。区政府与中国重汽集团、重庆
渝万集团、成都荣御投资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中国重汽

攀枝花汽车城建设、乡村旅游酒店建设、加油站建设

等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签约金额约３亿元。

【组团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５—２８日，西区组团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
博览会（简称“西博会”）。其间，邀请市领导和市级

相关部门、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４３家企业代表举办
西区专场投资说明会，重点推介庄上·梅子箐彝家水

寨综合体项目群、马上坪产业园区项目群、格里坪工

业园区煤炭管道运输项目、攀西钒钛钢材机电物流城

项目、清香坪新城项目、大水井新区项目，四川远宏集

团、麒鼎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西南铁路

物资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区领导邓孝良、蔡永光、秦福

贵就相关项目进行对接，表达到西区实地考察的意

愿。并举行西南铁路物资集散中心、永兴煤业研发基

地综合开发项目专场促进活动。在攀枝花展馆西区

展位，西区展板着重介绍西区区情、资源优势、产业导

向等情况，实物展区主要展出具有西区特色的

鸡、苏铁山药、重啤金浆一号、日兴机电矿山机械、重

庆恒达板簧厂汽车板簧等产品。十三届西博会，西区

签约项目１０个，总签约金额 ５３４亿元，比上届增长
４７％，涉及循环经济利用、生物科技、物流业、新村综
合体、煤精细化工等项目。

【庄上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对接】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
日，区投资促进和商务局局长王定云带队前往深圳与

香港宏安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中国农产品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对接庄上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省政府驻

深圳办事处经济合作处副处长窦宇航、市政府驻深圳

招商人员张勇和西区招商人员向该公司业务拓展总

监何惠年详细介绍西区的基本情况，就庄上农产品批

发市场项目进行座谈。该公司对项目投资具有浓厚

兴趣，表示在做好网络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到西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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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

【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　 攀青煤炭物流中心（攀
枝花电煤战略储备基地）位于西区格里坪镇苦荞村，

占地１３８５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２０３亿元，分３期建
设。业主攀青工贸公司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淘汰落后

产能，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先后关闭３座炼焦炉。同时
实施“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军大三产业）战

略，以打造煤炭战略储备基地为中心，建设煤炭洗选、

电子信息交易及商务办公、汽修汽配、餐饮休闲等配

套服务设施的综合物流园区。该项目于２０１２年３月
在市发改委备案，４月完成选址、规划及用地预审，同
时开展环评、安评、能评及水保等工作，５月环评进行
一阶段公示，“三通”（水通、路通、电通）和场平接近

尾声，累计完成投资９０００万元。攀青煤炭物流中心
建成后，对完善格里坪省际物流园区规划布局、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现代物流业，把西区打造成

为辐射川西南、滇西北物流战略高地具有重大意义。

【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建设】　 格里坪铁路物流园区
是西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２４日参加第十一届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会签约项目，亦是攀枝花市“十二五”重点

打造的物流项目。该园区位于西区格里坪，占地

１０８３３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４２８亿元，分３期建设，
建设周期５年。通过整合格里坪火车站专用线资源，
充分发挥铁路物流核心枢纽功能，建成西部示范性铁

路物流产业基地，为西区尤其为格里坪工业园区企业

提供仓储、铁路货运、工业产品堆放等服务。２０１１年
末，完成项目一期一标段世纪行轨道、货场及堆场的

改造。

２０１２年５月，《成都铁路局关于成昆渡口支线扩
能改造工程的批复》下达，格里坪铁路专用线（格八

道）改造工程全面展开。该专用线竣工通车后，用于

发送煤炭、焦炭、金矿等矿产品，年发送量将由９０万
吨提高到１５０万吨。同时搭建具有综合功能的物流
公共信息平台。

【全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建成】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
日，攀枝花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在格里坪工业园

区建成。格里坪工业园区天然气汽车加气站项目为

西区在第十届西博会签订的甲烷液化气项目组成部

分，由华益能源公司于２０１１年底开工建设，占地面积
６６６６６７平方米。该天然气汽车加气站投入使用后，

每天可加气１５万立方米 ～２万立方米，为全市在交
通运输领域实施“以气代油”工程、利用新型清洁能源

起到推广示范作用。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２９日，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该项目为格
里坪省际物流园区的“一区四中心”之一，位于西区河

门口，规划占地面积４０余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２亿元，
分３期建设，工期４年，是全市唯一以集装箱铁路物资
为主要业务的物流项目。规划建设集装箱及钢材货

场、防湿货物仓储集散中心、物流周转中心、物流金融

贸易中心、储备油库，以及焊轨、轨枕和铁路专用配件

器材生产加工基地六大功能部分。至年末，完成公司

注册、项目备案、项目初步方案设计等前期工作。巴

关河火车站完成铁路专用线及桥梁维修工程，铁路专

用线名称变更、申报送达物品品名通过西昌车务段审

查，待成都铁路局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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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

【社会消费品零售】　 ２０１２年，西区规模以上商贸企
业由上年的１５家增加到３４家，占全区商贸企业２０６
家的１６５％，高于全市９９个百分点。全年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２３３４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全市
排名第二。其中：批发业１９２６３万元，同比增长８％；
零售业１７３６１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２％；住宿业１９０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６％；餐饮业 ３０２７８万元，同比增
长３２５％。

【经营性服务业发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２２３３４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９％。批发零
售业完成增加值３６９２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８％；餐饮和
住宿业完成增加值２５０６万元，同比增长７９％；交通
运输业完成增加值２３９３４万元，同比增长６３％；金融
业完成增加值１０１２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２％；房地产
业完成增加值１１１２０万元，同比增长４９％。

【非营利性服务业发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以“完善体制
机制、出台政策意见、建立专项资金、强化运行监测制

度、推进一批项目、培育一批企业”的思路，推动服务

业大发展、城乡市场大繁荣、经济结构大转变。加大

公共管理、科学研究、水利和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

全年非营利性服务业（含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科学

研究、水利、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实现增加值１９６
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２８６％。

【新兴服务业发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新兴服务业迅速

发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实现增加值５４０
万元，同比增长７１％；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完成增加值１３９９３万元，同比增长６５９％。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宣传】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攀
枝花市西区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举行“３·１５”消费
者权益日宣传活动，攀枝花市西区投资促进和商务局

（以下简称“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展示茅台、五粮液

等４种假冒伪劣高档白酒样品，现场讲解真假名白酒
的鉴别方法，并邀请辖区散白酒生产企业现场对比讲

解酒精勾兑白酒与纯粮食酒的鉴别方法。解答消费

者疑难，向群众发放鉴别真假酒、注水猪肉、过期粮

油、腐烂变质食品等宣传资料１００余份。

【推进２０１２年传统服务业发展工作会召开】　 ２０１２
年６月２９日，西区服务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
开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年推进传统服务业发展工作
会，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区工商局、区文体旅游局、区

卫生局、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格里坪镇和各街办相关

负责人，以及６０余家服务企业代表参加会议。会议
总结２０１１年传统服务业发展情况，通达２０１２年工作
重点。表彰２０１１年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特色餐饮

店、早餐示范店，分别给予３０００元 ～６０００元、２０００

元～５０００元、１０００元的奖励。

市场监管

【酒类随附单专项治理】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０日至８月 ３０日，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开展酒类流通随附单专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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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０人次、车辆３０台次，检查商家
２００余家，重点检查酒类批发企业、农贸市场、大型商
超、餐饮企业、酒类专卖店等酒类流通随附单执行情

况和台账建立情况。全区酒类市场依法贯彻实施随

附单制度覆盖率达到９６％。

【肉类市场屠宰场夜间突检】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４
时许，区投资促进商务局会同区工商局、河门口生猪

屠宰场对格里坪、大水井、清香坪、经堂村肉类市场进

行突击检查，１０余人参加。在清香坪瑞云市场查获一
头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私自屠宰的生猪，重约 ８
万千克。该经营户逃逸。事后将此猪肉进行无害化

处理。

９月２６日凌晨，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班宏带领
市级相关媒体，对西区河门口生猪定点屠宰场进行夜

间突击检查。检查组一行对生猪来源、猪肉品质检验

检疫、猪肉产品运输销售、屠宰企业安全生产设施设

备进行全面检查，现场查看待宰圈生猪状况和吊挂、

刺杀、淋浴、浸烫、脱毛、开膛、劈半、副产品整理等同

步检验生产环节。班宏听取西区商务部门负责人现

场汇报，详细询问西区猪源安全与稳定情况、屠宰加

工流程安全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并详细查阅生

猪进出场屠宰交易记录和病害猪无害化记录。班宏

充分肯定该屠宰场各项工作。

【生猪屠宰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１０—１１日，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对西区河门口定点屠宰
场以及太平、小宝鼎、干巴塘３个生猪屠宰点进行安
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检查贯彻安全生产责任制、推

进制度化建设情况，要求各定点屠宰场点落实安全生

产自查自纠、隐患排查、监督整改等措施；检查从业人

员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要求加强安全生产责任

意识；检查消防系统和室内消防栓、灭火器、应急照

明、安全警示牌、疏散指示标志等设施设备完善情况。

同时检查肉品检疫情况，要求生猪屠宰企业切实加强

管理，规范操作，严把检疫检验关，严禁不合格肉品流

入市场，确保居民吃上“放心肉”。

【安全生产检查】　 ２０１２年９月中旬，区投资促进商
务局与区工商局、区消防大队组成联合安全生产检查

小组，对北京华联（永宏商城）、嘉盛实业、盛源超市、

世纪联华、宝鼎商场、叁叁超市、天下购物等１５家大

中型超市进行安全生产专项联合大检查。

９月１１—１８日，区投资促进商务局检查组对大水
井省粮食储备库、龙达面粉公司、华美粮油公司３家
粮油企业进行全面检查，涉及证照是否齐全、安全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安全生产法规标准是否严格执行、

安全设备设施是否完好、应急管理是否到位等十一个

方面，并要求各企业按规定时间上交自查及相关佐证

材料以备复查 。

９月 １７—２１日，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对辖区超市、
零售商店、餐饮企业、酒类批发和零售商店进行为期１
周的酒类流通安全大检查。出动执法车辆 ５０余台
次、人员１５０余人次，重点检查酒类经营户办理酒类
经营许可证及年审、执行酒类随附单制度、对未成年

人不得售酒情况，散装酒是否规范贴标、是否明码销

售、是否存在流动销售情况，有无出售自制泡酒、制售

假冒伪劣酒品及其他违反《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等违

法行为，检查酒类经营户５０余户，查获涉嫌销售假冒
名优白酒２瓶，下发整改通知单１份，发放“告广大酒
类经营户书”１００余份，并组织３０余户大中型经营户
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收到自查报告２０余份。

【“万村千乡工程”店检查回访】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区投
资促进商务局对全区１０家“万村千乡工程”店进行专
项检查回访。工作人员查看资料，检查新建改建农家

店情况，详细了解“万村千乡工程”资金落实情况。发

现部分农家店配送单据保存不全、零乱未整理成册，

无从查实商品来源及配送率。针对店招不一，要求各

店统一悬挂“万村千乡工程”店示范招牌，并要求建好

台账。经检查回访，各店基本达到标准。

【“特供”“专供”等标识酒类商品清理】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上旬和下旬，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开展酒类商品滥用

“特供”“专供”标识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大型商场、

超市、名酒行等５０余家酒类商品销售场所进行检查。
发现销售包装标有“特供”“专供”等酒类商品，要求

提供生产经营者主体资格、质检报告及进销等相关资

料。对无法提供相应资料的经营者，执法人员对其进

行严厉批评教育。检查中发现极少数酒类代理商仓库

存有 “特供”“专供”包装的酒类商品，执法人员责令

经营者不得让此类酒流入市场，一经发现将严肃

处理。

（程晓静）

·４６１·



旅　游

旅　游

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旅游景区景点７个，其中
国家ＡＡＡ级景区１个。有国内旅行社２家。有宾馆、
酒店、旅社５５家，其中三星级宾馆２家；床位１８００多
个。有农家乐／乡村酒店近３０家，其中四星级乡村酒
店１家，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１３家。旅游总收入达
到５７２亿元，招商引资 ２５７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２亿元，均超额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旅游收入】　 ２０１２年，西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加大节
假日营销力度，旅游总收入达到５７２亿元，同比增加
１６７亿元，增长４１１％，超额完成市下达５亿元目标
任务的１４４％。

【专家踏访苏铁景区】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省旅游局
组织“寻找四川１００个最美景点”专家组踏访四川攀

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位于攀枝花

市西区格里坪镇、仁和区布德镇境内，总面积１３５８３
万平方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株数最多、分布最集

中、生长纬度最北的苏铁自然保护区，攀枝花苏铁被

誉为“植物活化石”，是“巴蜀三宝”（熊猫、恐龙、苏

铁）之一，为年年开花的苏铁特殊种群，成为专家组踏

访攀枝花最美景点的首站。专家组对苏铁花进行拍

摄，对地理坐标、海拔进行测定，给予苏铁自然保护区

高度评价，对充满传奇色彩的攀枝花苏铁有了全新的

认识。

【慈善募捐】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３日，西区西佛寺举行宗
教慈善捐助活动，西佛寺出资建设单位，寺内僧人、居

士等１００人参加捐助活动。收到捐助款３７１万元，于
当日下午上交市佛教协会。

景区建设

【西佛寺景区建设】　 西佛寺景区由寺院区、林园区、
商业区三部分构成，总规划面积 ４５８７万平方米。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念佛堂、大雄宝殿主体工程开工建
设。年底，寺院区念佛堂建成投入使用，大雄宝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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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体框架施工，观音殿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并完成５
个平台场平工程。林园区植树１２万多株，累计植树
超过３０万株；石漠化改造工程完成绿化约２０万平方
米，累计达到８０万平方米。铺设供水管道１万米，修
建挡墙约１万米。全年完成投资１５亿元，总投资超
过２亿元。

【太阳沐歌乡村酒店举行开工典礼】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
日，太阳沐歌乡村酒店开工典礼在西区格里坪镇庄上

村举行，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熊锦成，太阳沐歌

乡村酒店董事长唐三元出席，设计、施工单位代表，格

里坪镇、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１００余人参

加开工典礼。太阳沐歌乡村酒店占地面积７３３万平
方米，计划总投资２亿元。分二期建设，一期工程建
设３００个床位的高级乡村酒店，二期工程建设别墅休
闲区。通过整合观音岩水电站、金沙水电站形成的水

面、大坝等资源，打造融山水于一体的西区最具特色

的乡村旅游接待综合体。

【景区绿化】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西区在西佛寺景区
开展植树活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导，区

属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格里坪镇、各街道干部职工

１０００余人参加义务植树。当日植树３０００多株，绿化
面积近１万平方米。

建设中的西佛寺景区

（王国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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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旅游】　 ２０１２年春节黄金周，西区接待游客
１０６９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３９％。一日游西区游客占
７５％，市内其他县（区）游客占 １５％，市外游客占
１０％。住宿游客３８６０人次，以成都、重庆及周边地区
游客 为 主。营 业 总 收 入 ６３６５万 元，同 比 增
长２６４％。

【国庆旅游】　 ２０１２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西区接待
游客１１３万人次，同比增长 ２６％。直接经营收入
５６６８万元，同比增长７５８％。单日平均游客接待数、
经营收入同比分别增长１１％、５３８％。主城区旅店入
住率７７１％，星级宾馆入住率９０％。住宿收入５６２５
万元，同比增长１８１％，单日平均增长１４６％。农家乐／
乡村酒店接待１７７万人次，收入１１０４５万元，同比分
别 增 长 ２６％、６１２％，单 日 平 均 分 别 增 长

１１％、４１１％。

【苏铁文化旅游节开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２０１２
中国·攀枝花欢乐阳光节”西区板块活动———“红山

国际”２０１２西区苏铁文化旅游节在西区玉泉广场开
幕，来自社会各界３５００多人参加开幕式。攀枝花“欢
乐阳光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市旅游局局长龙勇，区

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李兴华分别致辞，区委书记赵

中宣布开幕。开幕式上，市作协主席刘成东等１４名
作家现场签名赠书，市书画院副院长梁云彬等１３名
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展示书画，汉白玉碑《玉泉赋》正

式揭幕，１０多户商家参与特色文化大展示。西区文艺
工作者表演舞蹈《敬你一碗青稞酒》《纳西打跳》并演

奏铜管乐等１２个文艺节目。苏铁文化旅游节延续到
２０１３年２月中旬。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红山国际”２０１２西区苏铁文化旅游节在玉泉广场开幕
（刘溢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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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

【三星级饭店通过省级终评】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四
川省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组织星级饭店专家评审组

对金沙来大酒店申报中国三星级饭店进行终评，省

旅游局质量规范处副处长王绍麟任组长，省旅游学

校教导处副主任黎万国、川音爱乐酒店副总经理曹

锦蓉、四川天仁大酒店总经理杨艳为专家评审组成

员。专家组汇总认定，金沙来大酒店服务设施必备

项目得分达标，运营质量总体得分达标，通过三星级

饭店终评。

　　攀枝花市金沙来大酒店三星级评定终评末次会

１０月３１日，四川省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组织星
级饭店专家评审组对攀枝花西城佳园宾馆申报中国

三星级饭店进行终评，省旅游局质量规范处副处长李

艺任组长，国家级星级饭店评审员、四川盛嘉饭店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鲍小伟，省旅游学校教导处副主任

黎万国为专家评审组成员。西城佳园宾馆通过三星

级饭店终评。

【技能培训】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２９日，西区餐饮服务
技能培训在食为天餐饮店举行，该培训由区总工会、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区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

联合举办，辖区各星级宾馆、乡村酒店／农家乐、特色
餐饮店１１０人参培。培训内容包括餐饮服务礼貌礼
仪、餐饮六大技能、宴会服务程序、中餐摆台规范以及

烹饪鉴赏。培训提高了西区餐饮服务技能。

【领导视察】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中共攀枝花市委书
记刘成鸣视察西佛寺景区建设，市委副书记赵辉，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海波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

西区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等区级

领导陪同。刘成鸣指出，石漠化治理是攀枝花生态建

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西佛寺景区试点工程值得推广；

要求市级相关部门和西区区委、区政府支持试点工

程，协调处理遇到的困难，从中探索出石漠化治理有

效方法，为全市石漠化治理工作提供成功经验。

４月２７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如英、张
汝林、张国民、王向阳率市、县（区）人大领导及部分人

大代表视察西佛寺景区建设，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

书记、区长李兴华等领导陪同。视察组充分肯定西佛

寺景区石漠化治理试点工程，认为以“背土上山、掘井

取水、工程治理”方式进行石漠化治理是一件利国利

民的千秋工程。

６月１２日，副市长李章忠调研西区旅游工作，市
级相关部门领导，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

兴华及西区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李章忠调研西佛

寺景区建设、金沙滩国际长江漂流培训基地迎接ＡＡＡ
级景区复核工作和庄上旅游新村建设后，要求西佛寺

景区建设要形成梯步道，根据山体特色进行包装打

造，推进石漠化治理和景区绿化，抓好寺庙前商业街

特色打造；庄上旅游新村建设要依托新村聚居点建

设，产业结合，建成具有特色餐饮、文化的集中居住

区；要抓住金沙水电站、大水井、金沙滩、庄上村四个

点，科学规划，有机结合景点与新村聚居点建设，打造

沿江景观带。

６月２６日上午，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剡率市旅游局局长龙勇等市级部门负责人视察西佛

寺景区建设，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

和区级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张剡对西区加大重点

项目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综合实力给予肯

定，同时要求西区正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多

方争取资金，抓好招商引资，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切实

推进西区经济社会发展。 （徐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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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公路通车总里程１５２千米
（不含企业内部专用公路），其中管理养护里程１３０千
米（县道２条３８千米、乡道６条１２千米、村道１０条８０
千米）。有公交线路５条，社区巴士线路２条，农村客
运线路４条。登记在册运输业户 １２５４户（客运 １
户），运输公司３７家，普通货运车辆１８７２台。运输业
户建档率、合格率１００％。

２０１２年，西区突出道路建设，改善路网结构，加快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金竹路

建设和省道３１０线格福路段改扩建。全年，攀枝花市
西区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区交通运输局”）检查督

促养护单位４０家次，协调处理养护问题１０个。投入
资金８０余万元，更换沟盖板８６０块，修补公路栏杆２２
处，清洗钢波护栏４千米，清洗公路标线６千米，刷标
牌漆８２块，设立标志标牌５７个、广角镜３个，施划标
线６０００余米，制作防护墩２０个、减速路障２２５米，安
装波形护栏６５千米。加强路政、运政管理和海事执
法，先后开展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整治、打击非法违法

道路运输生产经营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事

故、货运源头治超、机动车维修及配件市场整治、治理

超限超载运输等专项整治行动。办理行政许可审批

１８件、行政处罚案件１３７起，处罚未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货物脱落扬撒案件３８起，未发生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案件。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工程建设】　 丽（江）攀（枝花）
高速公路西区段沿金沙江经格里坪镇庄上、经堂、大

水井、新庄４村９社和陶家渡街道建成区，全长１０９４
千米，有庄上金沙江特大桥、大水井金沙江特大桥和

狮子石隧道３个控制性工程和庄上、陶家渡、新庄３个
互通式立交出入口，另有特大桥３座，中桥１座，隧道
３个（不分左右洞）。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下旬开工建设。丽

攀高速公路西区段 Ｃ２～Ｃ７标段合同金额１４０８７７万
元，截至２０１２年底，累计完成投资１３６５３６万元。各标
段进度：Ｃ２标段庄上互通及转山丘大桥等工程基本
竣工；Ｃ３标段庄上金沙江特大桥右幅已贯通，左幅预
计于２０１３年４月中旬贯通；Ｃ４标段陶家渡互通立交
Ａ匝道完成挖方、填方工程，垒砌挡墙等工程预计于
２０１３年６月前完工，其余工程基本竣工；Ｃ５标段沿江
隧道完工，大水井特大桥（二）右幅预计于２０１３年４
月贯通，左幅预计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底贯通；Ｃ６标段新
庄互通立交桥及互通区工程竣工，狮子石隧道工程预

计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前完工；Ｃ７标段新庄隧道全面贯通。

【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　 攀枝花市沿江快速通
道西区段起于境内金沙滩，沿金沙江北岸经宝鼎大

桥、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攀枝花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矸石电厂、清香坪污水处理

厂、原新庄发电厂，终点与省道３１０线金沙大道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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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１６７７千米，投资估算约９２亿元，２００９年１２月
２１日开工建设。截至２０１２年底，累计投入资金１１００
万元，完成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林业、国土等

前期手续办理工作；累计投入资金 ５７００万元，搬迁
Ⅰ、Ⅱ标段企业１０家、居民８６户（村民７１户、市民１５
户）、柴棚３４个、电力线路８档、变压器及变电房２座。
２０１２年底，Ⅰ标段路基基本完工，Ⅱ标段在进行路基、
桥梁施工。

【格福路改造工程搬迁补偿工作全面完成】　 省道
３１０线格（里坪）福（田）路段是攀枝花市连接滇西北
的重要通道，其升级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工建
设。截至２０１２年底，累计投入资金１５００万元，搬迁
企业３家，搬迁补偿城镇居民１３户、村民７３户，搬迁
红线内所有高压线路和低压线路２档。年末，在进行
路基、桥梁施工。

【金竹路建设加快推进】　 金竹路是攀枝花市乡镇联
网道路重要建设项目，起于西区格里坪镇金家村，终

接竹林坡村村道，总里程７６３千米，投资估算１６５０
万元，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开工建设。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完成
路基施工７千米，完成产值９００余万元，正进行路面施
工单位招标。

【依法行政】　 ２０１２年，区交通运输局严格按照法定
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开展行政执法，制作执法文书

１４０份，整治超限运输车辆３５辆，卸载货物８７９０千
克，收取罚没金７１２万元。办理路政许可１１件，收取
费用５６４万元。收取路产赔补偿费２５８２６万元。办
理路政案件５０件。查处非法营运行为３６起、无证经
营１５起、超范围经营 ２起。查处率、结案率均达到
１００％，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正确率达到１００％，未发
生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交通环境治理】　 ２０１２年，区交通运输局加大维修
行业环境“脏、乱、差”整治力度，投入资金７０余万元，
清理维修企业卫生死角７４处，清洗店面卷帘门１０余
户，更换招牌４１块，清运垃圾、废铁堆２６处，清洗墙面
４处。严格治理道路运输脱落扬撒等违规行为，处罚
未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违规案件６３件。

【维修市场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工商、

城管等部门深入开展机动车维修及配件市场治理工

作，同时对全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超过有效期而未

申请更换的三类维修经营业户进行摸底调查。全年

检查业户１９１户，查处经营许可证过期２９户、无证经
营１１户、超范围经营２户、从业人员无资格证３２户。

【“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交通运
输系统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成立“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订实施方案，明确具体工作

步骤。以“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为契机，教育从业人

员自觉守法、合法经营，教育群众自觉抵制乘坐非法

营运车辆和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督促企业自查

自纠，排查治理违法违规行为，消除安全隐患。以客

运市场整治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整治为重点，协同公

安交警加强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查处力度。全年查处

非法营运行为３６起、无证经营 １５起、超范围经营 ２
起，有力打击了道路运输非法违法经营行为。

【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７
月，西区开展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工作。区交通运

输局督促全区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按照《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核查项目及具体内容》进行自

查，根据“四川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道路运

输管理机构核查表”进行严格核查，对制度不全、执行

不力、运输安全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提出整改意见，

作出自查到位、重新自查或责令整改的综合评价结

论。其间，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督查５次，下发整改通
知书２份，检查车辆７５７台次（含路面巡查和企业自
查），查处违章车辆１９台次。

【源头治超】　 ２０１２年７月，区交通运输局结合区政
府办公室印发的《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道路货物运

输源头治超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制定《源头治超巡查

工作制度》，加大货运源头巡查监管力度。制作“格里

坪工业园区货运源头治超装载标准及纪律要求公告”

标识标牌，促进各货运源头单位履行治超义务，确保

源头治超工作有序开展。至１２月底，设置标志标牌５
块，散发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悬挂横幅６条，检查货
运车辆５８０余台次，劝返超限卸货车辆２２台次。

【规范农村客运经营行为】　 ２０１２年，区交通运输局
按照“建、管、养、运”一体化要求，加快农村客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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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政村客运通车率，满足村民出行需求。加强农

村客运车辆管理，严格执行车辆例检制度，保障运输

安全。要求包括牛金达运业公司在内的客运企业建

立健全农村客运车辆管理制度和从业人员考核聘用、

培训学习等制度，规范经营行为。疏堵结合，进一步

抓好 “非转营”工作，有效控制非法营运。全区 １０６
台农村客运车辆全部安装ＧＰＳ监控系统，实现动态监
控、实时监管目标。

（曾铭侯　李　超）

邮　政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邮政局（以下简称“西区邮
政局”）属攀枝花市邮政局二级经营性服务单位，位于

苏铁中路２号原老邮电综合楼后院内，主要从事邮政
普遍服务、邮政金融业务、邮政专营业务和速递类

业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邮政局从业人员５９人，其中正式员
工２９人，劳务人员２６人，代办人员４人，大专以上学
历占９０％。有清香坪攀钢家属区、大水井、动力站、河
门口、格里坪、陶家渡、干巴塘、太平、同德、龙洞１０个
邮政营业及储蓄网点。清香坪邮政所、动力站邮政

所、河门口邮政所３个邮政电子化营业网点合并为一
个大班组（简称“邮政综合班组”），干巴塘邮政所、同

德邮政所为代办邮政业务网点，太平邮政所为城乡手

工网点，龙洞邮政所为农村代办网点。开办邮政储蓄

银行二类网点４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攀枝花市分行
大水井支行、陶家渡支行、格里坪支行、龙洞支行。在

邮政电子化网点服务平台的支撑下，代理业务发展日

新月异，种类齐全，金融业务服务平台能力建设和服

务环境明显增强。

【邮政收入】　 ２０１２年，西区邮政局总收入１５９９４５
万元，比上年增加绝对值１６８１５万元，增幅１１７５％，
完成全年计划任务１７１０万的９３％。其中：邮务类业
务收入完成４９４５５万元，占总收入３０９２％；代理速
递类业务收入完成６０３５万元，占总收入３７７％；代
理金融类业务收入完成 １０３６０４万元，占总收入
６４７７％；其他业务收入完成 ８５万元，占总收入
０５３％。各网点收入：大水井支局３６５１８万元，陶家
渡支局３５４７万元，格里坪邮政所３００７万元，综合班
组３６１８万元，同德邮政所 ０４万元，太平邮政所

２４１万元，龙洞邮政所６７４４万元，干巴塘邮政所０９
万元，区局专项型营销收入４７１５４万元。

【邮政业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邮政局有邮务类、代理速
递类、代理金融类业务三大支柱业务。邮务类业务包

括函件业务、包裹业务、报刊发行业务、集邮业务等代

收代缴业务，年内新开发代理火车票业务，全年销售

火车票８６３９３张。代理金融业务包含代理储蓄、代理
保险及储蓄中间业务，全年完成代理金融类业务５９
亿元。代理速递物流业务包括次晨达业务、国内特快

专递、国内经济快递、国内快递包裹、国内代收货款等

速递服务，全年完成速递类业务２７４３０件。

【网点转型】　 ２０１２年１月，攀枝花市邮政局将西区
邮政局辖区内的大水井支局确定为代理金融业务转

型试点网点，转变邮政代理金融业务现有的经营模

式，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满足客户多样

化需求。从网点硬件设施、外部形象、业务类型、服务

质量、人员配备、网点整体经营能力上，推进大理财、

实现网点自我造血功能、增强网点综合竞争能力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的打造和转变，最终实现收入增长的目

标。并通过网点转型试点，确定邮政代理金融业务的

未来发展走向。

【渠道建设】　 ２０１２年２月，西区邮政局决定将原清
香坪邮政所、动力站邮政所、河门口邮政所３个电子
化营业网点合并为综合营业班组，对３个网点进行集
中管理。并加快营业类网点邮政渠道建设，窗口前

移，建立便民服务站，打造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开发窗

口＋渠道的经营模式，达到增收的目的。截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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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邮政局建立便民服务站３个，选址为人口相对集
中、离邮政营业网点较远的家属区及农村，旨在通过

建立便民服务站，逐步叠加各项邮政业务，更好地为

公众服务，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取款、缴费、采

购农资化肥和生活日用品等。

【劳动竞赛】　 ２０１２年，西区邮政局在服务区范围内
开展“树邮政新风 创优质服务”劳动竞赛，掀起“比、

学、赶、帮、超”的学习热潮，形成练技能、以扎实的劳

动技能为生产服务的良好氛围。选派５名选手参加
全市邮政系统劳动竞赛，全部获奖，其中３人代表攀
枝花市邮政局参加四川省邮政行业生产劳动竞赛大

比武，取得优异成绩。在年度评比中，西区邮政局获

攀枝花市邮政局“‘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先进单位”

称号。

【远程培训学习点建设】　 ２０１２年７月，西区邮政局

大水井营业网点建立远程培训学习点，教室统一配置

电脑、电脑桌椅、投影仪等学习设备，月底投入使用。

远程培训教室能满足２０多名邮政企业员工网络远程
培训，由专人负责远程培训相关工作，提高职工学习

培训效果。

【金融安全教育】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西区邮政局开展邮
政金融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月活动，进一步提高各级金

融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做好风险管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通过组织读书、学习资料、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

在职工中广泛宣传学习金融安全相关知识，强化金融

从业人员的金融安全意识，提高金融从业人员防范风

险能力。组织本系统４０多名金融人员进行代理金融
基础业务知识考试，所有参考人员成绩均在９６分以
上，合格率１００％。

（唐亚君）

通　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西区分公司

【概　况】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西区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是西区最大

的移动通信主导运营商，主要经营移动话音、数据、３Ｇ
业务、３Ｇ智能机、小区宽带及多媒体业务。２０１２年，
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下设集团客户部、市场部、城区

营销部、农村营销部、网络部、综合部６个部门，有员
工７０人，平均年龄２８岁，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数
的９７％。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２年，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努力推
进“全球通”“动感地带”“神州行”三大业务品牌建

设，根据客户不同需求推出“长途风暴”、定向长途、

“合家欢”及上网包月套餐等其他业务。围绕服务区

域市场客户需求，致力于本地化业务的研发与运营，

推出“神州行”本地套餐、“神州行”自选套餐等新资

费产品。全年，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客户保有１０万
余户，运营收入７００多万元。

【客户服务】　 ２０１２年，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以客户
服务为主，引导客户主动使用公司提供的各项业务，

利用集团服务日面对面解答客户疑难问题，收集客户

通信及优化方面需求，提升客户经理知晓率及客户服

务感知。同时，切实开展 ＶＩＰ客户服务工作，为 ＶＩＰ
客户提供担保开机、易登机、手机维修补贴、候诊等专

项优惠服务。全年客户满意率达到９４％以上。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２年，中国移动西区分公司开展“清
盲行动”，投资６０００余万元在城区、工业集中区、偏远
农村新建１５个基站，对清香坪、动力站、陶家渡、格里
坪弱覆盖区域进行基站建设。西区现有在网运行基

站２１５个，全区信号覆盖率９９８２％。中国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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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全面覆盖江北清香坪至格里坪、江南陶家渡等城

市中心区域及格里坪镇所有行政村。为提升移动网

络质量，对基站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完成２０余个站点
的整改。为西区基站配备 ２８台发电机作为后备电
源，确保在电力中断时通信畅通。对西区２０余处传
输光缆隐患进行整改，重要站点实现环路保护。对西

区全网进行优化调整，经过调整，西区移动网络接通

率１００％，掉线率降低至００１％，话音质量和网络用户
感知提升明显。

（吴琼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攀枝花西区分公司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攀
枝花西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西区分公司”）

有员工１８人，平均年龄２８岁，大专以上学历员工达到
９５％。中国联通西区分公司经营中国联通的全业务，
主要包括ＧＳＭ移动业务、ＷＣＤＭＡ业务（手机上网、可
视通话、移动办公等）、宽带业务、固定电话业务、数据

（包括ＩＰ电话）业务、视讯业务及各类增值业务，其
中，以３Ｇ为主的 ＷＣＤＭＡ移动业务是全世界应用最
广泛、网络开发最成熟、使用人群最多的第三代移动

通信技术业务。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２年，中国联通西区分公司业务发
展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用户满意为

服务宗旨，大力推行市公司制定的存话费送手机、“沃

家庭”业务、深度融合业务、“喜事连连”等新业务，３Ｇ
推出ｉｐｈｏｎｅ５、ｉｐｈｏｎｅ４ｓ、诺基亚、三星等千款智能手机，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特别是３Ｇ业务的高速发展、
手机数据业务的广泛应用，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多的实

惠和便捷。

【客户服务】　 ２０１２年，中国联通西区分公司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用服务促发展”目标，实行“首问责任制”

和“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的“三声”服务，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公司新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西区

营业厅较好地开展业务受理、交费、现场营销、手机演

示、免费体验、免费下载等业务，实现关怀客户、以客

户需求为第一服务标准的目标。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２年，中国联通西区分公司响应中
国联通攀枝花分公司提出的“新联通 新网络”号召，

投资新建格里坪、动力站、陶家渡等片区基站３０个，
西区联通Ｇ网城区覆盖率达到１００％，３Ｇ城区交通干
线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固网楼栋进线率达到９６％以上。
至年底，西区 ２Ｇ基站达到 １１０个，３Ｇ基站达到
１２０个。

（赵　萍）

中国电信攀枝花市西区分公司

【概　况】　 中国电信攀枝花市西区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是中国电信攀枝花分公司

隶属单位，位于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３５４号。２０１２
年有员工５２人。下设清香坪分局、河门口分局、农村
支局，以及政企组、综合设备维护组、装移维维护组。

主营与电信光网络相关的移动、话音、数据、图像及多

媒体通信与信息服务，与通信及信息相关的系统集

成、信息咨询、通信设备销售、设计施工、集团公司授

权及国家允许的其他通信业。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

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全体员工秉承“让客户尽情享

受信息新生活”的企业使命，坚定“做世界级的综合信

息服务提供商”的战略目标，追求“全面创新、求真务

实、以人为本、共创价值”的核心价值观，树立“追求企

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共同成长”的全业务经营理念，在

通信市场竞争中实施精确化管理，优化本地资源配

置，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和持续健康发展。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拥有各
类在网用户６８１３４户，实现固定电话、光网宽带、天翼
（Ｃ网）移动业务、３Ｇ无线上网、光纤数据业务有效融
合。全新推出全光网通信解决方案 Ｅ１６９品牌套餐
（一根光纤承载电话、宽带、网络电视，一个套餐解决

全家手机和固话话费、电脑上网费并赠送 ＩＴＶ网络电
视业务），完善商铺、中小企业综合解决方案商务领

航，整合大企业、重要大客户综合 Ｖ网解决方案。天
翼３Ｇ智能终端销售及其品牌应用推广得到快速
发展。

【客户服务】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全体员
工树立“用户至上 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认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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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满意就是我们服务的目的”，努力推进企业改革

和服务提升，坚持履行集团公司、省公司面向社会的９
项服务承诺。增设营业厅自助查询服务系统、自助缴

费系统、四川电信网上营业厅和业务受理系统，增加

光网络有线上网、ＩＴＶ业务和天翼３Ｇ无线上网体验
区。推行党政军客户和重要客户一站式服务体制，为

各类客户提供针对性和个性化全业务服务，着力打造

电信全业务经营服务品牌。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积极投
资区域光网通信建设，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截至年

底，累计建成开通西区境内各级有线交换网点２６个，
具备装机容量２４９９９门。城区完成宽带用户光纤入
户网络改造，光纤入户的技术升级改造极大地满足和

适应了现代通信技术发展和客户通信需求。全年补

点建设天翼３Ｇ移动基站３个，分别为仁和区太平乡
龙潭村、布德镇孟良坪和西区格里坪镇格里坪村。Ｃ
网基站信号覆盖达到９９％以上。

【渠道建设】　 ２０１２年，中国电信西区分公司在服务
区内设置自有全业务经营服务网点１５个。积极推进
服务渠道建设工作，着力开展工作人员培训，增设营

销服务人员，完善营业厅店硬件设施，广泛引进社会

终端销售和全业务代理商。本着合作共赢原则，共同

提高中国电信全业务经营服务工作，在业务发展和客

户服务工作方面取得较大进步，赢得良好社会经济

效益。

（唐　莉）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Ｃ６标段新庄互通立交桥
（王国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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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大水井街支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
清香坪分理处升格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

分行大水井街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大水井街支

行”）。２０１２年，中国银行大水井街支行有员工９人，
有公司账户５３户，新增人民币储蓄存款１４４３０５万
元，新增对公存款１７０２６万元。

２０１２年，中国银行大水井街支行充分利用分行各
种政策继续强化贷款结构调整，加大对西区重点煤炭

产业及各种物流贸易相关的中小企业的投入，实现信

贷资源优化配置。积极同各大金融机构的全面合作，

通过互荐客户、资源共享、共同开发新产品等方式，为

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开发出“汇集通”等系列新

产品。积极开发客户资源，大力发展人民币公司存款

业务与个人综合理财业务。中国银行大水井街支行

针对公司客户的需求，向西区中小企业提供支付结算

业务，主要包括公司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票据托收、

贴现、银行汇票、汇兑、银行承兑汇票、大票换小票、集

中支付等，工商Ｅ线通、税库银、汇集通均为继中国银
行ＩＴ蓝图之后新开发出来的便利快捷业务。个人金
融业务同样占有很重的比例，中国银行大水井街支行

努力开发优良服务项目，包括个人中间业务（人民币

汇款、人民币系统外大小额汇划、个人结售汇、外币网

上汇划、代收付业务、代理保险、基金业务）、人民币结

构性理财产品，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杨茗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清香坪东街支

行】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
分行西区分理处升格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

花分行清香坪东街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清香坪

东街支行”）。全年各项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年未各

项存款增加４６５０万元，新增对公存款１０００万余元，
中间业务增加２８万元，基金销售２８０万元，保险销售
２００万元，代理发行国债２８０万元。

中国银行清香坪东街支行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

针对公司客户的需求提供支付结算业务，主要包括银

行转账支票、银行现金支票、银行汇票、汇兑、银行承

兑汇票、委托收款、集中支付等，工商 Ｅ线通、税库银、
汇集通均为继中国银行 ＩＴ蓝图之后新开发出来的便
利快捷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同样占有很重的比例，中

国银行清香坪东街支行努力创新出好的服务项目，包

括个人中间业务（人民币境内外汇款、人民币系统外

大小额汇划、个人结汇、外币兑换、代收付业务、代理

保险和基金业务）、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电话网上

银行，银行卡业务（包括中国借记卡和中银贷记

卡）等。

（龚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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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攀枝花分行河门口支行】　 ２０１２年，
中国建设银行攀枝花分行河门口支行（以下简称“建

行河门口支行”）全年各项存款新增６０００万元，中间
业务收入９０万元，为客户提供各类金融产品４０００万
元。无不良贷款。

２０１２年，建行河门口支行在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
度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内部管理，提

高员工执行力。不断强化员工营销意识，积极拓展存

款、贷款、信用卡、代发代扣等业务，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每位员工严格执行上级行的有关规章制度。全

年未发生重大差错和安全责任事故。

（吴　瑜）

【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清香坪支行】　 ２０１２年，交通
银行攀枝花分行清香坪支行（以下简称“交行清香坪

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４１亿元，其中对公存款１８２５２
万元，对私存款２２７９３万元。各项贷款余额４７２５万
元，销售各类理财产品１６３１３万元，实现中间业务收
入６０８万元。客户较年初增加 １５２户，完成计划的
１２６％；手机银行较年初增加 ６３３户，完成计划的
１４４％；新增有效借记卡３７８张。

同年，交行清香坪支行被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授

予“先进集体”“内控先进集体”称号。

（刘雪琴）

【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陶家渡支行】　 ２０１２年，交通
银行攀枝花分行陶家渡支行（以下简称“交行陶家渡

支行”）落实攀枝花分行各项规章制度，对外加强宣传

营销，对内加强会计内控，狠抓服务质量，各项工作顺

利开展。

至年底，交行陶家渡支行各项存款余额４０１９４万
元，其中对公存款２８６４９万元，对私存款１１５４５万元。
各项贷款余额 ４６亿元，销售各类保险及理财产品
６９５９万元。手机银行开户比年初增加５９８户，新增加
沃德客户３８户。

（董玉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行陶家渡支

行】　 ２０１２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分

行陶家渡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陶家渡支行”）下辖河

门口、巴关河、大水井、清香坪４个二级支行，有员工
５３人。

２０１２年，工行陶家渡支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按照“打好基础、强势起步、快速发展”的总体部

署，全体员工扎实工作，拼搏奋进，勤奋履职。截至年

底，各项存款余额 １４５亿元，其中储蓄存款余额
１１３８亿元，公营存款余额３１２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１５２亿元，资产运营良好，不良贷款率为零。实现中
间业务收入 １２９７万元。电子银行业务得到快速发
展，现金管理账户、蜀通卡、逸贷卡、商友卡、代发工

资、个人理财产品销售、企业证书客户、个人手机银

行，个人账户信使、财智账户卡、法人理财产品销售额

和日均余额均完成市分行下达任务。

（李立军）

【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　２０１２
年，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区支行（以

下简称“农商银行西区支行”）继续坚持“根在三农”

“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

服务”的服务宗旨，深入推进“惠农兴村”“扶微助小”

两大工程，努力把农商银行西区支行打造成为“服务

三农的忠实银行”“中小企业的伙伴银行”“城乡居民

的贴心银行”“区域领先的精品银行”。

截至年底，农商银行西区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１６５４１０万元，较年初净增４４６６８万元。各项贷款余额
７５３２８万元，较年初净增４４３５４万元，其中涉农贷款
余额２６９９４万元，城镇居民贷款余额５５０７万元，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 ２７０５２万元，大中型企业贷款余额
１５７７５万元。全年累计办理贴现１０３２７万元，签发银
行承兑汇票３８９９０万元。

农商银行西区支行心系民生工程，扎实做好生源

地助学贷款工作，年底助学贷款余额达到 ４８万元。
积极办理妇女贴息贷款，全年办理妇女贴息贷款７４２
笔，累计放贷４４９８万元，年末余额４４６６万元，有效缓
解了妇女创业的经济压力。继续承担财政补贴资金

的代理发放工作，全年及时足额发放财政惠农补贴资

金１２亿元。
（倪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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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攀枝花农商银行开业周年庆暨公众教育服务月活动
（农商银行西区支行供稿）

保　险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河门口支公司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攀枝花市河门口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河门

口支公司”）有合同制员工１７人，保险营销及代理人
员３０余人。固定资产原值８５万元，净值３９万元。主
要经营机动车辆保险、企事业财产险、工程保险、家

庭财产险、各类责任险，以及政策性农业、林业保险等

保险及相关业务。１月，原河门口支公司与陶家渡支
公司合并为河门口支公司统一经营，成为攀枝花市西

区最大一家财产险保险公司。

【业务发展】　 ２０１２年，人保财险河门口支公司实现
全险种保费收入 ４６６０万元。车险赔款已支付
１３５５９８万元，暂未支付３３８２８万元；非车险赔款已
支付１１３４３万元，暂未支付３４６２万元。全年实现利
润２８０万元，上缴税金７２１６万元，上缴代扣代缴车船
使用税３９２８万元。

【重大理赔】　 ２０１２年１月，一辆大型货车停在路边
修理，断气刹松后滑进路边水沟，造成１人死亡、２人
受伤。经交警认定，该车对事故负全责，财险河门口

支公司支付赔款４０９２万元。１２月，一辆大型货车因
制动失灵翻到山下，造成该车及车上人员受伤。接到

报案后，财险河门口支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

行事故处理。此次事故由该车负全责，财险河门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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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支付赔款５８９万元。 （曾　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西区支公司

【概　况】　 ２０１２年，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攀
枝花市西区支公司（以下简称“寿险西区支公司”）有

长期合同制员工１３人，个人寿险代理人６０余人。开
办各种险种７０余个，管理有效险种６８个，代理中国人
寿集团公司管理有效险种６０个。

寿险西区支公司按照市分公司确立的各项经营

指标和工作任务，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重点突破、

统筹兼顾”的发展思路和“稳中求进、转型增效、优化

结构、提升效益、防范风险”的经营方针，坚持业务发

展为第一要务不动摇，在确保业务稳步增长的基础

上，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大力发展１０年期及以上保障
类期交业务，不断提升支公司个险业务可持续发展能

力。全年实现保费５３６１万元，其中个险渠道新单保
费收入２６８万余元，银保渠道与各家银行联姻新单保
费收入 ２１５５万元。赔付各类赔款 ５１６件 ３１２万
余元。

【销售拓展】　 ２０１２年，寿险西区支公司严格遵循市
场经济运行规律，根据西区经济发展水平，充分挖掘

市场潜力及产品销售群体，加大中高端客户培育力

度，通过举办多场“感恩客户答谢会”“个人推介会”

“客户回馈小型酒会”等方式，充分挖掘客户资源，针

对中高端客户作好理财规划，投保寿险公司的分红产

品，做大期交规模。与各家银行和邮政储蓄合作，大

力推介理财产品，扩大保费规模，提高市场份额。大

力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加强对农村销售人员专业知

识、销售技能技巧等专业培训，通过送保险下乡、进社

区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保险带来的实惠与

好处，把保险向农村市场全面铺开，让农民有保险

保障。

【风险建设】　 ２０１２年，寿险西区支公司深入开展“反
腐倡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干部员工和广大销售人

员认真学习制度汇编、金融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规

章制度，加大风险预警系统建设力度，实行新单１００％
回访制度，严控风险入口关。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使

销售督察工作前移，并介入销售流程的各个环节，实

行离开公司人员每单必回访制度，确保事后不留风险

隐患。

【典型赔案】　２００９年１月，被保险人陶某投保寿险西
区支公司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年交保费７５０元，
保险金额６０万元。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被保险人陶某
在经过攀枝花皓翔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围墙边时围墙

倒塌，将其砸伤造成创伤失血性休克，经市二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寿险西区支公司调查人员到市二医院

了解情况，证实被保险人陶某因围墙倒塌被砸伤，导

致创伤失血性休克、胸腹部损失、肝脏破裂，经抢救无

效死亡情况属实。根据国寿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规定，此案属于保险责任，寿险西区支公司给付被保

险人陶某身故保险金６０万元，保险合同终止。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被保险人高某投保寿险西区支公

司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２份，趸交保费２０万
元，保险金额２１４８万元。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７日，寿险西
区支公司业务人员接到报案称，被保险人高某于３月
２６日在家中吃药不慎被呛身亡。经到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法医处了解，被保险人高某因自行喝板蓝根冲

剂，不慎呛入肺部导致窒息死亡，属意外身亡。根据

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条款规定，被保险人因意

外伤害身故，寿险西区支公司按照保险金额的２倍给
付身故保险金。此案属于保险责任，寿险西区支公司

给付被保险人高某身故保险金４２９６万元，保险合同
终止。

（袁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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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地方财政收入完成２８８３０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１０１％，同比增长２８％。其中：
一般预算收入 ２１１３７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１００９５％，同比下降０５％；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９３
万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１０１１４％，同比增长 １３１％。
地方财政支出８１８７２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２％。其中：
一般预算支出６６８４８万元，同比增长８８％；基金支出
１５０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５５８％。

【争取上级资金补助】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财政
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及时准确了解和掌握上级

各项政策性资金的规模和扶持导向，会同区级有关部

门共同筹划、加强衔接，加大资金争取力度，重点在财

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争取上下功夫。全年争取到

位上级补助资金５８９２６万元，同比增加１８６０８万元，
增长４６１５％。其中，新增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４８３１万元，环境综合治理资金３８５０万元，生态区功
能建设资金 ２９３３万元，保障性建设住房补助资金
１２３０万元，其他专项资金４６０８２万元。

【融　资】　 ２０１２年，西区政府搭建新的融资平台，注
册成立攀枝花市西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区总工

会为融资主体，按委托融资方式筹集资金２亿元；加
强和市农业发展银行沟通，全年到位贷款资金１２亿

元；多方筹资３０００万元。

【资金投入】　 ２０１２年，区财政局统筹兼顾、综合平
衡，优先保障法定支出，全面落实各项民生政策，注重

社会事业发展投入。全年拨付民生工程及重点工程

资金８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５３６％。其中，公共财政预
算保运转支出２５亿元，保民生支出２３４亿元，促发
展支出３３５亿元。

投入“三农”资金５９８１万元，着力支持水利、高标
准农田、农村道路、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现代农业发展和庄上村新村建

设，全力支持抗灾救灾，深入推进“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工作，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基础设施

和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改善。

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６８０２万元，逐步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投入资金５９０４万元支持保障性住房
建设，落实廉租住房补贴政策，逐步实现“住有所居”

目标。投入资金１１９６２万元加快城市建设，主要用于
“文化岛”项目建设、道路建设改造，绿化、美化、亮化

工程，以及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二期扩建等工程。

投入资金８８０２万元支持节能减排，强力推进淘汰落
后产能，深入实施堆场治理、植被恢复、扬尘治理，支

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大力推进环保“三年攻坚”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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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资金２７８万元支持科技事业，主要用于工业
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加强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提高企业产品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投入资金

１７７９４万元支持教育发展，主要用于校安工程建设、
市三十六中小学前期建设、教学设施设备采购及贫困

寄宿生生活补助等。投入资金５１６万元支持文体事
业发展，积极推进乡镇文体中心建设，基层文化体育

设施进一步完善，保障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文化成

果，支持举办阳光文化节，进一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投入资金２４１９万元支持卫生事业，用于格里坪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以及基本药物和公共

卫生补助。

【部门预算改革】　 ２０１２年，西区建立预算动态监控
机制和动态监控系统预警规则，启用预算执行动态监

控系统。加强对部门人员、资产等基础数据的管理，

建立预算管理与人事管理、资产管理相结合的约束机

制和审核机制。８月，向省财政厅信息中心申请预算
指标下达流程变更和年初正式指标预算导入流程变

更，进一步加强对各单位资金项目、用途、科目及金额

的审核，加强年初预算约束力，强化预算执行力，不断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２０１２年，西区从采购项目申
请到采购资金结算支付均建立比较完善的操作规程，

设立政府采购专号，建立以财政部门为主，纪检监察、

审计等部门共同配合的监督机制。４月 ２８日，制发
《攀枝花市西区协议供货暂行管理办法》，并采用市级

协议供货库。通过试行协议供货，方便采购人，提高

采购效益。全年，政府采购总额２０２６万元，节约资金
２９８万元。

【国库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　 ２０１２年，西
区全面完成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工作，

将全区８８家预算单位的所有财政资金全部纳入集中
支付改革范围，开设单位基本存款账户８８个，真正实
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目标，增强财政资

金的调控能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全面推行公务卡改革】　 ２０１２年，西区将全区所有
预算单位纳入公务卡改革范围，办理公务卡５３９张。
１０月１７日，举办公务卡还款流程培训，辖区９０个行

政事业单位参训，参培人员均掌握了公务卡的使用方

法和还款流程。１２月，区财政局出台“西区公务卡强
制结算目录”。全年持卡消费２２万元。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西区行政事业单位公务卡
还款流程培训在天下购物公共会议室举行

（区财政局供稿）

【财政专户清理】　 ２０１２年，区财政局对财政专户进
行撤并，保留财政专户１４个，撤并压缩财政专户８个。
从１０月起，财政专户收归国库统一管理后，明确国库
科和各业务科室职责，各业务科室指导国库科开展专

户核算业务，对专户资金保留监管权和分配权，专户

资金使用时需登记备查账并负责专户的检查、报表等

工作；国库科负责资金审核、支付及账务核算工作，配

合各业务科室的检查工作，每月与业务科室进行核

对。在资金使用上，由国库科确认财政专户使用额

度，对应业务科室录入拨款计划，国库科审核无误后

进入支付程序。

【财政投资评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攀枝花市西
区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的补充

通知》下发，对评审资料和预留评审时间提出明确的

规范要求。加强财政投资评审活动管理，规范评审中

介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全年，区财政投资评审

中心送审项目６８个，评审总额原报值３９２４９万元，审
定值 ３６６１４万元，审减率 ６７１％，节约资金 ２６３５
万元。

【微小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执行情况检查】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西区财政局对辖区３８家微小企业会计制度、会
计准则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目的、内容、重点

等事宜在西区党政网、西区政府信息宣传栏进行公

告。其后，检查小组对被检查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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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簿、财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的正确性、真实性、完

整性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个别单位会计科目和核

算方法存在疏漏问题，检查小组及时给予指导，并要

求进行整改。

【电子政务信息公开】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被列为全
国依托电子政务公开的试点区，区财政局高度重视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信息公开，明确由局办公

室牵头，各业务科室配合，补充完善电子政务公开信

息４４项。全年，上传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信息２１３条。

【课题研讨】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下午，区财政局在
青瓦台大院会议室召开财政科研课题汇报交流会，市

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玖斌出席会议，市财政局

科研小组成员、各处（室）负责人及区财政局相关人员

约４０人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对西区财政局科
研课题“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转轨时期如何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度建设”提出前瞻性、针

对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建议。会后，区财政局根据

建议对课题进行提炼加工，并上报市财政局。

【“八条禁令”出台】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区财政局
制发“八条禁令”（严禁上班期间迟到、早退、脱岗、串

岗；严禁上班时间玩游戏、聊天、炒股、网上购物或进

行其他娱乐活动；严禁接打电话或为服务对象办事过

程中言行举止不文明，态度生、冷、硬、差；严禁办文办

事超过时限或推诿、扯皮；严禁开会学习无故缺会或

迟到、早退；严禁在执行公务中吃、拿、卡、要；严禁搬

弄是非，影响单位团结；严禁参加各种形式的迷信活

动），促进“三大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和作风大转变。

将该禁令制成卡片发放到人，并利用集中学习日认真

组织学习。局机关“三大主题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对

二级单位和各科室工作开展情况、作风转变进行明察

暗访，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０—１２日，
区财政局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分别对行政事业单位和

企业在岗会计９００人进行会计专业知识继续教育培
训。局培训人员讲解新企业法律法规等内容后，组织

学员展开讨论。全年，组织培训《新企业会计准则》

《金融会计制度》《新企内部控制规范及相关制度应用

指南》《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

管理规定》，参培３２８６人次。

【“８·２９”事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
日，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

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全区年产６万吨以下煤矿停
产整顿，涉及原煤开采、洗选、炼焦、火电、商贸、运输

等产业，产能下降，成本上升，影响税收。全区地方财

政收入减收３１８７万元，占年初预算收入的９８％，其
中一般预算收入减收１５０２万元，基金预算收入减收
１９０８万元。

（龙小利）

税　务

国家税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纳税人发展到３３５０户，比
２０１１年增加 ４６５户。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３５６
户，小规模纳税人１２３９户，个体工商业户１７５５户；有
年纳税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的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

化工有限公司、攀枝花瑞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攀枝

花钢城集团瑞钢工业有限公司等重点税源企业

５３户。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国家税务局（以下

简称“区国税局”）围绕组织收入中心工作，大力强化

征管基础和优化纳税服务，全面完成各项税收工作目

标，为区域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继续保持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建成省级最佳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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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厅、省级青年文明号、省局级文明单位各１个，市
级青年文明号、市局级文明单位各１个。

【国税收入】　 ２０１２年，受宏观经济下行、煤炭下游产
业需求疲软、“８·２９”事故等因素的影响，西区收入
工作形势严峻。区国税局从强化重点企业或典型行

业税源监管入手，开展经济分析预测，有效掌控全年

税源总量及收入工作态势，强化措施，破解难题，科学

制订收入预案，抓好责任分解、落实和考核。以格里

坪工业园区经济持续发展为契机，紧扣区域税源结构

和特点深挖增收潜力，大力推行税源分类管理办法，

强化重点税源监控管理和零散税源截流堵漏，确保

“应收尽收”。全年完成税收收入４０５７７万元。其中：
市级收入２６６０万元，为市国税局最终确定年度收入
任务２６００万元的１０２３１％；区本级收入４３０２万元，
为区政府最终确定年度收入任务 ４３００万元的
１０００５％。主要税种完成情况：增值税完成３７４１９万
元，同比下降 ７７２％，减收 ３１３１万元；消费税完成
８４７万元，同比下降２３９％，减收２６６万元；企业所得
税完成２２０４万元，同比下降７９４％，减收１９０万元。

【建立涉税信息交换机制】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加强
街道、镇所属企业涉税信息监控管理，开展涉税信息

交换机制建立工作。由分管领导率基层机关税源专

业化管理团队深入各街道，详细了解街道办事处（简

称“街办”）针对所属企业制定的行政及经济管理措

施，特别了解摩梭河街道所属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锦联工贸有限公司等８户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近２
年的生产经营状况、设计年产量、实际产量，以及是否

存在少报产量等一系列涉税问题，并与相关街道办事

处交换意见。会同各街办与格里坪镇政府召开协税

护税工作会议，进一步深化镇、街道所属企业主管部

门协税护税长效机制建设。成立由区国税局、格里坪

镇和各街道相关领导为成员的协税护税工作领导小

组，制订《西区多部门协税护税工作方案》，指定相关

税收业务部门及人员采取“一对一”的对接模式，与格

里坪镇政府和各街办定期交换涉税信息，做好数据或

资料分析比对工作，实现对各所属辖区税源动态实时

跟踪和有效监控。

【重点税源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以重点税源监
控系统为依托，结合区域税源结构及特点，制定落实

重点税源监控管理新举措。抓好重点税源实时监控。

以税源监控软件系统上线为契机，积极推进信息管税

和信息控税，组建专业化税源管理团队比对分析系统

实时生成的监控报告和海量数据信息，从中筛选和抽

取异常数据指标及动态信息，采取实地约谈方式与相

关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查实和纠正存在的问题。抓好

内外培训工作。制订包括重点税源企业财会人员在

内的２０１２年度业务培训工作计划，按照省国税局《重
点税源监控管理办法》及监控软件学习培训工作要

求，对纳入重点税源监控的企业开展“一对一”“手把

手”式操作辅导，使每一位税收管理员和企业财会人

员在较短时间内熟练处理和精确操作监控系统并及

时上报数据。规范重点税源日常管理。税源管理部

门每月出具重点税源情况跟踪分析报告及预测报告，

并由业务分管领导牵头召开税源专题分析工作会议，

对同期数据、同比数据起伏明显的企业进行深入剖

析，在明晰原因的基础上分析预测重点税源税收动

态，以提高收入工作的前瞻性。

【小微企业发展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针对全区
纳税人近９０％为小微企业的实际，以国家扶持小微企
业发展相关政策为导向，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降

低税收风险作为优化征管服务的重点，定措施抓落

实，助推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多平台、多渠道与纳税

人“零接触”。根据小微企业涉及行业、涉及税收政策

法规类别、涉税事项问题“三多”特点，利用绿色通道

“８９６４２７７”ＱＱ群、“税之缘”博客两大税企互动平台，
将国家相关税收征管政策告知纳税人，并通过手机

短信、“一对一”培训、个性化辅导等方式解读政策

条款、解答政策疑问、提示涉税风险。清流程、优服

务让纳税人得到实惠。梳理论证各类业务操作规程

存在的问题，简化办税程序，简并办税资料，特别明

确小微企业认定、所得税税率优惠、免收发票工本费

等涉税事项，压缩行政审批时限 ３０％以上，并将增
值税即征即退业务由“先评估后退税”改为“先退税

后评估”，使小微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有效提高。

解难题、办实事为纳税人融资服务。加强与区政府

小微企业融资管理部门及金融机构的联系，抽调区

国税局主办部门人员熟悉掌握小微企业办理金融贷

款程序和所需报批资料，开启“绿色通道”限时审核

审批和提供相关涉税资料及证明材料，协助小微企

业融资近９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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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企业纳税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采取切实
有效的征管服务措施，积极为７家以招商引资方式进
驻西区的大中型在建企业筹建管理工作提供纳税服

务。与财政、商务、工商、街办等部门建立横向联系制

度，获取在建企业源头信息，督促在建企业及时办理

税务登记和有关税收事项，同步建立在建企业管理台

账，指定基层主管税务机关并指派税收管理员为在建

企业做好涉税服务工作。根据在建企业所处行业、经

营规模及特点，梳理相关行业税收政策、征管事项要

求及符合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指派业务骨干上

门进行政策咨询辅导，同时利用 ＱＱ群平台和“税之
缘”博客开展在线交流，解答疑难问题。定期进行实

地核查，了解在建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工程进度、建设

投入、主要设备安装、正式投产日期等情况，分析掌控

投产后产品销售及主要材料供应渠道，汇集并运用基

础信息进行专题研究，帮助在建企业分析预测经营风

险、税收风险和制定规避措施。开展在建企业季度涉

税资料审核和征管系统信息比对工作，监控异常数据

信息，做好投资进度、固定资产采购投入、在建费用流

向等动态情况的跟踪分析，提出规范财务管理和正确

处理会计业务的整改意见。

【增值税低税负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大力强化
区域增值税低税负企业监管，确保全年重点征管数据

质量。根据上级税务机关发布的各月征管数据分析

报告和不同行业平均税负指标差异，将该期税负指标

与上月或上年同期指标进行对比，提取异常波动的纳

税申报指标分析论证企业实际税负的合理性，并按规

定程序及时发布低税负企业名单。及时向低税负企

业下达《税务事项通知书》，随即约谈企业法人代表和

财会人员，就进项税额的取得、销售收入的实现、附加

产品的去向、会计处理准确性等关键环节分析影响税

负指标原因，督促企业自查自纠。针对多家税负明显

偏低且无充分理由的低税负企业，组织专业化评估队

伍进入其生产或经营场地，就原主材料、半成品、产成

品及附加产品的库存静态数据进行实地取证，运用

“账账”“账证”“账实”逻辑关系进行比对监测，核查

开票取票不实、少计或不计收入、虚列成本费用等涉

税违法行为。责令存在问题且被查实的低税负企业

在规定期限内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及时整改违法违规

涉税事项；对照企业生产、营销、财务管理和纳税申报

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及具体问题开展政策咨询及

业务指导，帮助企业完善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年末

综合征管数据显示，区国税局工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与商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征管质量指标分别

高于全市相同平均指标值０２６和１３１个百分点。

【欠税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以“强化旧欠监管、
力保新欠不欠”为目标，着力推进欠税规范化、精细化

管理。以欠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报告表、欠税台账、

欠税清缴能力评估分析报告、制定欠税追缴措施为主

要内容，建立完善分户式欠税管理档案，收集并录入

欠税企业生产经营、欠税金额、资金变动、资产处置、

投资、债权债务、欠税清缴等基本情况。采取以票控

税、停止办理外管证明、留抵抵欠、责令制订欠税清缴

计划等方式，保持欠税清理工作常态化，同时采取下

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和查询开户银行账户的方

式，进一步掌控其资金动态，并对具备欠税缴纳条件

的企业，一律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缴税款。区国

税局领导班子成员多次深入各自联系的欠税企业，与

企业领导、财务负责人共同分析市场形势、资金运作

上存在的问题，使企业合理使用有限的资金；帮助相

关企业用好、用活、用足国家扩大内需结构性减税扶

持优惠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稳步发展。及时

向地方党政领导汇报欠税对收入的负面影响，加强与

煤管、公安、安监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定期交换欠税企

业产销及资金方面的数据信息，并着手与区公安分局

建立衔接机制，拟对重点欠税企业采取限制企业法人

出境的强制措施。

【通用定额有奖发票启用】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把通
用定额有奖发票启用作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从源头

上防范和遏制发票违章行为、强化个体税收征管的一

项重大工作抓紧抓好。面向个体纳税人和社会公众

提前开展通用定额有奖发票启用宣传服务统筹工作，

引导个体纳税人正确认识其重要意义。组织税收管

理员全面核查增值税不达起征点的个体户使用发票

情况，尤其对临界点附近开具发票的个体业户按２０％
以上比例进行典型调查。通过办税服务厅公示栏、纳

税人ＱＱ群、专题博客、手机短信等载体，以及在繁华
地段悬挂的宣传横幅与个体纳税人及社会公众保持

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切实提高个体经营者依法提供

发票与消费者依法索取发票的意识，有效发挥以票控

税作用。组织业务岗位人员学习定额有奖发票面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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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防伪标识、用票范围等相关规定，明确相关部门

和岗位人员在发票保管、发售、验旧、缴销、兑奖、征

税、审批、检查等环节的职责和操作流程。利用办税

服务厅咨询台、“一窗通办”窗口、公告栏、电子显示屏

等载体，向纳税人告知有奖发票启用时间、适用范围、

发票版面、发票配售、发票兑奖等信息。在４月１日举
行的全国第二十一个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完

成通用定额有奖发票首次发售工作，当天为１５户个
体纳税人办理通用定额有奖发票领购事宜，配售发票

票面金额１１５万元。

【完成“全市通办”推行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国税局切
实抓好与“全市通办”推行工作相关的防伪税控系统

ＩＣ卡通用读写器、专用扫描仪等新设备的安装测试和
其他设备的维护、参数设置、权限维护等基础工作，确

保“全市通办”业务真正成为多元化、便捷式办税通

道，组织会统、票证、申报、审核、审批５个业务类别的
８个业务岗位人员对照权限及流程开展实战性模拟演
练。在办税服务厅设立涉税业务“全市通办”推行宣

传咨询窗口，印制 ２００余份专题宣传资料发给纳税
人，利用ＱＱ群及“税之缘”博客两大平台开展８小时
“在线答疑”活动，即时解答纳税人所关注事项及疑点

问题，收集反馈纳税人重点关注的业务流程简化、涉

税资料精简等意见建议，使“管理分区域、服务不分

区”的服务新模式更优化。１１月１日，区国税局开通
“全市通办”车辆购置税申报征收业务。１２月１日，全
面开通申报征收、报税认证、税务登记、发票领购、税

务咨询等５大类１８项常见涉税业务，全市纳税人办理
有关涉税事项不再受经营地点和所属主管国税机关

办税场所的限制，在全市范围内可就近选择任意一处

国税办税服务厅办理。

【推行国税地税联合办证机制】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
区国税局、区地税局联合办证工作正式启动，以彻底

解决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证“两窗口、两头跑、办两

证”的问题并实现税务登记信息共享。税务机关采取

手机短信、“西区国税绿色通道”ＱＱ群及“税之缘”博
客等方式，将办证需报送的资料、相关办理程序、联合

办证重大意义及时告知纳税人。理顺联合办证业务

流程，预测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订应对

方案，进一步明确职责范围、违章处理意见、信息资料

共享及交换等事项，分别抽调熟悉办证业务的工作人

员进驻区政务中心，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快捷、优质、高

效的服务。至１２月３１日，区政务中心税务服务窗口
累计办理加盖有“攀枝花市西区国家税务局”与“攀枝

花市西区地方税务局”印章的税务登记证９０３份。

【完成“清流程、减资料”工作】　 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区
国税局“清流程、减资料”工作启动。以省国税局征管

流程为蓝本，认真梳理各大类别所列涉税业务流程、

纳税人报送资料类型及方式，结合税收征管存在的问

题开展集中讨论，形成初步意见，通过区国税局行业

网和ＱＱ群广泛征求基层一线人员和纳税人的意见。
在明确清理工作要求的基础上，将各项涉税业务流程

清理事项分解到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报请完成的清理

事项即时组织论证验收。分管领导与１０名业务骨干
统一进驻指定工作地点，采用封闭运作方式，用３个
工作日对初步意见进行逐项讨论并修改定稿。历时

１５个工作日于２４日完成“清流程、减资料”工作，清理
税收征管类６大项５５项涉税业务流程，增删１００００
字以上。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区国税
局召开动员大会，统筹安排２０１１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工作，要求参加汇算清缴人员切实落实工作措

施，保证汇算质量，并借助ＱＱ群等纳税服务平台加大
宣传力度，提醒纳税人即时接收或查阅涉及本企业的

有关税收政策，及时传报相关报表资料。开展汇算清

缴工作专题讨论，细化工作方案，要求汇算业务部门

认真研读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在深入研究反馈意见

的基础上，由牵头部门完善工作方案。总结并运用

２０１０年度汇算清缴工作经验和方法，将沉淀问题及薄
弱环节作为２０１１年汇算清缴工作需要解决的重点，
使方案更具针对性。抽调６名业务骨干组建汇算工
作专项审核组，根据企业３年生产经营指标精心筛选
出９３户汇算清缴重点企业，并根据３年微利微亏等情
况将其分为３大重点核查类别，核查责任分别落实到
税源管理、纳税评估、专项审核组，确保汇算清缴工作

质量。对纳入２０１１年度汇算清缴的３０６户企业，按月
分类编报重点核查企业、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

一般税源企业、重点税源企业汇算清缴工作计划；由

牵头部门对工作进度、汇算质量等情况进行监督考

核，并写出每周的汇算清缴工作执行情况专题报告。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达到３１６户，汇算清缴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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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９９６７％。其中：实行查账征收企业１８５户，占企业
所得税应申报户数的５８５４％；实行核定征收企业１３１
户，占企业所得税应申报户数的４１４５％。

【税收调查】　 ２０１２年５月，区国税局落实省、市国税
局税收调查工作部署，精心安排２０１２年税收调查工
作。按照重点调查企业、抽样调查企业、国家税务总

局大企业司提供的成员单位名单，将全区５９户企业
纳入税收调查范围，包括省国税局确定的２２户抽样
调查企业、５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企业、２户外商投资
企业。被调查企业２０１１年增值税占全年增值税税款
总额的７０％以上，消费税达到全年税款的１００％，对进
一步摸清区域税源结构、不断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

置、确保实现全年收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利用 ＱＱ
群平台发布税收调查企业名单、调查软件、填报要求

等要件，接受纳税人在线咨询；设立税收调查服务热

线电话和服务窗口，开展答疑辅导服务。运用税收调

查软件的逻辑审核功能，对企业基本信息、生产经营、

财务管理等数据指标进行校验；即时通知企业对提示

的疑点数据进行核实修改，保证源头数据质量，促进

整体税收调查工作取得实效。

【打击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
６月上旬，区国税局开展为期４个月的打击增值税专
用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采取进企业了解情况、约

谈、召开恳谈会等形式进行税企沟通，宣传专项行动

政策，帮助纳税人尤其是补缴税款的纳税人分析问题

原因，寻找解决途径，全面防范取票风险，争取他们的

理解、支持与配合。定期召开专用发票检查专题分析

会议，切实掌握整体工作进展情况，客观分析面临的

困难和存在的问题，提高下一个工作环节的预见性和

针对性，尽最大可能预防和处置突发性问题。采取责

任包干的方式，将检查任务逐户落实到人头，实行“一

户一报”方法，要求检查人员详细描述工作执行过程、

发现的问题及处置方式。核查开具或取得发票企业

１５３户，认定涉嫌“克隆票”疑点问题企业８户，涉嫌税
款３３５１２万元；认定涉及品名异常发票企业４３户，涉
及税额１７３６５５万元。

【经济税源调查走访活动】　 ２０１２年９月初，区国税
局开展为期１个月的经济税源走访调查活动，摸清区
域税源结构及特点，收集制约西区实体经济发展的难

题和需要着力解决的政风行风问题。局领导班子成

员带领 ９个专业化税源管理团队，调查走访重点企
业、典型行业企业及新办筹建企业１９６户，向２０１２年
纳税额前５０户企业发放第四季度税源调查表，运用
提取的企业生产经营数据信息，就当前宏观经济下

行、煤炭下游产业需求疲软、“８·２９”事故负面因素对
企业的影响进行互动交流，共同研判宏观经济发展趋

势和区域经济面临的发展难题，了解纳税人最现实的

服务需求。开展“一对一”税收政策咨询活动，为企业

详细解答税收优惠、税务信息变更、发票管理等问题

事项３８０余次；借用全市专用发票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为企业讲解防范取票风险应注意的细节及采取的

措施，针对部分企业进项发票抵扣方面存在的普遍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指导帮助企业规避涉税风险。与调

查走访企业就当前国税机关及人员在税收执法、勤政

廉政、纳税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交换意见看法，要

求纳税人如实填写并以无记名邮寄方式返还“政风行

风评议表”，督促帮助主管国税机关、一线税源管理及

征管服务部门查深找准问题环节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优化税收执法环境。根据辖区汽车销售行业１０月征
税面及入库税款骤然下降的情况，指派相关税源管理

分局走访１２家货运汽车销售企业并开展互动交流，
同时举办行业税收政策专题咨询辅导，帮助企业完善

营销策略、规范财务管理和规避涉税风险。

【税收宣传月系列活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区国成立税
收宣传月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制作“２０１２年税收宣传
月活动项目安排表”，逐一落实宣传项目、内容、工作

责任。

４月 １日上午，区国税局联合区地税务局举行
２０１２年税收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为纳税人和社会公
众解答税收政策问题３０余个，发放惠民政策宣传资
料３０００余份、税收知识问答奖品３００余份。由多名
业务骨干组成的志愿者导税服务队，现场讲解通用定

额有奖领购业务流程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解惑释疑，为

１５户个体纳税人办理通用定额有奖发票领购事宜，发
售的票面金额达１１５万元。在市二十小学开设“欢
乐税收课堂”，演示以该校学生生活、学习环境和所见

所闻制成图文并茂课件；集中 １０余名小学生在“童
‘话’税收”征文活动中的获奖作品制成“税收知识征

文展览”展示牌，引导全校３００余名学生学习税收、认
识税收。在市建筑工程学校举办“税收照亮创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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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专题讲座，为该校财会专业２３０余名师生重点讲
解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发放小微企业和相

关税收法律法规宣传资料８００余份。
组织开展“我身边的好税官”评选活动，以纳税服

务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引导全局干部职工牢固树立

“为纳税人服务”的宗旨意识。举办“税企和谐文化共

建”征文活动，对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

社会税收法治意识和纳税遵从度的５篇稿件给予奖
励。召开“２０１２年涉煤企业税企恳谈会”，全区２０余
家涉煤企业财务负责人或财务人员应邀参会。会议

深入剖析在“增值税克隆票”专项检查中发现的一系

列税收问题，并就当前煤炭市场不规范、“私煤”交易

屡禁不止、现金交易极为普遍等现象致使税收风险增

大的问题进行交流沟通。为网上申报出现问题较多

的企业举办２期“网上申报培训会”，以２０余个较为
常见、相对典型事例编发的“申报问题汇总”和电子课

件为教材，帮助纳税人进一步熟悉操作流程，提高网

上申报成功率。利用 ＱＱ群和“税之缘”博客发布最
新税收政策及涉税事项３０余条，组织开展网上征纳
和谐互动活动，接受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关于税收政策

或涉税疑问咨询５０余人次。

【网上申报培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区国税局会同
世纪中税公司四川分公司举办“２０１２年网上申报培训
会”，分别对网上申报出现问题较多的４２户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企业和 ９０余户小规模纳税人企业进行培
训。培训资料为《申报问题汇总》，由主办单位通过梳

理纳税人网上申报存在的问题或意见建议编写，汇集

２０余个较为常见、相对典型的问题。邀请网上申报技
术人员用电子课件详细讲解资料所列问题并进行实

例操作演示，帮助纳税人进一步熟悉网上申报操作流

程，培养注重细节的好习惯，全面提高申报成功率。

税收管理员与办税人员就税收政策法规及特定事项

开展交流沟通，帮助企业提高风险识别与风险防控能

力，有效解决 １３０余家纳税企业网上申报存在的
问题。

（向　阳）

地方税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地税和基金征收（代征）企

业７５２户、个体工商户３８８６户，征收营业税、城建税、
资源税等１０种税，征收（代征）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等６种基金。

攀枝花市西区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区地税

局”）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紧扣“稳定增势、高位求

进、加快发展”工作基调，坚持“两个确保”（确保完成

组织收入、确保维护社会稳定），服务“两化互动”（新

型工业化、城镇化），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为推进

“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和“三个三年攻坚”（环境综合

整治三年攻坚、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统筹城乡发展三

年攻坚）贡献财力。继续保持省级最佳文明单位、省

级最佳办税服务厅称号，有省、市、区级青年文明号１
个、２个、１个，有全市十佳青年文明号１个，被市总工
会评为“工会经费代征工作先进集体”。

【地税收入】　 ２０１２年，受“８·２９”事故影响，区地税
局组织各项收入５１２５４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减收９８３万
元，同比下降１８８％。其中：税收收入３９４３４万元，比
２０１１年减收２２３２万元，同比下降５３６％，完成目标
任务的１０１１１％；基金附加收入１１８２０万元，比２０１１
年增收１２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８２％。区本级税收收
入达到１０２５１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减收３７万元，同比下
降３％，完成区政府下达目标任务的１０１５％。

【税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加强收入计划管理，
实行重大税源、重点项目责任管理，加强“零星税源”

管理。发挥“以小补大”作用，深入企业开展税源调

研，定期召开收入工作分析会，及时把握收入进度动

态，合理安排收入计划，确保各项收入及时、足额、均

衡入库。从项目管理入手，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健全

管理台账，实行税企联系制度，促进重点税源管理的

科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有效防止漏征漏管现象发

生，重大建设项目税收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全年，川煤集团攀煤公司等８户重点税源企业入库税
款１４５０１万元，占税收总收入的３９６５％；４个重大建
设项目入库税款２９１万元。在完善个体税管员岗位
责任制和工作规程、建立健全个体工商户基础信息管

理台账的基础上，与区级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对全区

运输户进行清理，加强货物运输业税收征管，全年组

织交通运输营业税入库 １４１０万元，比 ２０１１年增收
１９５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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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进一步规范、完善和
补充“一户式”征管台账，全面推进国税地税联合办

证，确保基础征管资料数据真实、完整和可靠，全年联

合办证７１７户，其中地税窗口办证３５９户。强化高收
入个人所得税申报管理，全年西区１２万元以上高收
入自行申报２７１人，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２２人，入库税款
１４６５万元，同比增长３３９１％。全面启动运用 ＧＰＳ核
查城镇土地面积工作，城镇土地使用税连续４年大幅
增收，全年入库城镇土地使用税６１７１万元，比２０１１
年增收１６６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７０１％。按照不低于建
账汇算企业５％的标准开展纳税评估，２０１１年度企业
所得税汇算清缴入库税款８７９万元。根据煤炭开采
企业的煤炭储存和生产经营情况调整核定征收率，将

应税所得率从原来统一的１０％调至１２％～１５％不等，
全区７户主要民营煤炭企业所得税净增３０４万元，增
长率达到３０％。全面推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制度，减
少纳税人征期排队缴纳税款时间。办税服务大厅实

行台账登记和双屏显示征收方式，税务人员根据登记

台账进行操作核对的同时，纳税人可实时查看办税过

程，由此提高了办税透明度，降低了电子扣税错误率，

有效提高了征管质量和办税效率。进一步加强办税

服务厅规范化建设，增添提醒标识，划分服务区间，不

断增强服务功能。对全局网络进行改造升级，以提高

信息管税水平。

【依法治税】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清理行政权力事项、
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政务服务事项１１１项。坚持依法
行政，不定期进行执法检查，达到促进工作、优化服务

的目的。规范新版发票管理，检查发票用户３２户，处
理违规使用发票的纳税人 ９户，补征税款 １８７３５６
元，加收滞纳金３４８７１元，罚款２６５０元。贯彻落实
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按照“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坚决

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原则组

织收入，做到应收尽收，不该征收的坚决不收，全年减

免各类税收２８３９５２万元，免收３１户小微企业发票
工本费１９万元，为企业增强发展后劲、发展循环经
济、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

【评估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建立煤炭企业纳税
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煤炭企业税收预警值。通过质疑

约谈、实地核实、第三方调查等方式，对申报异常情况

进行处理。发现税收违法行为，及时移送稽查局立案

查处。全年评估涉煤企业２１户，补缴税款４４０万元。

【税收稽查】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开展税收专项检查
和区域税收专项整治，指导６２户企业完成自查，自查
补税１４６６６１万元，补交滞纳金２２９９万元。对６户
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入库税款 ３２１９万元、滞纳金
１３２３万元，罚款 １５４８万元，结案率、税款入库率
１００％，处罚率４８１４％。全年，经稽查组织收入入库
１５５０５万元，较好地发挥了稽查局“以查促管、以查促
查、以查促收”的职能作用。

【税收宣传】　 ２０１２年４月，区地税局围绕第二十一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主题，邀请腰鼓队助阵，组织

开展“税收·发展·民生”税收有奖知识问答暨第２１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开展“构建和谐税收、服务

企业发展”税收宣传进企业活动，组织抗旱救灾“服务

队”和税收宣传“突击队”开展抗旱、税收宣传双结合

活动。举办“税收照亮创业之路”讲座，开展“童‘话’

税收”征文活动。开设“欢乐税收课堂”，讲述身边的

税收。借助“ＱＱ群”和“企业信使”网络，广泛宣传二
手房交易、发票管理办法、土地增值税等税收政策。

充分利用墙报、图片、税务公开栏等平台，大力宣传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规政策。其间，市地税局采用

税法宣传信息、简报６篇，省级以上媒体采用５篇，发
放宣传资料５０００余份，受理涉税咨询２００余人次。

【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继续开展“党员示范
岗”“先锋、旗帜”主题争创活动，评选“服务明星”５
名，文雯被评为市级十佳“我身边的好税官”。开展十

八大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撰写心得体会，努力提高税

务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组织７名领导干部参加北
大领导干部能力提升培训。遵循民主、公开、竞争、择

优的原则，按程序选拔任用中层领导干部３名。综合
考虑业务特长、年龄结构等因素，对部分中层干部进

行岗位调整。开展全员更新知识培训，确保干部职工

更好地了解新理念、把握新知识、掌握新方法，增强依

法行政和公共管理能力。组织开展税收征管系统操

作、税务综合办公信息系统运用、营业税和个人所得

税等税收政策培训，提高干部职工政策水平和业务

技能。

【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地税局狠抓“一岗双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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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高廉洁从政意识。印发《２０１２年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意见》，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

任书，增强干部职工廉政责任意识。抓惩防体系建

设，发挥“两权”监督制约作用。按照《惩治和预防腐

败体系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工作规划》的要求，完善１７４项
制度规定，落实重大决策、重要工作、大额资金支出集

体讨论制度，严格执行财务管理规定；清理公务用车，

规范车辆管理。抓专项治理，规范依法治税行为。按

照省、市地税局工作部署，开展“利用中介机构涉税业

务谋取不正当利益”专项治理工作。抓“三项建设”，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能力素质。全体纪检监察干部结

合自身工作实际，开展“三项建设”主题活动大讨论，

分析纪检监察工作现状，剖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

因，查找自身能力素质方面存在的不足，开展批评与

自我批评。加强税收征管、效能建设，规范执法行为，

优化纳税服务，改进工作作风，结合上级软环境评测

工作和西区“千人评机关”活动，加强政风行风建设。

３月，区地税局被区委、区政府评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度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先进单位”。

（刘雅琴）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西区国税局绩效评估企业集体回访座谈会在区税务大楼七楼会议室举行
（区国税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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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

城乡建设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以下简称“区住建局”）以规划为龙头，以项目为

支撑，以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城市形象为主线，以保

障性住房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全年新开工建设住房１４４４套，其中保障
性住房１０４４套；建成住房１４１７套，其中保障性住房
９８８套。编制完成《西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协
助推进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攀枝花市沿江快速通道

西区段建设，实施省道３１０线改扩建工程及清香坪污
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景

区、玉泉广场连接线景观、金沙水电站基地加快建设，

市三十六中小学、格里坪中心幼儿园及卫生服务中

心、江南社区服务中心、大水井新区路网及配套工程、

格里坪安置小区道路及配套工程、建兴路改造工程、

河石坝东向连接线和清香坪影视城、展览中心、文化

广场，福广金城、金永兴商城等项目进入前期筹备。

完成招商引资９８１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８２５亿元。
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８件、政协委员提案４件，满意率
１００％。接待来访群众６００余人次，办理信访件８２件。

【城乡规划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住建局委托同济大学
设计院全面梳理西区城市建设现状、资源分布、产业

布局，以“融山显水”城市建设发展理念，将“山、水

（泉）、苏铁”等独特元素融入城市规划，确定西区“一

城两片、九大组团、沿江轴向串珠发展”和主城区清香

坪“一体两翼、三位一体”的城市发展格局，编制完成

《西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在此框架下，修改完

成《西区清香坪大水井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西

区格里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细化完成《西区清香

坪“文化岛”项目城市设计》《西区大水井通江大道及

周边地块城市设计》《西区大水井城市景观中轴线及

周边地块城市设计》，启动金沙江西区段沿江景观规

划编制。指导格里坪镇政府开展行政村村域专项规

划、金家村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规划及该镇新区规划，

配合完成金沙滩新村、庄上旅游新村等８个新村聚居
点的规划编制。同时结合规划实施需要，完成大水井

公租房、格里坪田家湾安置房、锦誉公司公租房３个
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和清香坪“文化岛”项目、重汽集

团攀枝花西区汽车城及改（总）装汽车项目等１１个重
点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开展小水井地块、新法院北侧

地块等４个旧城改造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工作。

【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施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加快城市建设，切实提升西区城市整体

形象。成立城市综合开发建设指挥部并下设３个专
项指挥部，同时成立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协调设立

西区规划分局，形成“统一协调、部门联动、齐头并进、

重点突破”的城市建设攻坚态势。制定《攀枝花市西

·９８１·



!"#$%&%'()%&*+,' !"#$%&&'

!"#$%&'(

()*+

区城市开发建设工作责任人风险保证金制度》《攀枝

花市西区城市开发建设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攀

枝花市西区城乡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调整工作办理程

序》《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度城市开发建设工作目标
管理考核办法》，签订３个专项指挥部２０１２年城市开
发建设目标责任书。城市建设攻坚进展顺利，新区开

发和旧城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确定清香坪“文化

岛”项目意向性建设方案，房屋征收完成４０５户，占总
任务的７５％。开展大水井新区一期工程项目设计，用
地征收方案基本确定，安置区建设进入前期准备。新

庄新区梨树苑安置点、宴府安置点加快建设，项目用

地范围内历史遗留问题调查处置工作有序开展。新

法院北侧地块、老法院地块、河门口邮电局地块旧城

改造项目进入前期筹备。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保障性住房
新建项目８个，９３６套建设任务全面开工。续建项目５
个，建房１８１０套，其中４个项目１４０２套完成主体工
程。加快推进攀煤公司清香坪安置房、金沙江木材水

运局棚户区安置房、广厦二○公司经济适用房建设。
２０１３年建设项目———格里坪１０８套公租房提前开工，
并开展三、四期９６９套安置房的设计工作。完成９４００
万元公积金贷款申报，完成１５００户廉租住房补贴的
申报预审工作。

【商品房开发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续建商品房９５４套，
建筑面积１０４５万平方米。其中“蓝湖国际”续建商品房
３６０套，建筑面积４８９万平方米，竣工房屋陆续交付使
用；“西贵金沙”续建商品房５９４套，建筑面积５５６万平方
米，项目主体完工，进入室内外装修阶段。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住建局协助推进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省道３１０
线改扩建工程，以及清香坪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

设。蓝湖森林公园、西佛寺景区、玉泉广场连接线景

观、金沙水电站基地建设加快。市三十六中小学、格

里坪中心幼儿园及卫生服务中心、江南社区服务中

心、大水井新区路网及配套工程、格里坪安置小区道

路及配套工程、建兴路改造工程、河石坝东向连接线

工程和清香坪影视城、展览中心、文化广场，以及福广

金城、金永兴商城等项目进入前期筹备。

【新村聚居点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实施格里坪
镇庄上旅游新村、格里坪田家湾新村、新庄梨树苑新

村、大水井新村建设项目。至年末，大水井新村和格

里坪田家湾新村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庄上旅游新村具

备基本接待能力，新庄梨树苑新村建设加快推进。

【安全生产管理】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建设执法
大队认真落实“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创卫复审”等工

作要求，扎实进行建筑施工工地整治，加大违章违法

查处力度，重点开展防汛防洪检查、“安全生产月活

动”“百日安全生产大检查”“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规范

建筑工地管理活动”，以及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安全

生产大检查，强力推进建筑业规范化、标准化管理，促

进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好转，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８·２９”事故发生后，及时开展安全生产“拉网式”大
检查，并按“煤矿企业关并重组”有关要求，拆除关并

企业地面建（构）筑物。全年出动检查人员１６２０余人
次、车辆４５０余台次，对西区３０个在建工地进行巡查。
下达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整改通知书９份、安全整改通
知书２０份、停工通知书４份，签订在建建筑工地施工
项目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２８份，发出《关于加强保障
性安居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３６份、《关于
开展春季集中灭“四害”专项活动的通知》２８份、《关
于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４３
份，发放“关于开展２０１２年‘世界结核病日’宣传活动
资料”３５０份。

【建筑业招投标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住建局完成清香
坪廉租住房工程施工单位、清香坪污水处理管网配套

工程、格里坪镇卫生院工程、市十八小学改扩建工程、

沿江快速通道格（里坪）庄（上）段工程等３５项工程项
目技术标备案，参与大水井公租房工程、大水井尖山

通村公路公益基础设施工程、格里坪镇卫生院新建工

程、格里坪中小学扩建工程等 ３６次项目开标现场
监督。

【西区首个业主委员会成立】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区
住建局与清香坪街道路北社区首次组织召开金沙西

苑小区业主大会，选举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因意见分

歧，选举未果。２９日继续开会，通过投票，选举产生西
区首个业主委员会。７月２日，召开业主委员会成员
会议，确定主任、副主任及委员的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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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清欠】　 ２０１２年，区住建局采取专项检
查、日常巡查等方式，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近３０项，
涉及农民工２０００余人，涉及拖欠金额３５７０余万元。

配合区劳动监察部门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尽快将

农民工工资拨付到位，及时化解矛盾，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 （张　晴）

城市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城市管理局（以下
简称“区城管局”）认真开展“国卫复审”“城乡环境综

合治理”“五创联动”“三年攻坚”“法巴路洗车场”等

重点工作。全年，累计受理各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１９３项，其中即办件 ９２件，承诺件 １４１件；办结率
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１００％。取缔占道经营、坐商不归
店１３００余处，治理城市“牛皮癣”（小广告）５２１处，拆
除清理违章户外广告和店招店牌 ２０１个，治理机动
车、非机动车违章停放 ５４５辆，规范乱摆摊设点 ６５４
个。无害化处理城区及周边乡镇生活垃圾４０４９６７５
吨，平均日处理１１０９５吨，处理率１００％。城市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９２７％，达到国家标准。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上午，
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组１６人对西区２０１１年度城
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考核，区委副书记邓孝良、

副区长余万兵以及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１１个专项指
挥部、“七进”牵头单位主要负责人陪同考核。考核组

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查看、查阅资料的形式，分别逐项

进行检查考核。考核组认为，西区城区环境卫生干净

整洁，市容秩序管控有力，交通标识设施及车辆秩序

管理有序，临街商铺及摊位规范整齐，整体景观整洁

清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花城景观打造验收】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下午，市城
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唐晓华率相关部门负责人９人，对
西区２０１１年度花城景观打造工作进行考核验收，副
区长余万兵，区纪委监察局、区城管局、区住建局等部

门负责人陪同验收。考核组验收清香坪小广场、政府

广场、玉泉广场及周边区域景观工程，并就植物栽种

等景观打造情况进行现场指导。考核组查阅相关资

料并听取西区工作汇报后指出，西区将花城景观打造

与文化展现相结合的做法值得肯定，希望西区进一步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管护上下功夫，将花城景观打

造工作稳步推进。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１日，西区２０１１年花城景观打造
工作考核验收会在区城管局会议室召开

【省级园林城市复查工作部署】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９日
下午，西区在区政府３１１会议室召开省级园林城市复
查工作部署会议，区委宣传部、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格里坪镇政府、各街办、攀煤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

公司相关负责人２３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城管局局
长黄敏主持，副区长余万兵出席会议。黄敏介绍全市

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复查工作概况，区城管局党组书记

马洪美对西区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复查工作资料报送

具体要求及复查难点进行详细解读，区政府办副主任

唐永洪就资料报送等提出要求。会议就《西区 ２０１２
年省级园林城市复查迎检工作实施方案》征求各单位

意见。

余万兵指出，创建园林城市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

群众的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推进西

区经济社会及生态文明发展，提高城市品位，改善投

资环境；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把园林城市迎检和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复查工作结合起来，同安排、同部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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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专人完善相关档案资料，及时上报。

【名木古树保护】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日，区城管局邀请市
园林绿化处原处长陈琏现场查看西区大水井１号安
置点和乌龟井转盘古树虫患情况，最终确定两株古树

患有翡翠吉丁虫害，需立即采取相应复壮措施。区城

管局及时争取专项经费，使两株古树得到保护。

３月１６日至４月１６日，区城管局绿化科工作人
员先后前往格里坪镇金家村、滥坝村、经堂村，对市、

区已备案的１７株古树进行重新核实，并排查未建档
古树。经排查，新增挂牌保护古树２２株，树种主要为
黄葛树、凤凰树、红椿树，其中最大的一株黄葛树胸径

达３米，冠幅１４米。

【“五十百千”示范工程创建】　２０１２年４月，西区格
里坪镇金家村、格里坪村、大水井村获四川省“优美示

范村”称号。西区继续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五十百千环境优美示范工程”及《攀枝花市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５）》要求，将西区格
里坪镇大麦地村、滥坝村、竹林坡村三个村庄列为“环

境优美示范村庄”创建范围，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创

建工作，并把创建工程纳入议事日程，制订“五十百千

环境优美示范”工作方案，镇政府成立“五市十县百镇

千村环境优美示范工程”领导小组，三个村庄分别成

立“五市十县百镇千村环境优美示范工程”工作组，明

确工作职责。在创建过程中，三个村庄采取广泛的宣

传措施，以制作大型宣传栏、刊出黑板报、张挂横幅标

语等宣传活动方式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使各个领

域、各个阶层、每个家庭了解创建、支持创建、参与创

建；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建立健全各村健康教

育网络，使村民了解健康教育知识。通过完善卫生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清扫保洁力度，实行１２小时保洁制
度，垃圾实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基本达到日产

日清要求，对村社周边通过实施绿地建设、道路硬化、

“三池一改”、农房立面美化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改善

农村环境卫生状况。新增垃圾桶２１个，新建农房５８
户，改造农房６户，粉饰农房７户，改造引水沟渠１３５０
米、生活饮用水管道３２００米；旱厕改造率达到８０％，
村绿化覆盖率达到５０％以上；改厕６０余户，建沼气池
５６口，新建２００米以上规模水池３５口，硬化村内９０％
的路面和６千米的通村公路，村绿化覆盖率达到８０％
以上。

【法巴路洗车场选址】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日下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副区长余万兵现场查看法巴路

洗车场建设拟选地址，区城管局局长黄敏就洗车场建

设选址地理位置、地势条件等相关情况进行汇报。李

兴华强调，洗车场将缓解西区城区由工矿企业车辆运

输所造成的扬尘污染，城管局要抓紧落实，全力推进

工程建设；加大定点洗车宣传力度，动员广大运输车

辆车主到定点洗车场清洗车辆。

４月１２日下午，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富贵率
区城管局、区环保局、区交通局、区住建局等相关部门

负责人，对法巴路洗车场建设项目选址进行实地查

看，分析研究相关情况，提出具体要求。

４月２４日，区城管局局长黄敏陪同市交通设计院
总工程师龙冬林对法巴路洗车场选址地段进行现场

查看。龙冬林指出，防洪沟渠以内为回填土，以外为

加筋挡土墙，在此地修建洗车场，如大量污水渗入地

下可能对加筋挡墙造成影响，存在安全隐患。黄敏邀

请龙冬林对该地段建设项目做一个详细的建议书，对

项目建设在防渗漏、承重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以确

保建设方案安全可行。最后确定法巴路洗车场建在

法巴路河门口公园后山荒地，占地面积约５０００平方
米。以招商引资方式确定投资建设方为攀枝花市欣

璞洗服务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区城
管局在城市主干道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工作，

投放工作以苏铁大道为主，取消苏铁大道凉风坳至三

站范围主干道两边的９０个垃圾桶，重新设置５５个垃
圾投放点，设立明显标识，增派２辆小型垃圾清运车
对投放的零星垃圾进行及时清运。更换主干道果皮

箱２３０余只，新建小垃圾池 １５个，更换新增垃圾桶
１５０个，维修垃圾房１３座。同时，向主干道沿街各商
户、住户、企事业单位发放２万份《关于西区城市主干
道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通知》宣传单，并在《攀枝

花日报》《攀枝花晚报》进行公告。利用攀枝花新闻频

道“天天资讯”栏目和攀西商厦、玉泉广场电子屏滚动

播放相关规定，区城管执法车流动展开宣传，志愿者

和清扫保洁人员对垃圾投放人员进行劝导宣传。９月
１７日，区城管局与大水井周边４６户饮食娱乐商家签
订“垃圾投放责任书”，要求所有商家对所产生垃圾进

行密闭处理，由清运车每天定时上门收集清运。此举

得到所有商家的响应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２９１·



城乡建设　城市管理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指挥部会议】　 ２０１２年 ７月 ６
日，西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指挥部在区城管局召开

“西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方案”讨论会，区纪委监察

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农牧局、区文体

旅游局、格里坪镇政府及各街办等相关负责人１７人
参加会议。会议由区城管局党组书记马洪美主持。

会议主要讨论西区政府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工

作中必须完成的新建１０万平方米综合性公园、５万平
方米湿地公园、１０万平方米生产绿地、１０万平方米广
场及游园等选址问题。与会各单位负责人均表达自

己的观点和设想，并建议深入了解西区绿线规划，结

合实际开展选址工作；综合性公园和湿地公园需考虑

拆迁成本、人流量、水源等因素，让老百姓有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生产绿地可结合庄上村开发的花卉项目，

节约打造资金。

【提案办理督查】　 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１１日上午，区政协
副主席杨华友率部分区政协委员督查区城管局对区

政协提案的办理工作，区城管局党组书记马洪美及提

案会办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卫生局、清香坪街办等相

关负责人陪同。督查组察看大水井安置房周边环境

卫生治理情况及区生活垃圾处理中心现状，听取相关

工作汇报。杨华友对区城管局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给

予肯定，同时就环卫设施管理、垃圾清运、城管监察、

城管宣传等方面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周末大讲堂”活动】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９日下午，区
城管局在局四楼会议室开展“周末大讲堂”活动，区

“三项建设”活动第二组各成员单位纪检监察干部、区

城管局有关领导及二级部门负责人１２人参加活动。
会议由区城管局副局长、纪检组长熊军主持。会议以

“深化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城管执行能力”为主题，围

绕区城管局队伍素质建设、制度完善和落实、基础设

施配备和重点工作推进等内容进行交流，与会人员展

开讨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效果。

【工作调研】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３日，区委副书记邓孝
良现场调研斯泰燃气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区城管局、

区安监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邓孝良听取斯泰

燃气公司管理人员关于运营及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

实情况介绍，区城管局副局长熊军就斯泰燃气公司安

全生产管理进行汇报。邓孝良要求斯泰燃气公司加

强储气站站区管理，完善安全措施，强化门岗制度，无

关人员不准入内；加强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随时准备

处置突发事故；坚持市场化运作，强化管理，完善手

续，强化安全保障，经济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做

好年终安全生产工作总结，制订 ２０１３年安全生产
规划。

【“为民服务”宣传】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区城管局
开展“西区城管局为民服务活动日”活动。在清香坪

步行街用录音向市民播放“国卫复审”“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五创联动”等优化西区发展环境的重点工作和

“五十百千”示范工程、阳光花城打造、法巴路洗车场、

垃圾处理场二期续建、正大天然气项目建设等惠民益

民工程。同时，８块展板系统展示城管执法服务、环
卫作业及行政审批工作流程等，发放宣传单和办事指

南１万余份，向市民宣讲与城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服
务承诺，咨询群众达到２０００人。

【花园单位创建】　２０１２年，区城管局根据市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关于组织做好２０１２年度
花园单位（机关）、花园家庭、花园社区（小区）、花园

度假村（农家乐）、花园村庄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深

入贯彻阳光花城打造理念，由区治理办牵头，与区文

体旅游局、区民政局、格里坪镇政府及各街办协调联

动，深入现场，落实好各单位申报、初审工作。１２月
２０日，召开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花园单位创建工作总结
会，区城管局局长黄敏主持会议，区文体旅游局、区民

政局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彰２０１１年
度王琳等５个“花园家庭”，蓝湖社区、巴关河社区、矸
石电厂社区３个“花园社区”，金沙来大酒店、西城佳
园宾馆２家“花园宾馆”，凉风坳农庄、青瓦台大院２
家“花园农家乐”，西区创建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天然气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城管局继续加大协
调督促力度，解决西区天然气工程建设中的困难和问

题，为施工方正大天然气公司创造良好的施工条件，

全力助推工程顺利建设。至年底，完成年度投资２０００
万元，铺设管道２７千米，其中格里坪派出所至清香坪
１５千米，重啤攀枝花公司至金沙西苑４千米、华电四
川公司攀枝花分公司至石灰石矿次干道２千米，格里
坪镇金林社区、龙泉社区与河门口街道高家坪社区等

庭院支管道６千米，开户５００户，所有开挖人行道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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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恢复。

【园林绿化管护】　 ２０１２年，区城管局对西区主干道
两侧绿化带及玉泉广场绿化带内枯死、缺株植被进行

补栽，补栽植物１３９株，挂牌并建档古树３９株，栽蓝花
楹地被植物７株，补栽行道树２８５株。处理行道树撞
毁清理、枯枝修剪等１００余株，消杀病虫害９次，防治
行道树７８０株、古树４株、公共绿地３５６０平方米。建
成公园绿地１１９４６万平方米、园林绿地５１４１７万平
方米，绿化覆盖率４２６７％，绿地率４０４９％，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６７８平方米。迎接节日、重大检查等摆放
花卉６次８６０００余盆。

【市政设施管护】　 ２０１２年，区城管局巡检道路１８０
余次，修补路沿石２３２米、人行道砖４２８平方米、道路
１０８米，维修安装路牌 １２块、人行道铁制栏杆 ２８６
米，清理疏通排水沟３２０多米，更换沟盖板４３２块。完
成凉风坳至格里坪沿线立面粉刷１５００平方米，受理
路灯损坏问题２８个，处理率１００％。对天下购物、建
兴路、春禾路、大水井村三社等２６处损坏路灯进行维

修，检修线路１２条，更换老化线路３８０米，检修路灯线
路４２００余米，修复通电路灯９３盏，更换路灯电器３２
套，移除毁损电杆３套，并按照夏季作息时间调整亮
灯熄灯时间，辖区路灯亮化率大于或等于９５％，达到
国家标准。

【环卫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环卫局加强道路冲洗、垃圾
清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购买洒水车、道路清洗车，

扩大车辆作业面，有效防尘。全年，清运垃圾２０７５８
吨，道路洒水６７００余车次，扫地车清理道路２６００余
小时；清除城乡结合部卫生死角６０余处，清洗人行道
和公路路面１５８万平方米，清理排洪沟５０处垃圾１０５
吨。同时，每天安排洒水车４台、环卫工人８名对街道
进行洒水降尘，确保市容环境整洁。日洒水６５万平
方米，一级路面每天洒水或喷雾６次，每周冲洗３次；
二级路面每天洒水或喷雾３次，每月冲洗２次。重大
活动、接待日、节假日增加清洗、洒水和喷雾次数，洒

水、冲洗率８５％，道路机械化清扫或高压冲水率大于
２０％，达到国家标准。

（马　娜）

西区清香坪

（区住建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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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推进国家环保模范城
市创建工作，启动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关停并转

迁企业３４家，清理非法堆场５４家。至年底，全区环境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到２８７天（优质６天），优良率提
高到７８４２％，同比增长３３５％。二氧化硫日均浓度
从上年的每立方米０１０４毫克降至每立方米００９７毫
克，同比下降６７个百分点；可吸入颗粒物日均浓度
从上年每立方米０１０８毫克降至每立方米０１毫克，
同比下降７４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和噪声环境质
量均未出现异常。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
日下午，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在区文

化馆放映厅召开，西区党政主要领导，区级各部门、格

里坪镇、各街道负责人，３９家企业法人代表等２６８人
参加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秦福贵主持会议。

市环保局局长肖光辉作重要讲话，副区长余万兵通报

《攀枝花市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实施方案》，区

级部门、企业代表作表态性发言。区委副书记、区长

李兴华代表区政府与区级相关部门、企业签订目标责

任书，安排部署环保工作。区委书记赵中作重要讲

话。该实施方案明确西区未来三年将投入 ２１３６亿
元清理整治污染源，完成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

治理等４９个重点环境整治项目，使西区的环境质量

得到彻底改善，确保２０１４年末西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突破３００天，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８２２％。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

创国模项目实施】　 ２０１２
年，攀枝花市西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区环保

局”）收集整理完成的“攀枝花市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

年攻坚
%

创国模项目表”包含项目４９个，涉及政府部
门和企业１４家，计划投资２１５４５９１１万元。全年实
施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

创国模项目２３个。至年
底，完成重啤酒攀枝花公司冷冻机械噪声整治、攀枝

花三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灰坝周边堆场清理、攀钢石

灰石矿白灰破粉大楼粉尘治理等８个项目，清乌复线
沿线渣场生态恢复、西区区域污染整治一期项目、西

区隆鑫冶炼厂原址重金属污染治理等９个项目进入
施工阶段，其余 ６个项目完成方案编制并开展前期
工作。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和创国模宣传】　 ２０１２年，
区环保局以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和创建国家环保

模范城市为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三年攻坚和“创

模”工作氛围。至年底，在《攀枝花日报》等主流媒体

发表新闻稿件５５篇，在攀枝花电视台《西区关注》栏
目中进行专访８次，完成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专报２９期，制作三年攻坚宣传展板１５块。与区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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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部合作，制作《沉重的回归》环保宣传画册６００册，
制作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宣传纪录

片１部。建立覆盖全区社区和村社环保宣传专栏４６
个，在一、二期专栏刊载文章９２篇次。投入资金２万
余元，出动干部职工５０人次、宣传车辆５台次，开展
“６·５”世界环境日大型环保宣传活动，发放“绿色生
活手册”等环保资料６０００余份，向学校、村社发放环
保手提袋１２万只，展出“三年攻坚”专题展板８块，
悬挂宣传横幅８幅，连续３天在凉风坳隧道口、攀西商
厦２处电子屏滚动播放环保宣传字幕。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２日，市环保局
考评组对西区环境监测站人员开展上岗增项考核及

资质认证进行预评审。通过对区环境监测站人员素

质、实验室条件和管理、质量管理、管理水平和业务能

力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审，区环境监测站通过项目４５
项（可以对４５个项目开展监测业务）。５月，攀枝花市
计量测试研究院检测技术人员对区环境监测站仪器

设备、玻璃器皿进行校检，全部检定测试合格。同月，

区环境监测站通过资质评审，取得四川省环境监测资

质证书，通过资质审查项目７９个，其中水质、废水各
２７项，空气７项，废气１０项，生物３项，噪声５项。６
月，送中国计量测试研究院校检设备，经检验全部合

格。９月，区环境监测站按照《攀枝花市西区环境保护
局关于下达排污申报监测计划的通知》要求，开始对

全区１００余家排污申报企业进行监测，为西区环境管
理提供可靠的监测数据。

【面源污染整治】　 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区环保局制订
《关于在凉风坳隧道以西格里坪以东区域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三年攻坚暨堆混煤场等污染企业关停并转实

施方案》《二砖厂片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联合相关部门向５８家堆混煤场下达取缔处置通告，
对未按期关停的企业下达限期整改决定书，要求停产

治理。按照实施方案，分片区分节点对金家村片区、

大水井八社片区、清乌复线沿线、格里坪村七社、二砖

厂片区、原攀枝花大地水泥有限公司等堆混煤场开展

清理取缔工作。至年度，清理非法堆场５４家，清理各
类物料、固废２３０余万吨，清理面积１７６７万平方米。
７月初，西区召开扬尘污染治理工作推进工作会，大力
推进大型堆场规范化整治，要求金沙江水运局、巴关

河火车站等大型货场按照《西区工业堆场扬尘污染防

治技术规范》，必须在年底落实堆场规范化建设方案

并着手对货场实施改造。至年底，攀煤运销公司挡风

抑尘墙、攀青物流货场大棚及挡风抑尘网建设完成。

【高考中考禁噪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区委
宣传部、区环保局、区教育局、区工商局、区公安分局、

区文体旅游局、区住建局等部门在区环保局召开

“２０１２年高考中考禁噪联系会”，部署高考中考期间
噪声整治工作。６月１日和１１日晚，区环保局等部门
组成联合执法组，对辖区文化娱乐场所、施工工地等

噪声污染源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陶家渡片区２家歌舞
厅在２１时后仍继续营业，执法人员当场要求业主立
即停止营业活动，确保周边考生良好的休息环境。高

考中考期间，相关部门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０人次、车辆
４５台次，检查噪声污染源４５家。

【机动车尾气治理】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监测车辆
１１６１台，对车主进行环保教育１５０人次；治理车辆７４０
台次，对机动车尾气超标的车主进行处罚，处罚金

８２１万元。

【零点行动】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通过日常检查与夜
间突查、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促使

工业企业实现达标排放，杜绝违法排污。按照年初制

订的保点工作方案，适时开展零点行动，对企业违法

排污行为形成高压态势，督促企业抓紧落实减排任

务。全年组织开展零点行动７次，出动执法人员９１人
次、车辆２４台次。

【沿江环境安全检查】　 ２０１２年７月上旬，区环保局
对辖区金沙江沿岸企业环境安全进行排查，主要检查

两岸纵深５００米范围内影响景观的项目以及排污企
业执行相关环保政策的情况，核实沿江非法建设项目

及堆场情况，摸清沿江排污口分布情况和沿江生态环

境破坏情况。检查发现，西区金沙江两岸纵深５００米
范围内有企业５１家，排水口３３个，弃土场１个。未发
现环境安全隐患。

【污染物总量减排】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强化结构减
排，细化工程减排，将矸石发电厂、攀枝花三维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瑞丰水泥公司列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减排项目，将攀枝花阳晨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列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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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氧量、氨氮减排项目。加强对减排企业现场指导和

监察力度，督促２家火电厂改扩建脱硫系统，同时按
照总量减排要求定期收集减排数据，为全年总量减排

工作奠定基础。全年，西区二氧化硫削减量 ６４２９７
吨，化学需氧量减量１６８５吨，氨氮削减量０６６吨。

【环境安全排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区环保局认真开展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突出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安全隐患排查，特别是火电及焦化等重点排污企业、

涉危险化学品企业、涉重金属企业、洗选企业、垃圾填

埋场、污水处理厂、尾矿库等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防

止集中式饮用水源污染，防范水污染事故发生，确保

饮水安全。重点检查涉水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管理和维护保养、污水达标排放、事故应急设施、雨污

分流措施、危化品贮存场所污染防护措施、环境应急

预案和应急装备等情况，掌握排污企业环境风险状

况，全面排查环境安全隐患。督促排污企业完善落实

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

彻底排查消除环境安全隐患，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

运行，使污染物达标排放。认真制订应对突发环境事

件预案，做好人员、物资、车辆、仪器等各项准备工作，

把应急责任落实到岗、到人，严格防范和应对各类突

发环境事件。严格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证汛期
通讯畅通，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可能造成环境污

染的紧急情况，做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第一时间组织开展调查。

【限期治理项目】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将攀枝花三维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４号钢灰库布袋除尘改造项目纳
入省级限期治理项目，将矸石发电厂、攀枝花三维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自动投加石灰装置建设项目和瑞丰

水泥公司脱硝项目纳入市级限期治理项目，将重啤攀

枝花公司冷冻机械噪音整治、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污水综合处理系统改造工程、攀钢石灰石矿白

灰破粉大楼粉尘治理等８个项目列为区级限期治理
项目。至年底，省级限期治理项目按期完成，市级限

期治理项目完成２个，１个项目因施工条件影响申请
延期。受规划调整、地质灾害等因素影响，区级限期

治理项目完成重啤攀枝花公司噪声整治项目、攀钢石

灰石矿粉尘治理项目。

【建设项目环保审批】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按照建设

项目管理制度，建立主动服务、提前介入、源头参与的

环保审批工作机制，实现服务发展与依法审批的有机

统一。认真梳理进驻区政务中心的建设项目审批事

项，确定审批事项１２项，其中行政许可２项、非行政许
可８项、行政确认２项。全年，环保窗口受理审批项目
８３５件，其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１０件、报
告表审批１４件、登记表审批３０件，建设项目试生产审
批７件、环境保护竣工验收７件，排污许可证年审４
件，工商营业执照环评年审６８１件，煤炭经营许可证
环保年审７３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环保标
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认９件。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
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四大类１６项指标进
行分解，协调区统计局、区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区城

管局等部门，在完成各项数据统计和基本资料收集的

基础上，按照《四川省县（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

考核指标及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对“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进行自查打分，西区城市管理

目标定量考核得分８０８７分，比上年提高１６分，名列
全市第一。区环保局就公众满意率调查所反映的问

题进行分析，在保证钢铁钒钛发电厂、德胜攀煤化工

公司等重点减排企业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对公众反映

的问题向企业提出７条整改措施。

【争取环保专项资金】　 ２０１２年，西区获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污染防治转移支付资金２９３３万元，市财政
支持西区区域污染综合整治项目配套资金８００万元。
格里坪镇庄上村、经堂村、苦荞村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项目成功申报为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典型带动区，

项目预计投资３２２５万元，包括小型污水处理站１座、
集中式无动力污水处理系统７个、生活污水配套收集
管网５０００米、生活垃圾收集池１个，增设饮用水水源
警示标志，加装井盖和防护栏等。格里坪镇大水井村

三社工矿企业废弃场地治理修复项目成功申报省级

环保专项资金５９万元，包括填土、砌筑挡土堡坎、开
设防火隔离带、新建供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种植花城

特色植物等，改善项目区工矿企业废弃场地对周围环

境的污染，消减固废５０００立方米，恢复植被３２万平
方米，预计投资２２４１万元。攀枝花三维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２×１３５兆瓦机组流化床锅炉脱硫改造及污染
综合治理工程、川煤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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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２×１３５兆瓦机组流化床锅炉脱硫改造工程２个项
目争取各级环保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西区巴关河流
域污染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固体废弃污染物整治）、格

里坪镇新庄村、大水井村、格里坪村农村工矿污染连

片整治、西区区域污染综合整治（堆场整治及生态修

复）、西区环境监测站监测能力建设４个项目争取到
市级环保专项资金１００万元。

【排污费征收】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对区属企业依据
监测报告计算收费和物料衡算计算实施排污费征收。

建立排污费收费公示栏，并公布征收结果，使各个企

业了解排污费缴纳情况。全年，完成１３３家排污单位
排污申报登记工作，对１１５家排污单位核定征收入库
排污费８２０余万元。

【环保信访】　 ２０１２年，区环保局保证“１２３６９”及
“５５５５５０５”环保举报热线 ２４小时畅通，方便群众投
诉，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对群众投诉，按照“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及时、迅速办

理，做到不积压、不错转、不丢失、不泄密，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交代。至年底，受理群众投诉５２件，其中
省、市、区转处的信访案件３２件，办结５２件，回复５２
件，处理率１００％。

【环保知识培训】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２８日，区环保
局在金沙来大酒店举办企业环保法律法规知识培

训，８３家企业业主和管理者８８人参加培训。攀枝花
市环境监测站站长许煜明主持。区委常委、区纪委

书记秦福贵作动员讲话，区环保局局长李莉向参训

企业家和管理人员通报西区环境状况、创国模及环

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基本情况，市创模办专家张镛

就创模相关知识及企业在创模中须完成指标做详细

讲解，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王天武讲授环境监管

和排污收费知识，市环保局污防处处长候永斌就企

业污染防治工作做指导讲解，市环保局环评处专家

吉爱军详细讲解环保审批程序、“三同时”管理和竣

工验收方面的专业知识。

（李布德）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
（区环保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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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苏铁保护

苏铁保护

【概　况】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下简称“苏铁保护区”）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

仁和区布德镇境内，总面积１３５８３万平方米。核心
区（民政核心区、格里坪核心区）面积 ５３６５万平方
米，占总面积的３９５％；实验区（科普区、苏铁人工群
落区、自然植被恢复区）面积８２１８万平方米，占总面
积的６０５％。据２００９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与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对苏铁保护区的“以生物多样性为

主”的科学考察结果显示：苏铁保护区内有维管植物

５２２种，归属１０７科３４４属；有攀枝花苏铁３８４８５０株，
其中成熟植株 ２１６２３８株，幼树 ２３１７８株，幼苗
１４５４３４株；有攀枝花苏铁（Ｃｙｃａｓ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ｅｎｓｉｓ）、金
铁锁（Ｐｓａｍｍｏｓｉｌｅｎｅｔｕｎｉｃｏｉｄｅｓ）、槲树（Ｑｕｅｒｃｕｓｄｅｎｔａ
ｔａ）、楚雄安息香（Ｓｔｙｒａｘｌｉｍｐｒｉｃｈｔｉｉ）、头状四照花（Ｄｅｎ
ｄｒｏｂｅｎｔｈａｍｉａｃａｐｉｔａｔａ）、云南梧桐（Ｆｉｒｍｉａｎａｍａｊｏｒ）、五
柱滇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栌菊木（Ｎｏｕｅｌｉａｉｎ
ｓｉｇｎｉｓ）、龙棕（Ｔｒａｃｈｙｃａｒｐｕｓｎａｎｕｓ）等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２０余种。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

简称“苏铁保护区管理局”）是林业主管部门专门负责

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体管理的机构，内设

办公室、资源管理科、科研开发科、护林防火办公室；

设民政保护站、猴子沟保护站、湾沟箐保护站３个二
级机构，并设２个监测点加强苏铁保护区的管理和巡
护。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围绕市林业局提出的
“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总体

要求，全面履行苏铁保护区的保护、科研、宣教等职

责，所制订的《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

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获国家林业局批
准；加强资源管护及森林防火、固定样地监测、珍稀濒

危物种专项调查等工作；加强科研，“四川攀枝花苏铁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地理及攀枝花苏铁保育

研究”项目获２０１２年度攀枝花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大力开展科普宣教工作，获“攀枝花市科普先进单位”

称号；强化安全管理，全年无生产性死亡和重伤事故。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获批复】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国家
林业局关于吉林黄泥河等４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
体规划的批复》下发，正式批复《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以下简称
“《总体规划》”）。《总体规划》是苏铁保护区管理局

委托四川省林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在全面调查基础上

于２０１０年 １月编制完成的。《总体规划》由总论、基
本情况及现状、总体布局、规划内容、重点工程建设规

划、投资估算和事业费测算、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保

障措施、效益分析９章组成。《总体规划》获批后，苏
铁保护区管理局将根据拟建内容，完善基础设施，加

强博物馆、游客接待服务设施、科普中心、生态旅游建

设，以及科普解说人员培训等工作。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获批复】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国家
林业局关于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旅游规划的批复》下发，《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旅游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以下简称
“《旅游总规》”）获批，标志着苏铁保护区取得开展生

态旅游的“通行证”。

《旅游总规》是《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的重要组成部分，按规定
实行单独编制报批。２００９年３月，市林业局和苏铁保
护区管理局委托四川省森林旅游服务中心开展《旅游

总规》的编制工作。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２日，《旅游总规》在
成都通过省级评审；同年５月，由省林业厅正式上报
国家林业局审批。《旅游总规》计划投资５３４５３８万
元，加强基础设施、服务接待设施、生态旅游项目等方

面的建设。建成后，将极大地发挥苏铁保护区的生态

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资源专项整治】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３０日，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先后制订《２０１２年开展保护
珍稀植物资源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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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打击滥挖乱采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全面开

展反盗挖、反偷猎、反侵占林地等专项行动。１—６月，
各保护站加强西区格里坪镇金家村、四二四厂坟场和

仁和区布德镇民政等地的巡护，制止处置四二四厂坟

场２起乱建坟地行为和彪水岩开荒行为，确保珍稀植
物和野生动物资源安全。

制作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标语１０幅，悬挂于民政、
猴子沟、湾沟箐３个保护站和入山大门等地，向周边
村民讲解野生动植物保护、护林防火相关政策法规，

发放野生动物保护、森林防火等宣传资料３００余份。
１２月４日，联合仁和区森林公安分局布德派出所开展
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执法小组一行８人横
穿苏铁保护区，对易发偷猎行为的民政核心区、彪水

岩沿线进行巡护检查，未发现偷猎行为；在彪水岩一

山洞发现偷挖山药者栖身窝棚１个、十字镐１把及口
袋、锅等生活用具，执法人员将窝棚拆除并收缴工具。

【巡山守护】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巡山守护
坚持每个保护站每周巡护２次，按６条固定线路巡护，
防火期增加巡护次数。民政保护站按１号线、２号线
巡护，猴子沟保护站按３号线、６号线巡护，湾沟箐保
护站按４号线、５号线巡护，同时根据实际开展稽查巡
护，并填写日常巡护记录表、样地调查表及巡护笔记。

全年巡山守护 １７１４千米，制止非法进入保护区 ４７
人，清理非法进入保护区８人，清除火灾隐患１０处，清
缴非法狩猎工具１套。

【森林防火】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在《攀枝花
苏铁自然保护区森林防火工作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

订《２０１２年度森林防火工作计划》《２０１２年度森林防
火预案》，从组织机构、后勤保障、值班监测、社区宣

传、巡山管护、火情处理等方面落实责任，使防火工作

规范化。在部分交界地段、周边坟场开设防火隔离带

８千米，以阻隔山火向苏铁保护区蔓延。春节、清明
节、“五一”劳动节等重要节日，联合森林武警、森林公

安干警走村入户，张贴宣传标语３０条，发放宣传单１
万余份。强化巡山守护、入山管理，在火情高发期加

大对坟场、入山路口等重点地段的巡护次数（每天不

少于６次），各保护站确保２４小时均有２名以上工作
人员驻站值班，同时增设金家村、竹林坡村２个监测
点，以加强重点火情区的监测。在周边厂矿、村社、学

校确定防火联系人，落实森林防火重点人群（痴、呆、

聋、哑人员和未成年人）监护人的责任。

【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２０１２年２月初，苏铁保护区
管理局接到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

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任务后，立即按要求开展工

作。为全面反映林业重点工程投资社会经济效益，国

家林业局于２００７年组织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社
会经济效益监测工作，苏铁保护区是全国４０个、四川
２个（其一为卧龙自然保护区）参与监测的样本保护
区之一。苏铁保护区资源管理科迅速组织猴子沟、民

政、湾沟箐保护站工作人员，通过入村调查、查阅资料

等方式开展社会经济效益监测，涉及２个村２０户农
户。４月底，按时完成苏铁保护区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任务，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自然保护区调查表、调查

问卷，野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村级调查表、调查问卷等

材料经省林业厅审核后上报国家林业局。

【珍稀濒危植物专项调查】　 ２０１２年９月，苏铁保护
区管理局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对苏铁保护区

内除攀枝花苏铁外的其他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植

物的分布范围、生长状况、种群数量等情况进行专项

调查。调查人员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分类

学、区系地理学等方面专家及苏铁保护区长期从事科

研和苏铁保护的业务骨干组成。在传统区系和样方

调查方法基础上，综合应用 ＧＰＳ、数码照相、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数据库技术、ＡｒｃＧＩＳ等技术，实现植物采集、图
片采集、地标信息记录、数据管理分析的同步协同，利

用ＤｉｖａＧＩＳ工具及其加载的生物气候保护模型对保护
区物种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此次调查历时半月，经过

对各类采集数据的汇总和分析整理，发现在面积仅

１３５８．３万平方米的苏铁保护区内分布着云南梧桐、五

珍稀濒危植物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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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滇山茶、栌菊木、四川玉凤花等１５科２６种国家重点
保护和濒危、易危珍稀物种，由此证明苏铁保护区拥

有特殊的干热河谷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遗传多样

性，同时显示出苏铁保护区植物区系在古地理、古地

质、古生物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和潜在的经济

价值。

【课题研究】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在研课题
项目６个。其中，“攀枝花苏铁保护及种群复壮技术
研究”为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以下简称“省科技厅”）

立项项目，“濒危物种云南梧桐繁育研究”为攀枝花市

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市科知局”）立项

项目，其余为国家林业局或市林业局资金支持项目。

“攀枝花苏铁保护及种群复壮技术研究”于２０１０
年７月获省科技厅立项批复。该项目在苏铁保护区
实验区及矿山迹地内进行攀枝花苏铁及其伴生物种

恢复试验，通过攀枝花苏铁伴生物种选择、配置模式、

种植示范、水分胁迫、种植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为探索

提高攀枝花苏铁种群数量、扩大攀枝花苏铁种质资

源、强化生态安全、维护物种多样性、推进生态市建设

提供可行方案。课题拟研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项目经费１０万元，主研人为苏铁
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余志祥。２０１２年末，完成样
地土壤理化指标测试和其他动态因子的监测及资料

的统计、汇总、分析工作，以及研究报告撰写等，待省

科技厅验收。

“濒危物种云南梧桐繁育研究”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２
日由市科知局立项批复。该课题通过对云南梧桐进

行母树林培育、人工种群复壮，探索现有条件下扩大

云南梧桐种质资源的可行方法。课题拟研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项目经费８万
元，主研人余志祥。２０１２年末，完成项目所有研究工
作，待市科知局验收。

“攀枝花苏铁物候监测”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启动。先
期开展台湾台东苏铁保留区、深圳仙湖植物园、攀枝

花苏铁保护区三地攀枝花苏铁物候监测。２０１２年，苏
铁保护区管理局开展攀枝花苏铁花期温度监测和基

础资料采集工作。

“攀枝花苏铁生殖发育研究”由苏铁保护区管理

局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共同进行。２０１２年，苏铁
保护区管理局采集攀枝花苏铁生殖生长各阶段材料，

中科院植物所进行具体测试。

【植物区系地理及苏铁保育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利用国家林业局“林业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补助资金”，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

以生物多样性调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科学考察。

２０１２年年初，成立以副局长、高级工程师杨永琼为项
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余志祥、局长莫旭等９人为成
员的项目组，在综合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开展“四川攀

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地理及攀枝花

苏铁保育研究”。项目研究查清外来入侵物种种类，

科学分析威胁攀枝花苏铁的主要外来入侵种、藤蔓植

物、病虫害、周边恶劣环境等因素，明确攀枝花苏铁濒

危的５个主要原因，并提出合理保护攀枝花苏铁的对
策措施。项目研究成果对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可作为攀西地区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与研究的重要借鉴。其中，针对高

度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小型自然保护区建设模式选

择博弈研究，以及火因子对攀枝花苏铁植被群落演替

的实验研究、结论及建议，对提高全国自然保护区建

设的针对性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结题、科技查

新、成果鉴定、成果登记、评审等程序，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经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公示，该项目获２０１２
年度攀枝花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攀枝花苏铁授粉研究项目启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以攀枝
花苏铁授粉机制和动植物协同进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项

目启动，参研者为苏铁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和西南林

业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建宏、植物学博士董琼等专家。通

过对攀枝花苏铁濒危原因的研究，全面了解其授粉机制，

为有针对性保护攀枝花苏铁提供科学依据。至年末，项

目前期研究工作完成，将展开系统研究。

【人工干预实验】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４日，市森林防火指
挥部统一指挥、苏铁保护区管理局组织、西区专业扑

火队具体实施苏特保护区人工干预实验２０１２年计划
烧除工作，出动８０人，成功烧除科普区环线便道以西
半阳坡区域１３３３万平方米。在前两年阳坡、阴坡烧
除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此次计划烧除选取在科普

区半阳坡进行。苏铁保护区科研人员在实验区内分

别设置１０个样地和３个对比样地，加上前２年的２６
个，样地总数达到３９个，能较全面代表苏铁保护区苏
铁分布的不同类型，使人工干预实验各项数据更全

面、更科学、更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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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第三次获
“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１５０万元，主要用
于攀枝花苏铁生态环境监测、授粉方式研究、病虫害

防治及研究，以及云南梧桐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专项

调查等６个项目。１１月，获国家林业局、四川省林业
厅“２０１２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禁止开发区
补助资金”３６０万元，主要用于生态保护设施建设、监
测设备购置、本地调查等工作。获市林业局森林防

火、绿化用水项目资金１５万元，用于开凿１口深井，以
缓解苏铁保护区大门口用水紧张问题。

【绿化美化】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加大矿山
迹地植物恢复力度，绿化美化保护区大门景观。组织

科研人员制订科普区大门绿化施工方案，并按规定比

选施工队伍。市林业局下拨苏铁保护区景区道路绿

化资金３０万元。年末完成绿化美化工作并通过市林
业局的检查验收。

【学习培训】　２０１２年６月，苏铁保护区管理局选派１人
到四川林业干部管理学校参加林业网站子网站群建设培

训。１０月，选派２人到四川林业干部管理学校参加防火
专业队队长培训。１１月１３日，得知云南金平石洞境内发
现苏铁的消息，应云南金平分水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局的邀请，选派５人赴该保护区考察学习。１１月，安排
３人参加国家林业局保护司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自
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旅游”培训班学习。２人参
加技师岗位技能培训，考核成绩合格。

【信息与宣传】　２０１２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加强攀
枝花苏铁宣传，提高其知名度。４月，借助《华西都
市报》等媒体，将攀枝花苏铁纳入全省野生花卉监测

发布范围。在中国自然标本馆建立苏铁保护区子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ｍｕｓｅｕｍｎｅｔ／ｓｕｂｓｉｔｅ／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ｓｉｔｅｉｄ
＝ｐａｎｚｈｉｈｕａ），分１０个板块从科普角度对苏铁保护区
进行全面介绍。组织参加由省林业厅、省旅游局、省

农工委联合主办的 “首届四川十大最美花卉观赏地”

评选活动，获提名地奖。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植物学会苏铁分会名誉理事长陈家瑞，

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杨永，博士刘冰、叶建飞等专家，

以及攀枝花市园林处马书云等人撰写攀枝花苏铁科

普文章１２篇，于６月以近５０页的篇幅在《生命世界》
上集中发表，这些文章详细介绍了攀枝花苏铁及保护

区，得到国家林业局、省林业厅等部门的赞赏。《绿色

天府》２０１２第６期以２张彩页专题介绍苏铁保护区科
研工作。全年，苏铁保护区管理局出简报、发布信息

１５期（条），国家林业局采用《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珍稀濒危物种调查工作圆满结束》《苏铁保护区植物

区系地理及攀枝花苏铁保育研究项目获２０１２年度攀
枝花市科学进步奖三等奖》《降初副厅长对苏铁自然

保护区建设提出要求》３条信息，省林业厅除采用上述
信息外另采用《苏铁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获国家林业

局批准》１条信息。年内，苏铁保护区管理局通过《攀
枝花日报》《攀枝花晚报》攀枝花有线电视台等媒体，

对攀枝花苏铁的保护进行大力宣传。

（李晓红）

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角

（攀枝花苏铁保护区管理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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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８５６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３％，完成调整计划目标。其中：第
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０８亿元，同比增长４％；第二产业
实现增加值７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第三产业实
现增加值１２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１％。实现民营经
济增加值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９％。地方财政收入
２８８亿元（一般预算收入２１亿元），占调整预算数的
１０１％，同比增长２８％；财政支出８２亿元，同比增支
１１亿元，增长１５２％。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实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８３０元，同比增长
１５７％；实现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１５１８３元，同比
增长１１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７２元，同比增
长１４１３％）。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６０６３１７万
元，同比增长 ３８９％，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５３亿元的
１１４４％，增速排名全市第一。

【《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出台】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日，攀枝花市西区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批准《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计划》”）。《计划》明确了西区２０１２年各项经济和
社会发展目标，总的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

西区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实力西区、生态西区、活

力西区、和谐西区”发展目标和“两化互动、提质增效、

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以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交通

建设和城乡环境改善为重点，以重点产业升级转型和

集群培育为抓手，继续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

略、“三三三四”发展重点和“十大工程”，更加注重改

革开放，更加注重节能环保，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实现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深入贯彻实施投资
拉动战略，按照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原则，狠抓项目推动。攀枝花市西区发展和改

革局（以下简称“区发改局”）加大项目协调服务力

度，加强企业沟通，及时了解掌握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协调相关部门解决；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

桥梁，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扶持，帮助解决资金短缺问

题，保证重大项目顺利推进。区发改局联合区统计局

加大未纳入统计项目的清理力度，协调企业收集入库

资料，及时将开工建设项目上报入库，基本实现应统

尽统。细化目标，强化考核，筛选对西区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要影响的项目，纳入全区“四个一批”（储备一

批项目、开工一批项目、加快一批项目、竣工一批项

目）重大项目１４６个。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区领导包抓
制、部门责任制、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和周报制度。完善项目资料库，及时、全面、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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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掌握全区建成、在建、拟建和招商项目情况，实现项

目动态跟踪和常态化管理。确定重点推进项目 １４６
个，计划完成投资４７０８亿元。截至１２月底，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１２１个，开工率７３２８％；完成投资５１３９
亿元，超计划投资 ９１５％。其中：市级重大项目 １５
个，完成投资１３２６亿元；区级重大项目１３１个，完成
投资３８１３亿元。

【重点电力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加大电力
建设项目协调力度，配合电业部门，重点推进马上坪

２２０千伏输变电站建设、格里坪工业园１１０千伏输变
电工程和枣子坪２２０千伏输变电站建设，实施城市配
网项目１５个、农网改造项目１个。

【节能减排】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以全国“节能减排全
民活动”为契机，组织实施重大节能减排工程，协调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全区规模以上单位工业

增加值综合能耗下降７％，规模以上万元单位工业增
加值综合能耗降幅 １１８９％，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的６９９％。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２０１２年，西区争取中央、省、
市资金６３６７５４万元。其中：中央资金４１７１９５万元，
涉及项目１１个，包括西区司法局业务用房项目２４４万
元、西区河门口路北廉租住房建设项目２４０万元、西
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３８９万元、西区清香坪街道杨家
坪社区服务站５５万元、西区计划生育服务站项目１８０
万元、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０８２８”建
设项目 ３０１８万元、西区清香坪廉租住房配套工程
５５０万元、２０１２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２０００万元、重啤
攀枝花公司生活区搬迁安置项目１２３７７万元、攀枝
花市扬驰胶业有限公司整体搬迁项目２６０万元、攀枝
花市第三十二初级中学校实验楼加固项目１００万元；
省级配套资金和省预算内攀西资金２０６４万元，涉及
项目７个，包括西区司法局业务用房项目４０万元、西
区计划生育服务站项目６４万元、四川攀枝花格里坪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３００万元、梅子箐水库
扩建工程１０００万元、攀创５０万吨／年处理钢铁冶炼
中间废渣低能耗、高效率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４００万
元、西区新庄农民安置小区１５０万元、攀枝花市西区
格里坪镇卫生院项目１１０万元；市级配套资金１３１５９
万元，涉及项目３个，包括西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９７

万元、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７５９万
元、卫生监督体系建设项目２７万元。

【申报老工业基地社会事业和产业项目】　 ２０１２年，
西区全面梳理老工业区在经济结构、体制机制和历史

遗留问题、产业发展、城市发展、节能减排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由区发改局撰写《西区老工业基地发展情况》

调研文章，列出《西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研究

提纲》，制订《西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课题实施

方案》《西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搬迁实施方

案》。拟订申报搬迁改造升级项目６２个，其中企业搬
迁改造类项目２７个，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２０个，
生态环境治理类项目８个，其他项目１个。

【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采取
实地勘察、专家评审和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的方式，加

强项目立项前可行性研究和投资预算审核，为区委、

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并提出建议。针对项目特

点，认真研究政策，开通绿色通道，使立项审批程序简

化而不简单。重点做好道路交通、卫生、教育及校安

工程等项目立项审批，全年完成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审

批１０１个，总投资９６亿余元。代理起草《西区政府
投资非经营性项目实行代建管理办法（２０１２年版）》，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程序的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规范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增加工程量的监管。

【招投标、比选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严格按照规
定开展公开招投标、规范比选的审查备案和全程介入

监督工作。实行关口前移，严格审查招投标和比选文

件，及时通过网上系统审核已备案招标文件，最大限

度防止招标投诉及合同纠纷的发生，保障电子招投标

工作的顺利进行。全年完成公开招标标段２６个，招
标控制总价２２４０６万元，成交总价１９２９４万元，节省
资金３１１２万元，整体节资率１４％。完成规范比选３４
个，其中采用固定价方式确定中选单位项目 １９个。
控制价总额２５４１万元，成交价总额２３１０万元，总体
节资率１０％。

【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并联审批】　 ２０１２年，西区深入
推行企业投资项目并联审批，提高企业投资落地西区

成功率。提前介入新建非政府投资项目，组织并联审

批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踏勘，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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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路多、办事难”现象。优化审批流程，实行“统一受

理、提前介入、同步审查、信息共享、公开透明、限时办

结”等措施，达到审批时限大幅缩短、报审成本降低、

监督约束强化、审批效率提高的目的，确保全区重点

建设项目顺利推进，实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预

期。全年受理企业新建申请１２个，完成企业备案 ９
个，总投资额２９亿元。

【解决区属改制企业遗留问题】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
按照《关于解决攀枝花市西区西兴印刷业有限公司改

制遗留问题的工作方案》，妥善处理该公司改制遗留

问题。成立攀枝花市河门口商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

遗留问题工作协调领导小组，经过重新梳理和研究，

确定新的工作思路和步骤，制订《河门口商场善后工

作方案》，稳步推进问题的解决。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强定点医疗
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的监督管理，规范其医疗服务行

为，保证群众尽可能享受医保实惠。顺利完成市医改

领导小组对西区２０１１年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
作目标任务考核工作。１２月底，全区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４８６８１人；将低收入家庭未成年人（含普
通中小学在校学生）新增为全额补助对象，其个人缴

费部分由政府承担；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实行市级统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支

付比例约为７０％；统筹地区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统筹
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３５万元，统筹地区城镇居民政
策范围内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３０万元；全区城
市低保家庭及低收入家庭累计医疗救助６２７３人次，
救助金额１９１６４万元，人均救助水平３４３１７元，完成
市达目标任务１６０元的２１４４８％。全区农村低保家
庭、农村低保边缘困难家庭及“五保户”累计救助６７５
人次，救助金额２２６２万元，人均救助水平４６４３８元，
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１７０元的２７３１６％，极大地缓解
了广大困难群众就医难看病贵问题。

（林志彬）

工业园区管理

【概　况】　 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攀枝花市
西区民营经济创业园区，以下均简称“园区”）位于西

区金沙江畔北岸，东至格里坪火车站，南至金沙江，西

至龙洞矿区，北至省道３１０线，规划总面积１１４７平方
千米。入驻企业累计达到６７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３７家。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民营经济创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园区管委会”）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科学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建

设，积极为企业协调服务，促进园区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１１７４亿元，继续跻身“百亿
园区”行列；实现工业总产值 １０９８亿元，同比下降
５４％；招 商 引 资 １１５亿 元，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１０２３％；园区、格里坪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１８８亿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１４９％。

【园区领导班子调整】　 ２０１２年１月８日，董之勇任

园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２月６日，张勇任园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试用期一年）。３月１５日，董之勇任园
区纪工委书记。４月１７日，易代泉任园区管委会副主
任（试用期一年），程相魁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挂职

一年）。９月２０日，周兴任园区党工委书。９月２４日，
周兴任园区管委会主任（试用期一年）。

【园区获“川商产业园”称号】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四
川省工商业联合会授予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

“川商产业园”称号，这是四川省第四个、攀枝花市第

一个获此称号的园区。作为 “川商产业园”，省工商

联将重点宣传格里坪工业园区招商引资项目，动员国

内外知名品牌和企业入驻，促进项目集聚发展，为开

拓市场、融资提供支持。

【园区被确定为省“十二五”第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园

区】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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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于公布“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单位

的通知》下发，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被确定为

“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其中攀枝花

市攀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示范

企业。该园区规划面积１１４７平方公里，是攀枝花市
重点规划建设的能源化工、钢铁深加工、建材产业基

地和重点工业园区，２００８年７月被确定为省循环经济
示范试点园区，２０１１年６月被确定为省成长型特色产
业园区（“１５２５”工程）。该园区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优

势凸显，以“４＋１”产业发展定位，基本形成煤及煤化
工、钒钛钢铁深加工及机械制造、电力、建材四大支柱

产业，并积极发展物流产业。按照“关小扶大、关劣扶

优、减短扶长、装备提升”的理念，坚持循环经济“减量

化、资源化、再利用”原则，淘汰落后产能，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依托“二次资源”优势，着力构建“煤焦化综合

利用循环产业链”“煤矸石综合利用循环产业链”“粉

煤灰综合利用循环产业链”“高炉渣综合利用循环产

业链”四大循环产业链，实现由初级产品为主向精深

加工为主转变，由粗放式发展为主向集约化发展为主

转变，推动产业向低消耗、高效益、循环型、生态型发

展，全面建设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积极打造国家

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重大项目建设】　 ２０１２年，园区重大工业建设项目
１７个，瑞津、天河２个洗煤项目如期建成试生产，翰通
１００万吨焦化、扬驰胶业、邦钛科技木质纤维素、西宇
生物紫金泽兰综合利用等项目在进行主体施工，长

衡、汉林、屹峻、建财、德佑５个洗煤项目完成土建并
准备主体施工，华益能源公司 ＬＮＧ、安华投资公司煤
矸石及粉煤灰项目、泰能工贸公司耐磨铸造铁、惠翔

工贸公司型煤厂、攀创工贸公司１５万吨铸造铁在进
行土建，众一煤化工公司１２万吨特种炭黑项目、大誉
工贸公司洗煤厂、恒动工贸公司入驻园区并办理前期

手续。

【洗煤集中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园区紧紧围绕“三个集
中”发展战略，坚定发展信心，真抓实干，全力推进洗

煤集中区建设。６月２０日，天河工贸公司技改搬迁项
目进行试生产。６月２５日，瑞津工贸公司新建洗煤厂
试生产。１１月２２日，惠翔工贸公司型煤生产线整体
搬迁改造项目签订入园协议，在办理安全论证等相关

手续。至年末，长衡工贸公司技改搬迁洗煤厂在安装

设备并办理相关手续，屹峻工贸公司技改搬迁洗煤厂

设计方案完成在办理建设相关手续，汉林工贸公司技

改搬迁洗煤厂完成了设计方案，建财工贸公司技改搬

迁洗煤厂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并办理建设手续，德佑工

贸公司洗煤厂完成堡坎修建并准备土建。

【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前期工程启动】　 ２０１２年２
月，攀枝花市西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７月
２３日，该公司紫茎泽兰（俗名“飞机草”）综合利用项
目前期工程启动。该项目主要利用新鲜或干燥紫茎

泽兰，经高温煎煮、液体发酵、过滤，制成生物农药，并

将废渣烘干制成生物有机肥料、活性炭、炭渣（生物质

燃料），实现其综合利用。项目占地３３３万平方米，
概算投资５０００万元，兴建有机生物肥料、活性炭、炭
渣３条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生物有机肥料５万吨、活
性炭５００吨、碳渣２０００吨，实现产值８０００万元。并
可减少西区及周边地区紫茎泽兰对农业、林业、畜牧

业生产和植被群落结构的破坏，有效控制有害生物紫

茎泽兰的蔓延，发挥生态治理效益和经济效益。

【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前期工作启动】　 ２０１２年２
月１０日，攀青煤炭物流中心（攀枝花电煤战略储备基
地）可研报告顺利通过专家评审。３月１９日，完成市
发改委项目备案。４月５日，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
前期工作在园区全面启动。该中心前身攀枝花市攀

青焦化有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发展现代物流

业。该项目位于西区格里坪镇苦荞村，占地１３８万
平方米，计划投资２７３亿元，拟建５万平方米标准化
仓储式电煤储备区及煤炭加工区、公路物流区和综合

配套区。建成后，可年产电煤１００万吨，对解决攀枝
花地区电煤枯用期供需紧张矛盾、完善格里坪省际物

流园区的规划布局、壮大现代物流业、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打造辐射川西南滇西北物流战略高地具有重大

意义。

【安华投资公司入驻园区】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攀枝
花安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华投资公司”）与

园区管委会签署入驻园区协议，标志着安华投资公司

粉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及煤矸石烧结砖循环经济项目

正式进入园区。安华投资公司拟建的年产５０万吨粉
煤灰综合利用项目，占地 ２６７万平方米，计划投资
５８００万元，采用烘干分选细磨先进生产工艺，投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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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销售收入５０００万元。拟建的年产３亿块煤矸
石烧结砖项目，占地５３３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２１８９
万元。建成后，每年可消化煤矸石４０万余吨，节约堆
放土地，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综合利用；投产后，

能提供２００余个就业岗位，可实现年销售收入９０００
万元、利润５０００万元。

【全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建成】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
日，攀枝花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在园区建成，为

在交通运输领域实施“以气代油”工程、利用新型清洁

能源起到推广示范作用。该加气站由华益能源公司

于２０１１年底开工建设，占地６６６６６７平方米，总投资
１３００余万元。投入使用后，将填补全市汽车油气能

源置换的空白，每天加气量达１５万立方米 ～２万立
方米，可满足数百辆各型车辆加注燃气需求，对创建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缅气入攀”工程、改善能源

消费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瑞津工贸公司洗煤厂建成投产】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
日，攀枝花市瑞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厂建成试生

产，为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中区第四个建成的洗煤

企业。该洗煤厂位于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中区，占

地２６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１日开工建设，总投
资４０００万元。建有选煤主厂房、原煤仓、皮带运输系
统、精煤堆场，设洗选原煤和精煤２条生产线，采用数
控加跳汰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为年洗选精煤３０万吨，
全面达产后年产值达到４亿元。

【德佑工贸公司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攀枝
花市德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佑工贸公司”）

在格里坪工业园区正式开工建设。德佑工贸公司原

为攀枝花市诚真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淘汰落后产

能、实施技改搬迁到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中区的新

建企业。德佑工贸公司预计总投资７０００万元，占地４
万平方米，采用国内先进的数控跳汰生产工艺、浮选

生产线，投产后可实现年洗选精煤３０万吨。

【扬驰胶业公司技改搬迁项目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８
月１８日，攀枝花市扬驰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
驰胶业公司”）技改搬迁项目立项，９月２６日正式开工
建设。扬驰胶业公司前身为攀枝花市橡胶总厂，因清

香坪“文化岛”建设，于２０１２年６月从原址搬迁入园

进行技改。该循环经济项目占地１１３万平方米，计
划投资１７００万元，年生产能力为１００００吨再生胶、
２０００吨橡胶制品、１０万米工业运输带。此为国家鼓
励发展的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类项目，将废

旧橡胶进行回收利用，通过调整传统产品配方、添加

环氧树脂以改变胶料特性，同时改进生产工艺，生产

物理性能达到特级标准的再生橡胶，变废为宝，实现

“二次资源”的循环利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６５００万元、利润５５０万元。

【泰能工贸公司技改扩能工程前期工作启动】　 ２０１２
年１０月２２日，攀枝花市泰能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泰能工贸公司”）技改扩能工程场平等前期工

作启动。按照西区工业发展整体规划，泰能工贸公司

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由格里坪镇新庄村搬迁入园进行技改
扩能。该项目选址于园区钢铁钒钛发电厂冷却塔侧

面，占地６６６６６７平方米，计划投资１０００万元。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５０００万元、年利税２００余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园区加快实施基础设施、
配套功能、环境建设，进一步完善路网、水网、电网等

设施。３月２７日，洗煤集中区次干路至众一煤化工公
司项目区道路设计方案通过评审。４月１日，园区整
体绿化设计方案通过评审，园区管委会将绿化任务明

确到各企业组织实施。５月１日，园区洗煤集中区北
线道路建成通车。５月９日，龙洞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开
工建设。６月２８日，园区洗煤集中区北线道路次干路
１号支线建成通车。９月２７日，园区德胜攀煤化工公
司至丽攀高速公路庄上出口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完成。９月２７日，园区翰通焦化公司至３１０
省道宁华路段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

１０月１７日，园区洗煤集中区次干路至众一煤化工公
司项目区道路工程施工图通过评审。

【园区北线道路次干路１号支线建成通车】　 ２０１２年
２月１０日，园区北线道路次干路１号支线开工建设，６
月２８日建成通车。该道路为格里坪工业园区洗煤集
中区北线道路和长衡工贸公司之间的连接线，全长

３２０米，路基宽９米，行车路面宽７米，人行道宽２米，
２车道，水泥混凝土路面，总投资３５６万元。该道路建
成通车，为长衡工贸公司按期投产打下坚实基础，为

园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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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绿化工程设计方案通过评审】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
日，园区管委会组织召开绿化工程设计方案评审会，

区国土资源分局、区发改局、区城管局等部门负责人

及有关专家参加评审。会议通过《格里坪工业园区

（洗煤集中区）主干道及厂区绿化设计方案》，并提出

修改意见和建议。该方案经四川绿彩环境绿化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现场查勘后，根据园区地形进行规划设

计。设计有洗煤集中区主干道绿化、企业厂区绿化及

山体造林绿化工程，实行乔木、灌木、地被及爬藤配

置，乔木以高山榕、小叶榕、攀枝花树、加拿利海枣等

树种为主，总造价５００万余元。

【洗煤集中区北线道路建成通车】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日，
洗煤集中区北线道路建成通车。该路段贯穿于园区洗

煤集中区，全长１２００米，路面宽１６米，双向４车道，沥
青混凝土路面，人行道、路灯、边坡绿化等设施完善。该

道路建成通车，为推进洗煤集中区１０家洗煤企业建设
和华益能源公司ＬＮＧ项目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龙洞 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开工建设】　 ２０１２年 ５月 ９
日，龙洞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开工建设。该变电站位于格
里坪工业园区龙洞片区，计划投资５４００万元，由攀枝
花网源电力建设工程公司承建。建成投运后，与园区

马上坪２２０千伏变电站形成自西向东电网，为园区经
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园区至丽攀高速公路庄上出口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完成】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园区德胜攀
煤化工公司至丽攀高速公路庄上出口连接线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该道路全长１４４９米，设计
等级为城市次干路Ⅱ级，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２０
米，路面宽１６米，双向４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２米，
行车时速为４０千米，投资估算总额４４５９６万元。该
项目建设将形成园区道路交通运输网络，有利于园区

建设发展，助推“两化”互动、产城一体建设。

【园区至宁华路段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

成】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园区翰通焦化公司至３１０省
道宁华路段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

该道路线路全长１８６１米，设计等级为城市支路Ⅱ级，
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９米，路面宽８米，左右硬路
肩各宽０５米，２车道，行车时速３０千米，投资估算总

额４４３２８万元。该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园区道路网
络，形成方便、快捷的内外交通体系，促进园区建设

发展。

【园区洗煤集中区次干路至众一煤化工公司道路施工

图通过评审】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园区洗煤集中区
次干路至众一煤化工公司道路工程施工图评审会召

开，原则通过评审。该道路３月１５日完成设计方案，３
月２７日通过评审，全长６５３米，设计等级为城市支路
Ⅱ级，沥青混凝土路面，路基宽２０米，路面宽１６米，两
侧人行道各宽２米，双向４车道，投资概算 １７２４万
元。该工程建设将缓解园区交通运输压力，为企业提

供良好发展环境。

【省市领导调研】　 ２０１２年４月７日，市委书记刘成
鸣到园区攀青焦化物流中心调研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市委副书记赵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海波参加

调研，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等陪同

调研。４月２５日，省工商联副主席谢光大一行调研园
区建设发展情况，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副区长代

华，区政协副主席、区工商联主席杨华友等领导陪同

调研。６月２６日，中共攀枝花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剡率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等市级部门负责人调研园区重大项

目建设，赵中、李兴华等区级领导陪同调研。７月６日，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如英调研园区建设发

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铭陪同调研。７月６日，市
政协副主席何群率领部分政协委员调研园区规划建设、

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等情况，区政协副主席何春琼

陪同调研。何群充分肯定园区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绩。

１１月１日，中共攀枝花市委常委许健民率市国土局、市
住建局、市环保局、市投资促进局等部门负责人到园区

调研，区委常委蔡永光等领导陪同调研。

【举办首届迎新春趣味运动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日，
园区第一届迎新春趣味运动会在格里坪工业园区举

行，区委常委蔡永光，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铭，区政

府副区长、园区党工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代华，区

政协副主席杨华友，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

等部门负责人和园区各企业负责人应邀出席开幕式。

迎新春趣味运动会设“楚河汉界”“龙腾虎跃”等６个
团体项目和“摸砖过河”“趣味射门”等６项个人项目，
格里坪镇政府、园区企业７支代表队２４０名运动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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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比赛。比赛结果，建材工贸公司、华益能源公司、汉

林工贸公司代表队分获团体总分前三名，德胜攀煤化

工公司、国正工贸公司代表队获优秀组织奖，格里坪

镇政府代表队、兆丰工贸公司代表队获体育道德风

尚奖。

【园区党建】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日，中共攀枝花市钢城
集团瑞丰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在园区成立。６月８
日，园区党工委组织召开中共攀枝花市西区民营经济

创业园区非公有制企业联合党支部成立大会，３０余家
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党员参加，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董之勇宣读《攀枝花市西区民营经济创

业园区工作委员会关于同意成立中共攀枝花市西区

民营经济创业园区非公企业联合党支部的批复》。该

联合党支部下设３个党小组，分别由建财工贸公司、
德佑工贸公司、攀青工贸公司３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员
代表牵头负责党小组活动相关事务。６月２９日，园区
党工委组织召开庆祝建党９１周年暨“七一”总结表彰
大会，表彰在园区党建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和作出突

出贡献的６个先进基层党组织、１６名优秀党员、５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和５名优秀党建联络员，并为华益能
源公司、兆丰工贸公司、金元洗煤厂、鑫铁物流公司、

西宇生物科技公司６个新成立党支部授牌。１０月１６

日、１１月２３日，先后成立九祥工贸公司和攀青工贸公
司党支部。全年新成立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９个，发
展正式党员１５名、预备党员１８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３０名。园区党工委所属党组织达到１５个，其中机关
党支部１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１４个（党委１个，党
总支１个，党支部１２个），党员达到２０５名。

【党内互助与捐资助困】　 ２０１２年，德胜攀煤化工公司
党委继续开展“挂、包、帮”活动，在春耕干旱季节从熊

家水库引水，向格里坪镇经堂村每天供水１０００吨～

１５００吨，确保全村稻田全灌溉。同时，为缓解庄上村饮
水困难，该公司党委结合学雷锋、献爱心主题实践活动，

送去１００件价值２０００余元矿泉水。３月３０日，该公司
党委积极参加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的“与党同心，为民

解困”活动，向仁和区平地镇捐赠打井取水资金１０万
元，帮助解决人畜饮水困难。５月１６日，德胜攀煤化工
公司积极参加市委发起的“在同一片蓝天下”慈善关爱

捐资助困活动，向西区慈善会捐款１００７７７元。该公司
党委春节、“七一”建党节前慰问困难党员群众，送慰问

金２７０００余元。在“金秋助学”活动中，该公司工会为２
名贫困大学生每人每年捐赠爱心助学款４０００元，直至
完成学业。 （易　林）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发生各类安全事故１０起，死
亡５７人，占控制指标１３人的３３８４６％。与上年１２起
死亡１２人相比，事故数下降 １６７％，死亡人数上升
３７５％。其中：道路交通事故３起，死亡３人，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均下降５７１％；煤矿事故７起，死
亡５４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上升 ７５％、
１２５０％。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区安监局”）向市安监局、区委办、区政府办上

报安全生产信息７１条，国家安监总局采用７条，省安
监局采用４条，省政府采用４条，市政府采用２条，区
政府采用２１条。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日，西区安全
生产工作会及第一次安委会全体成员会议在西城佳

园宾馆召开，区安委会成员单位、辖区相关企业及分

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矿长）１１２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区政府办主任、区安委会副主任吴伟主持。副

区长代华总结２０１１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
２０１２年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对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工作
提出具体量化考核指标。会议要求安委会成员单位

强化领导，围绕重点，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确保实现

全年安全生产目标。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代表区

政府与２１个区安委会成员单位签订《２０１２年度西区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９月１３日，西区第二次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区文化馆放映厅召开，区委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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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区长李兴华主持会议，区委书记赵中，区委常委、

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出席会议，区级各部门主要负

责人及涉煤企业代表 ５７人参加会议。会议通报
“８·２９”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情况及救援善后处理
情况，对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百日安全生产活动】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０日至２０１２年
３月３１日，西区开展 “百日安全生产活动”。活动以
“突出重点、落实责任、防范事故、确保平安”为主题，

围绕重点行业、重点场所、关键企业、关键部门开展安

全检查。检查煤矿３１０余人次，查出隐患２１９条，督促
整改２１９条。下达洗煤企业安全整改指令书８份，整
改隐患１５条。检查非煤矿山５３家次，下达检查指令
书５３份，查处隐患１３６条，整改１３６条。检查危险化
学品企业４６家次，下达整改指令书４６份，查处并整改
隐患１１５条。检查烟花爆竹安全１８次，出动人员１００
余人次、车辆２０台次，查处非法销售烟花爆竹３１封。
出动警力４７００人次、警车１６００台次，开展夜检８９
次，检查客运车辆 ６８００余辆，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８３５１起，暂扣证件 １８本，暂扣机动车 ３５辆，拘留 ９
人。检查食品添加企业１０家、食品经营户２３０户、餐
饮店５８家。出动执法人员２９４人次、车辆５３台次，检
查在用锅炉９台、电梯５１台、压力容器１２台、液化气
储罐１８台、压力管道２６７５米、气瓶９００余只、游乐设
施１０台、起重设备６８台、架桥机１台，发现隐患８处，
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３份。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６月，西区开展以“安全
发展、科学发展”为主题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区委

宣传部、区安监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

妇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２０１２年“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的通知》，成立活动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打非治违”、送安全到厂矿、

隐患排查等活动。６月１０日，区安监局等１１个单位
及辖区重点企业５１４人在清香坪步行街开展“安全生
产月宣传咨询日”活动，设置安全展板１４块，悬挂横
幅标语１６条，展示事故图片４０余幅，发放宣传资料
４０００余份、奖品２００余份，参加群众２０００余人，接待
咨询群众２００余人。安全生产月期间，设咨询台 ２６
个、宣传栏１０个，悬挂横幅和标语６０多条，张贴宣传
画６０余幅，出黑板报１２期，播放安全生产电影２２场；
排查治理隐患２１３条。

【煤矿瓦斯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安监
局代表西区政府与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以下

简称“省安科院”）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西区政府委托

省安科院对西区煤矿开展瓦斯现状调查，制订煤矿瓦

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方案，明确瓦斯治理体系的

建设目标、工作规范及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省安科

院２次派专家到辖区煤矿实地踏勘，编制《攀枝花市
西区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方案》。该方案

从瓦斯治理工作体系总体思路与目标、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主要工作任务、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划。

区安监局按照工作方案，稳步推进，后因发生“８·２９”
事故，西区煤矿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延后。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４月和７月，区安
监局 ２次召开安全质量标准化推进会，扎实推进煤
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冶金和烟花爆竹行业质量

标准化建设。至年底，西区质量标准化达到三级的煤

矿矿井有７家，达到二级煤矿矿井有２家；２家危险化
学品企业达到标准化二级，１家达到标准化三级；３家
冶金企业达到标准化三级。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 ４月 １６日，西区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工作会在区检察院召开，区安委

会成员单位及辖区部分企业５５人参加会议。会议制
订《西区关于集中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

行动的实施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并对“打非治

违”专项行动进行部署。６月２５—２９日，区安监局会
同区委目标督查办、区监察局对 “打非治违”重点部

门进行专项督查。８月６—１７日，开展“打非治违”联
合执法大检查，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５２起，下达各类整
改指令８份。１２月４日，召开打非治违“回头看”工作
推进会，要求汲取“８·２９”事故教训，深入推进打非治
违“回头看”工作。全年，西区查处煤矿非法违法行为

１４９起，下达整改通知书４２份，行政处罚２５万元。查
处非煤矿山非法违法行为１８１起，下达整改通知书２８
份，行政处罚３０００元。查处危险化学品企业非法违
法行为１４７起，下达整改通知书１６份。查处道路交通
非法违法行为４２６起，纠正违章１１１７９人次，行政处
罚９６５万元。检查在建项目２０个，查处建筑施工非
法违法行为４８２起，下发整改通知书２８份。查处消防
非法违法行为８４起，下达整改通知书２２份。查处民
爆物品非法违法行为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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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８·２９”事故抢险】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攀枝
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

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４８人死亡、５４人受伤，直
接经济损失４９８０万元。事故发生后，国家安监总局，
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赶

赴现场，调集专业矿山抢险、医疗救护、公安、武警、民

兵预备役等各方力量实施抢险救援，累计出动医护车

辆４９２台次、医务人员４７８５人次。四川、云南等 １１
支矿山专业救护队出动２３３队次２２１６人次，深入事
故矿井进行搜救，先后救出７名被困井下人员。９月
１７日，井下搜救工作结束。

【煤矿关停并转】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３日，区政府办公室
下发《关于成立西区煤矿关停并转工作组的通知》，成

立由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任组长，区委副书记邓

孝良、区委常委蔡永光任副组长的区煤矿关停并转工

作组。９月２０日，区委、区政府分别召开九届二十三
次常委会和十届十二次常务会，批准关闭姚家坪、道

中桥、老花山煤矿申请，决定关闭肖家湾煤矿。９月
２７日、２９日，先后在《攀枝花日报》刊登《关于对攀枝
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依法予

以关闭的公告》《关于对道中桥、老花山、姚家坪等三

家煤矿依法予以关闭的公告》，接受社会监督。至１０
月３１日，肖家湾、道中桥、老花山、姚家坪煤矿关闭工
作结束。辖区矿井从１６个减至１２个，煤矿企业进入
兼并重组阶段。

【安全社区创建】　２０１２年，西区按“一年打基础、二年
上台阶、三年见成效”的工作步骤，开展街道、乡镇安全

社区创建。６月，组织社区工作人员８人赴成都培训，
学习安全社区方案编制、工作要求、创建内容、验收标

准。８月１７日，区安委会组织召开西区安全社区建设
培训工作会，镇、街道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１２６人参会。
会议就全国、全省安全社区建设推进情况和西区安全社

区建设目标任务，以及西区安全社区建设工作措施、步

骤和标准进行讲解。９月，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检查指导
清香坪街道安全社区创建工作。１１月，组织召开清香
坪街道、玉泉街道、河门口街道安全社区创建工作会议，

协调解决创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各街道、格里坪镇试

点社区根据全区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安全社区建设。

【冶金企业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冶金企业８

家。全年，区安监局进一步强化冶金行业安全监管，

开展冶金行业统计，指导冶金行业规范完善企业档

案。４月、７月，召开冶金行业标准化建设推进会 ２
次，落实标准化建设时间、步骤，指导企业开展标准化

三级创建。加强现场检查，开展冶金行业“四危四防”

（“煤气作业，防中毒；液态金属，防喷溅；有限空间，防

窒息；粉尘作业，防危害”）为重点的专项检查４次，督
促企业整改并验收。

【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２０１２年９—１１月，市、区两
级安全生产联合检查领导小组率领市、区相关部门负

责人，邀请煤矿采掘、机电、通风等专家对西区８家煤
炭生产经营企业、１５家煤矿进行拉网式安全大检查，
查出地面隐患９３条、井下隐患１９５条，下达隐患整改
和处罚建议书。１１月１２日，区政府在区人武部召开
专题会议，对查出的煤矿安全生产隐患企业实行顶格

处罚。

【区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安监局把
２０１１年未完成整改的西佛寺景区排土场和翰通焦化
公司北面滑坡山体１号挡墙列为区级重大安全隐患，
继续整改。按照隐患整改“五落实”（项目、资金、设备

材料、责任人、进度落实）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区安

监局３次到隐患现场督促检查企业整改情况。年底，
２处隐患整改完成，等待验收销号。

【煤矿警示教育暨复产复工验收工作部署大会】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６日，西区煤矿警示教育暨复产复工验收工作
部署大会在金沙来大酒店举行，区委常委、区政法委

书记高继兵主持会议，相关部门领导、辖区产煤乡镇

（街道）主要负责人及分管领导、驻矿安监员，涉煤单

位部门负责人，辖区煤矿企业出资人、法人、经理、矿

长及副矿长等 ２１７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观看
“８·２９”事故警示片后，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法
院分别对煤矿企业安全责任进行法律讲解，攀西煤监

分局局长陈万国对“８·２９”事故进行剖析，区安监局
副局长何鹏对复产复工验收工作进行安排。区委副

书记、区长李兴华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要求各

单位狠抓安全不放松，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扎实做好

复产复工工作，开展煤矿安全技能培训，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建设好社会主义新矿山。

（李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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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５２７２
户，新登记１４２３户，资金总额７６５４万元。私营企业
设立登记 ８５９户，新登记 ７９户，注册资本（金）总额
７２６２万元。新办理户外广告登记１５户。新成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６个。新申报商标注册６件。依法核发食
品流通许可１０２１件，注销食品流通许可８１件，延续
食品流通许可７件，现做现卖备案登记６２件。办理动
产抵押１５件，价值５０７亿元。帮助企业融资４３７亿
元。区政务中心工商窗口指导办照１５８０户次。查处
各类违法经营案件９６件，其中无照经营案件６５件，不
正当竞争案件３件，商标侵权案件１件，抽逃注册资本
案件７件，违反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案件２件，广告案件
８件，食品安全案件８件，利用格式合同侵害消费者合
法权益案件１件，销售无翻新标识轮胎案件１件。无
行政复议或诉讼案件。受理消费者各类消费申（投）

诉４７件、举报５件、咨询８２件，投诉、举报件办结率
１００％，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２６９万元。

全年，利用“手机报”和“小科帮忙”电视栏目，发

送消费宣传彩信８２０条，制作消费电视节目４期，发布
消费警示７期，发放消费宣传资料３０００份，走访学校
７所、社区１２个。评定“守合同、重信用”省级企业２
户、市级９户、区级２７户。在国家、省、市级报刊（网
站）发布信息２９条，制编节目５期，国家工商总局网、
省市红盾信息网、区党政网等网站采用信息１２６条，
发布综合信息、政务要情１１篇。区工商局获各类荣
誉称号、表彰奖励３３项（人次）。

【年检验照】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工商局”）对辖区企业进行年

检，对个体户进行验照。２０１１年，辖区应检企业 ４２５
户，注销６户，迁出２户，吊销２６户，实际参检３９１户，
通过率１００％，网上年检率１００％。有正式个体工商户
４０８１户，验照３５８７户，吊销４９４户，验照率１００％。

【经营者无过错赔偿】　 ２０１２年１月底，消费者殷某
在陶家渡市场一日化店购买中草药祛斑霜，使用后脸

部红肿、眼睛充血。殷某多次要求给予赔偿遭拒。３
月８日，陶家渡工商所接到殷某投诉，立即组织人员
调查。经查，经营者销售的产品为合格产品，殷某使

用产品后的反应属过敏性体质导致，经营者无过错。

按照《民法通则》《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的相

关规定，由经营者向消费者进行无过错赔偿，一次性

支付消费者５００元。该案是西区首例经营者无过错
赔偿案。

【合同格式条款侵权整治】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西区
整治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专项行

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全区启动合同格式条款侵权整

治工作。３月中旬，开展整治宣传。６月６日，区工商
局完善合同格式条款监管机制，并将工作纳入 ２０１２
年绩效管理；各工商所确定１名副所长分管合同监管
工作，１名工商干部为合同专（兼）职工作人员。全
年，检查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企业 １１家、合同 １２
份，检查格式条款１２７条，查处利用商品房买卖合同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１件。

【农资市场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开展农资市场
整治，以复混肥、复合肥、掺混肥、钾肥、磷肥、尿素等

农业生产必需的农资产品为整治重点，重查格里坪销

售集中区、农贸市场等地，严查有效含量不足、“傍名

牌”及使用虚假标识等行为。行动出动执法人员１５０
人次，检查农资经营户７５户次，发现销售标识不规范
农药经营户１家，责令停止该农药销售。

【打击商标侵权及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
年，区工商局开展查处商标侵权行为、严厉打击销售

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全年开展专项行动３次，出
动执法人员１２５人次，检查经营户９６３户，查获销售仿
ＴＣＬ电视机案件１件，没收电视机３台；查获虚假宣传
案件５件；查获制假售假窝点１个，处罚款并以予取
缔；查获销售涉嫌仿冒食品１５０袋。开展节日市场整
治２次、农资市场集中行动２次，检查集贸市场和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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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个次、重点区域１６个次、印刷企业１４家次。

【重点行业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对辖区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开展集中整治，

以煤炭领域为整治重点。严格监管行政机关责令关

闭的３家煤炭开采企业，督促企业主办理注销或变更
登记，确保取缔关闭到位，防止死灰复燃。全年，排查

煤矿１６家、非煤矿山９家、其他涉煤企业６３家、涉危
行业３８１户，责令立即变更经营范围７户。对未取得
营业执照从事购买、销售煤炭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法进

行查处，查处案件４０件，案值６５万元。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０
日，《西区打击私挖盗采专项行动涉煤企业排查组行

动方案》出台。至２月８日，区工商局联合区经信息
对全区煤炭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向煤炭企业宣传与

私挖盗采煤炭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现场检查企业原

煤登记台账及进货票据，未发现非法从事煤炭交易行

为。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８人次、车辆２６台次，发放
宣传资料７０份，检查煤炭洗选加工、经营性企业 ７０
家，查获涉煤案件４０件。

【打击传销】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１４日，区工商局、区
公安分局结合西区打击传销工作实际，深入街道、镇

了解２０１２年度西区打击传销工作情况并听取建议，
指导开展传销打击工作。区工商局向街道、镇发放

《增强识别能力 防范网络传销》宣传资料 １２００份。
检查中未发现传销活动。

【猪肉检查】　 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区工商局清香坪工
商所执法人员在清香坪生活区集贸市场检查时发现

未检验检疫“白板猪肉”３０千克，立即实施查封并通
知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区农林畜牧局到现场将问题猪

肉销毁。１１月１４日，区工商局陶家渡、大宝鼎工商所
对各自辖区内流通环节猪肉开展专项检查，出动执法

人员２０人次、执法车辆５台次，检查屠宰场２户次、猪
肉经营户８２户次，未发现病死、注水和未经检验检疫
等不合格猪肉上市。

【食品抽检】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先后委托市质检所、
国家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成都站对辖区大型集

贸市场、超市内的熟肉制品、散装食用油、散装白酒、

调味品、豆制品等进行抽样检验，抽检样品４４批次２１
千克，发现３个批次的菜籽油棕榈酸、亚油酸、硬脂酸
超标，５个批次的小食品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１个批
次枸杞干水分超标，１个批次的菌干巴菌落总数超标，
瓦屋山蛋琪玛、营养多原味（配制型含乳饮料）、长沙

臭豆腐、乌梅酒、豆腐乳（白油）、地瓜干各１个批次标
签不合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对不

合格食品予以行政处罚。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结合食品安全
专项治理“百日行动”，组织开展流通环节食品专项检

查，对节前食品市场以及食用油、不合格啤酒、不合格

食品、含明胶食品等商品进行专项整治，检查辖区１７
个农贸市场食品经营２３９５户次，查获不合格食品１５０
千克，查办食品违法案件８件，案值１０７万元。

【广告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严格广告经营单位
登记，指导广告经营户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全年，对

全区２０户登记注册的广告单位进行资格检查，审查
率 １００％。登记户外广告 １５件，查处违法广告案
９件。

【无照经营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制定《西区工商
局关于进一步完善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内部工作机制

的意见》，将校园周边无证摊点、“黑网吧”纳入无照经

营专项治理范围进行重点监管。完善局、所联动监管

机制、案件查办抄告机制和《校园周边整治》《网吧整

治》等工作方案。通过治理，无照经营现象明显好转，

城区主干道、城镇其他区域的亮照率达９５％。全年，
出动执法人员２１０人次、执法车辆２９台次，排查学校
并发联系卡２２个，检查经营户３９８户次。制发宣传资
料１５００余份，向电信部门发函１次。取缔“黑网吧”２
户，查处无照经营案件５９件。免费向辖区个体私营
协会会员发放营业执照外壳４５００余个。

【商标培育与申报】　２０１２年２月，区工商局制定《攀
枝花市西区工商局商标品牌战略发展实施意见》，规

划以鸡、泉水鱼、苏铁山药、梅子箐芒果、竹林坡

核桃、金家村花椒等西区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发展重点

的西区特色农产品商标培育发展计划。５—７月，先后
开展“九阳”“晨光”“九牧”商标专用权的专项行动，

重点对市场、超市的小家电经营店和专卖店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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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点检查相关产品的外观标志、厂名厂址，向经营

户了解进货渠道，未发现有商标侵权行为。完成“龙

达面粉”“地摊火锅”“九鼎建材”“金江”知名商标和

“攀起”著名商标的申报复审工作，新申报注册商标６
件，成功完成助农商标———“攀泉”的注册工作。

【“３·１５”普法与“两进”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９—２０
日，西区各基层工商所先后开展以“健康消费、明白消

费”为主题的“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咨询活
动和“两进”活动。工作人员走访街道 １个、社区 ４
个、学校９所，发放消费维权、打击传销、食品安全等
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接受现场咨询２００余人次，解答
消费纠纷类问题５个、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２２个，接
受各类意见和建议３条。

【消费维权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对河门口街道
南街社区、摩梭河街道太平社区、陶家渡街道沟北社

区、格里坪村等６个社区（村）消费维权服务站点进行
走访，了解站点工作开展情况，对消费者反映较多、存

在食品安全隐患的超市进行行政约见，指出食品经营

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导商家合法经营。全年，处理申

（投）诉４７件、举报５件、咨询６５件，为消费者挽回经
济损失１９万元，办结率１００％。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创建工作会议】　 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１８日，区工商局组织召开西区“百城万店无
假货”示范街创建工作联席会，区委宣传部、区投资促

进商务局、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联络员９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区工商局副局长胡昌武主持。参会人

员针对示范街创建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交流

和沟通，要求强化各部门沟通与协调，明确各自职责

与分工，并就如何推进“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创建

工作进行讨论。

【“国卫复审”迎检】　２０１２年 ３—８月，区工商局在
“国卫复审”迎检期间，召开市场业主动员会２次、现
场会５次、协调会４次，悬挂宣传横幅２１幅。组织召
开“创卫”知识专题培训，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开展

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实行驻场责任制，督促５家市
场业主投入４０余万元对市场设施进行改造。全年规
范经营户９３８户，规范乱摆摊点５４０个，规范车辆乱停
乱放２５５台次，清理卫生死角１５５处，清理小广告１２４

处，圆满完成“国卫复审”迎检工作。

【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２月，区工商局
对辖区８９家企业走访调研，为企业提供相关咨询、答
疑解惑１０２人次。现场发放《企业登记服务指南》宣
传手册１１０份，让企业了解登记办事程序、期限、收费
标准、法律依据、登记格式样本及公司登记中的常见

问题，为企业注册登记做好前期准备。实行“提前介

入、专人导办、跟踪督办”的办事流程，抓好金沙水电

站、庄上丽新园艺、永兴煤炭等市、区重大项目落户工

作。各企业已顺利入住西区。

【星级文明市场评比】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组织相关
部门在全区开展星级文明市场评比活动，对１１个申
报星级文明市场进行评比。评出三星级市场１个、二
星级市场６个、一星级市场３个，区政府划拨４０万元
进行星级市场命名奖励。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１日，“２０１２年西区星级文明市
场命名表彰会”在区工商局会议室举行

【红盾帮扶】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对陶家渡街道沟北
社区、格里坪镇苦荞村进行“一对一”帮扶。根据被帮

扶单位实际情况，制订三年帮扶规划。立足“突出项

目扶持、注重引导发展经济”思路，以“找准项目、争取

资金”为关节点，以帮助贫困户“发展农业、兼顾副业”

为落脚点，制订详细的帮扶方案，为当地老百姓办实

事。全年，为苦荞村送去矿泉水２０件，捐款２７００元，
支助饮用水管道改造工程款７３００元，解决帮扶村社
工程性缺水问题。

【创业扶持】　２０１２年，区工商局贯彻落实国家创业
扶持相关政策，帮助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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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其中，下岗失业人员、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再就业６５人，返乡农民工再就
业７６人。西区个体私营协会为新设立企业会员、创

业投资者举办创业培训。全年，举办培训班２期，培
训１２２人次，印发创业宣传资料６００余份。

（李　靖）

国土资源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西区分局
（以下简称“区国土资源分局”）加强耕地保护，落实

基本农田责任制，完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地。吸取“８·２９”事故教训，
完善资源管理工作。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各种违法使用国土资源行为，

顺利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任务。

【耕地保护】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局严格落实各
项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动态巡查力度，严禁违法占用

耕地，并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增加耕地。年末，全区耕

地保有量１１３３６７万平方米，基本农田保有量３３３９
万平方米，完成市下达的耕地保有量不少于５７３万平
方米、基本农田保有量不少于 ２９７万平方米的目标
任务。

【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
源分局继续开展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在公

示各村社土地权属范围、面积、界线后，协同作业单位

根据公示后的意见进行第二次核查，主要对测量数据

有疑问的农房进行重新测量和对未测量的农房进行

补量。至１０月中旬，全区１０个行政村宅基地及集体
建设用地的外业核查全面完成并进行修改，同时对全

区３８６３户的内业审查情况进行公示。年末，集体土
地所有权证和使用权证均完成制作。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报批】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
局积极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及重大工业项目用地报批

工作。５月，组织上报紫茎泽兰一期、１２万吨炭黑、华
益能源、市三十六中小学异地重建等项目用地资料。

１０月１０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２０１２年
第４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下发，获批用地

４０７１８０平方米。１１月，组织上报紫茎泽兰二期、翰通
焦化、钛白粉一期、庄上新村酒店、金沙滩度假村等项

目用地２３３７４６平方米。市第９批次城市建设用地报
件待省政府批复。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局实施新
庄尖山泥石流应急治理工程项目和格里坪村二社、苦

荞村五社２个应急排危项目。新庄尖山泥石流应急
治理工程项目于２月开始工程招标，４月确定重庆市
地质灾害勘查设计院为监理单位，重庆市巨能建设公

司为施工单位。７月工程竣工，总投资４８０万元。驻
地位于格里坪村二社二○公司运输六队后山和苦荞
村五社金竹路山崖均存在岩体崩塌隐患，若不排险将

危及６００余人的生命财产安全。２项目通过构筑拦阻
网、加固危岩进行治理，于１２月竣工，总投资９０万元。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局配合市
国土资源局完成《攀枝花市矿业权设量方案》《攀枝花

市三区矿业权设量方案》的制订。完成各类资源统计

和费用征收、全区３２家矿山企业年度开发利用统计
和储量动态检测统计工作，以及区属２４家矿山企业
采矿许可证年检、３个探矿权年检初检工作。全年收
取采矿权价款 ９２１１８万元，矿产资源补偿费
８６３４１７５元。

“８·２９”事故发生后，按照省、市有关规定，认真
做好辖区煤矿关停并转工作，配合市国土资源局完成

扬帆公司道中桥煤矿与老花山煤矿、锦联公司姚家坪

煤矿姚家坪井、正金公司肖家湾煤矿４个关闭煤矿的
井下实测工作，扣押道中桥煤矿、老花山煤矿、姚家坪

煤矿姚家坪井３个关闭煤矿的采矿许可证，指导业主
收集资料、开展地质环境恢复和采矿手续注销的准备

工作。

·５１２·



!"#$%&%'()%&*+,' !"#$%&&'

!"#$%&'(

()*+

【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行为】　 ２０１２年，
区国土资源分局积极开展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违

法犯罪行为，全年出动车辆 ７４０台次、人员 ２７００人
次，检查运煤车辆２８００台次，检查覆盖率和违法现场
制止率均达到１００％。抓获无证开采人员８人，训诫８
人。炸封封堵打击私挖盗采责任区域内非法井口，做

到发现一口炸封一口，并建立井口炸封台账。全年炸

封井口１５口（含重复炸封）。

【土地巡回检查】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局出动土地

巡回检查车辆９４台次、人员２６４人次，检查９４次。有
效制止违法行为４４次，下达《责令停止国土资源违法行
为通知书》４４份，检查覆盖率和有效制止率１００％。

【卫片执法】　 ２０１２年，区国土资源分局根据国土资
源部下达的卫片图斑，扎实开展２０１１年度土地矿产
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立案查处违法用地３件，非立案
查处１０件，拆除建筑物６７１９７平方米，实现罚没收入
２９８１１万元，并通过省、市验收。

（陈　锐）

煤炭行业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区属煤炭经营企业 ７１
家，其中洗煤企业４２家，型煤加工企业３家，经营性企
业２６家。有大型国有煤炭经营企业攀煤公司１家。
受“８·２９”事故影响，西区煤及煤化工、电力生产要素
保障不足。全年原煤产量 ５１６３２万吨，同比下降
２４％；洗煤（含洗选精煤）１１６３１３万吨，同比下降
５３％；焦炭产量１５４５万吨，同比增长６１％。实现
煤及煤化工生产总值１２７１５亿元，同比下降５５％。

【煤炭保供】　 ２０１２年，西区在市经信委新的煤炭保
供目标任务下达前，继续按照《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煤炭
丰存枯用储备工作的通知》要求，日均供应电煤２７００
吨，日均供应主焦煤１５００吨，确保市煤炭供应和攀
钢、发电等重点企业用煤。“８·２９”事故后，全市所有
民营煤矿停产整顿，２９家年产６万吨以下煤矿彻底关
闭，煤炭供应紧张。西区组织人员北上新疆、内蒙古

和甘肃等省区，南下云南曲靖和贵州六盘水、盘县等

市县，西进云南华坪、宁蒗、鹤庆等地，同当地政府协

商，搭建合作平台，多措并举，调煤入攀。与市经信委

多次召集区内煤炭加工经营企业研究分析煤炭经济

形势，做好应急保供工作，这些企业在微利或亏损情

况下保障煤炭供应。并会同市经信委组织调煤入攀

的煤炭经营加工企业、攀青和鑫铁物流公司、巴关河

与格里坪火车站召开工作协调会，解决运力及装卸能

力不足的问题。全年保供电煤２１９３万吨，其中华电
四川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８９５６万吨，攀钢集

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发电厂４６１万吨，攀枝花攀
能化股份有限公司矸石发电厂８３６３万吨。向攀钢
（集团）公司保供精煤４６３万吨。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　 ２０１２年，西区按照省煤
炭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和使用办法，扎实开展煤炭价格

调节基金征收工作，认真审核，严格管理，督促企业足

额缴纳。全年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金３２４９万元（含
攀煤公司７５０万元），受到省煤炭价格调节基金调研
督查组的充分肯定。

【煤炭经营资格证年检】　 ２０１２年，区经信局完成７１
家煤炭洗选、经营、型煤加工企业相关资料初审工作

后，转报市经信委，并接受全省交叉检查工作组的复

查，煤炭经营资格证均通过年检。同时，协助攀枝花

金永兴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煤炭经营资格证申办

工作。

【控制煤炭外销】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加强巴关河、格
里坪货场的监管，境内铁路、公路出口未经市级相关

部门批准，一律禁止煤炭输出。西区煤炭管理办公室

进行不定期检查。“８·２９”事故后，根据市经信委要
求，全部停止货场外发煤炭，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查

处力度。全年出动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次、车辆５００余车
次进行检查，煤炭外销得到有效控制。

（王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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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技术监督

【概　况】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以下简称“区质监局”）加强质监文化建设和

软实力建设，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服务地方的能力

得到有效提升，行政案件结案率１００％，全年，无错案
发生。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加强窗口建设，窗口满意

率１００％。继续完善“攀枝花市西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网站”，加大政务信息报送力度。全年，四川安全生产

新闻网、四川新闻网等新闻媒体采用报道９条，国家
质检总局和省质检局网站采用信息 ４１条，市质检局
网站采用信息７８条，在市委、市政府网站挂出信息２４
条，在市公众信息网挂出信息３７条，在区质检局公众
信息网挂出宣传信息 ８６条。向市质检局和区委、区
政府报送政务信息８６条，向区委、区政府报送专题报
告各２篇。加强党员培养，３名预备党员转为正式
党员。

【开展“质量兴区”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紧紧围
绕“质量兴区、品牌强区”战略，做好品牌战略规划、指

导和协调工作。１月６日，区质量兴区领导小组办公
室召开２０１２年“质量兴区”工作联席会议，对辖区２８
家成员单位进行考核，考核全部合格。３月，区质监局
印发《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年质量兴区工作实施意
见》，形成政府引导、部门参与、社会推动的“大质量”

工作格局。

区委、区政府提出要把西区建成四川规模最大的

煤及煤化工生产加工基地，区质监局围绕政府中心工

作，提出建立四川省煤及煤化工检测中心。３月，完成
调研报告《攀枝花市西区建立煤及煤化工检测中心

（省级）的研究》，得到省、市质监局和区委、区政府的

肯定。

【完善质量档案】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继续补充完善
质量档案，完善“一企一档”制度，加强质量档案更新

工作，落实产品质量分类监管制度。针对调查发现的

质量问题，及时加强监管和跟踪服务，为政府宏观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至年底，完善企业质量档案８５个。

【质量监督】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加大对重点产品、重
点区域、重点企业监管和后续监督管理力度。对涉及

人身财产安全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添加剂、春耕农

资、液化充装站及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检查

１２次，完成全区重点产品定期、专项监督抽查 ４０批
次，重点工业产品抽查合格率１００％。

【品牌战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攀枝花鸡”
成功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攀枝花

鸡”成为西区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名牌产品，西区

产品有了“国字号”商标。同年，钢城集团起重运输机

械厂“攀起牌”起重机和攀枝花市龙达面粉有限公司

“攀雪牌”小麦粉获第十届四川名牌称号，成为西区２
个四川省名牌产品，品牌工作取得新成效。

【技术服务平台搭建】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开展“技术
服务企业，质量助推经济”活动，对３０余家企业进行
有针对性的技术帮扶，累计为企业减轻经济负担４００
万余元，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切实推动企业产品质量、

管理能力双提升。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食品生产小作坊
２５家，食品生产企业１２家，建档率１００％。区质监局
通过开展“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质量月”宣传
等活动，发放宣传资料４０００余份。落实《食品安全区
域监管责任制》，对４０家食品生产单位进行法律法规
培训。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２３２人次、车辆１２０余台次，
对全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及小作坊进行专项检查６
次，巡查食品生产单位８３家次，责令整改８家次，杜绝
重点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死亡人数为零。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加强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日常巡查，开展节假日安全大检查。对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大型起重机械等进行安全专项

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积极服务和指导整改，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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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重点工程建设安全。全年，检查各类特种设备

２３０余台（套）、液化气瓶９００余支，下达《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指令书》２６份，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整改率
１００％。“８·２９”事故发生后，区质监局积极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大检查，结合西区实际情况草拟《西区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规范》，规范全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使

用行为，有效消除特种设备安全隐患。全年，特种设

备事故死亡人数为零。

【生产许可证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加强生产许
可证发证后的监督管理，突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的监督，对生产工艺、关键质量控制点、检验实验室等

是否按照审证时标准生产进行监督。截至年底，西区

有１０家企业获得工业产品生产企业有效生产许
可证。

【食品生产培训与监督】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上午，西
区食品生产加工单位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培训会

在金沙来大酒楼召开，全区食品生产加工单位４０余
人参加培训。市质监局食品处处长黄顺全就《食品标

识管理规定》相关知识进行培训，要求食品生产企业

做好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并作好防“四害”记录，确保全

区食品安全。全年，区质监局出动执法人员８７人次，
对１２家食品生产企业及１７家食品生产小作坊从原辅
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产品销售等

环节进行全程跟踪检查，未发现企业使用非食用物质

及滥用食品添加剂现象。

【春耕农资打假】　 ２０１２年３月９日，区质监局在辖
区全面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整治工作，出动执法车５台
次、执法人员２２人次，对格里坪、大水井等８家农资经
营部销售的农药、化肥等农资产品进行专项检查，检

查各类农肥３００余吨、农药２０个品种、种子４类，对农
资产品计量进行现场检测，未发现缺斤少两、坑害农

民的行为。

【“双打”专项整治行动】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加大执
法力度，保护名优产品，深入开展“双打”（打击生产领

域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专项整治

行动。全年开展以手机、汽车配件、危化品、涉农产

品、食品用包装容器和食品添加剂等为重点的执法大

检查和专项打假行动１２次，办理各类行政执法案件５
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放心的购物环境。

【推进质量标准化】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深入推进工
业、农业、服务业标准化，在全区组织开展政务服务标

准化示范点工作，抓好区政务中心窗口便民服务工

作，利用短信将相关事宜告知服务对象。企业、群众

在收到短信后，可通过回复信息咨询办理年检、变更、

换证等相关事宜，构建有效的服务平台，提高工作效

率，方便办事群众，减少群众办事成本。全年，向企

业、群众发送短信４２００余条，收到咨询短信 １００余
条，所有咨询短信均一一回复。

【计量监督】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以民生计量为重点、
以能源计量服务为切入点强化计量监督，组织执法人

员对辖区使用计量器具的单位进行专项执法检查５
次。与市计量测试所协调，免费检定辖区７个集贸市
场在用计量器具１３００余台（件）。开展对重点能耗企
业监督检查和计量节能服务，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高耗

能锅炉能效测试，为其完善能源计量器具各种软硬件

提供技术支持，有效提高耗能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率及节能意识。

【“３Ｃ”产品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开展 “３Ｃ”产
品（电脑、手机、电视、数码影音产品及相关产业产品）

巡查４次、专项大检查３次，涉及电线、电缆、家用电
器、手机、汽车配件、儿童玩具等。累计检查生产企

业、经销商９０余家次，未发现重大安全隐患。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２年，区质监局办理行政执法案件
１２件，涉案金额２８万元，结案率１００％。对行政案件
按１５％回访抽查，办案准确率１００％。全年无行政诉
讼和行政复议案件。

（田运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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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地区生产总值８５６６９６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１３％。农业总产值（现价）１４９２４万
元，同比增长 １０２％；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６５９７２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３３４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６０６３１７万元，同比增长３８９％。地方财政一
般预算收入２１１３７万元，同比下降０５％。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１８３０元，同比增长１５７％；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７２元，同比增长１４１３％。

【国民经济发展统计】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统计
局（以下简称“区统计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规定及国民经济核算制度要求，按季准时

核算西区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并及时上报市统计局。

准确提供的相关数据，成为区委、区政府领导了解西

区国民经济实力及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发展变化、

制定政策进行经济管理与调控的依据。全年，西区地

区生产总值实现 ８５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３％。其
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增０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０％；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７２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２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１％。
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为０９∶８４７∶１４４，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依次为０３％、８７３％、１２３％。

【“两个收入”统计】　 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加大辅助调
查员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力度，定期不定期对新抽中的

调查户进行访户。严格按照统计调查规范要求，开展

每个季度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入与支出定期报表工

作，开展全年农村住户基本情况、人口与劳动力就业

情况、家庭现金和非现金收入与支出情况年报表工

作。全年访户２次，圆满完成西区“两个收入”的调查
统计工作。通过访户，增强记账户的信任感，提高他

们对统计工作的理解与配合，能更好地记全账、记好

账、记实账。全年，西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８３０元，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２９６２元，同比增长１５７％；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７２元，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１２９７

元，同比增长１４１３％。

【专项调查】　 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在完成各项专业统
计工作的同时，主动介入组织工作满意度调查、生猪

调查、农村住户调查、畜禽监测调查、城镇住户调查、

企业景气调查、文化产业调查、限额以上服务业样本

抽样调查、千名群众评机关统计、省市人才调查、“三

大主题”教育活动调查及平安建设满意度调查、宜居

城市建设调查、环境质量调查、２０１２年预期调查等其
他临时性调查，并将调查汇总反馈给牵头单位。

【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组织区
委编办、区民政、区工商、区国税、区地税等部门开展

行政资料互换，安排专人负责资料互换工作。各街

道、格里坪镇落实名录库相关工作，及时对所辖区域

新增、变更、退出企业进行更新和维护，并组织企事业

单位人员培训２次。
为使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能顺利进行，按照

省、市要求，区统计局在名录库建设基础上协同相关

部门、街道和格里坪镇开展基本单位清查工作。精心

组织、严格要求清查单位做好组织、宣传、培训、入户

调查等各阶段工作，并组织各级统计人员培训４次。
清查全区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１０００多家，主要
对组织机构代码、单位名称、详细地址、联系电话等基

本信息和营业收入、从业人员、资产总计等经济信息

进行全面的更新和维护。

【统计资料编发】　 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完成各专业统
计资料编制发布工作，撰写《统计分析》２０期，按月编
发《西区统计》《工业生产快报》各１１期，报送信息简
报１１１期。编辑出版《近年西区主要统计指标统计分
析》，全书收录税收与财政、农民收入、工业、投资、社

会消费品零售、服务业、能源研究报告 ７篇。编纂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年鉴》，规范资料内容，限
定出稿时间，精心设计版式图片，１０月顺利完成该卷
年鉴的编纂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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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执法】　 ２０１２年，区统计局严格按照程序，对全
区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执法检查，主要对各单位

是否配备专兼职统计人员、是否具备统计从业资格，

上报数据是否有原始凭证、是否真实准确，是否规范

设置统计台账等方面进行检查，重点抽检劳动工资和

商贸专业９家单位。未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

【统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区统
计局在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以下简称“市十初级

中学”）举办统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全区行政、

企事业单位２２０名统计人员参加培训。结合专业报
表中所涉及的统计制度、统计指标、报表报送等内容

进行培训，工业、能源、投资、商贸等专业人员逐一进

行讲解，听课率９８％。

【统计从业资格培训考试】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７日，区统
计局在市十初级中学举办２０１２年西区统计从业资格
培训，全区 １５６名统计人员参加，比 ２０１１年增加 １９
人，同比增长１３５７％。特邀市统计局专家授课，对学
员进行专业理论和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培训。９月１６
日，西区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在市十初
级中学考点举行，全区１５６人参加考试，市统计局副
局长戴仕军、办公室主任肖文才巡考。６个考场分布
合理，设置规范，纪律严明，秩序井然，未出现舞弊现

象。考试结果：１０２人考核成绩合格取得统计从业资
格证书，合格率达到６５４％。 （袁　香）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西区基本单位名录库清查核对工作培训在区政务中心举行
（区统计局供稿）

审　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审计局（以下简称
“区审计局”）完成年初计划审计项目１５个，计划外项
目５６个。审计查处管理不规范资金２４５０８万元，提

出审计建议３６条。完成工程投资审计项目６１个（年
初计划项目５个、计划外项目５６个），完成经济责任
审计项目５个。审计项目建设资金８２４８７９万元，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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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减高估冒算金额１３５７７１万元，审减率１６４６％。

【财政预算审计】　 ２０１２年５—７月，区审计局对西区
２０１１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就
地审计，主要检查预算收入和支出情况、预算批复与

拨付情况、各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各项政府性基金、

行政性收费项目的设置、规模、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

以及税收减免情况。

经审计，２０１１年西区地方财政收入２８０４０万元，
比上年增收３５５２万元，同比增长１４５１％。其中：一
般预算收入２１２３７万元，基金收入６８０３万元；地方财
政支出７１０５７万元，比上年增支１７９０１万元，同比增
长３３６８％，其中一般预算支出６１４１４万元，基金支出
９６４３万元。

审计表明，区财政局提供的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

反映了西区２０１１年财政收支状况，全年预算编制、调
整、执行基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有关财

经法规规定，２０１１年西区财政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
的经济目标任务。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０１２年７—１０月，区审计局对区
安监局原局长吴顺友、区经信局原局长吴伟、区环保

局原局长周兴、区司法局原局长秦先明进行经济责任

审计，提出审计建议１２条，均得到采纳。被审计单位
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和其他相关情况显示，４名领导
干部不存在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２０１２年４—５月，区审计局对
区地税局２０１１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
行就地审计。２０１１年入库税金５２２３６７万元，其中中
央９１５１６万元，省级９４４８５５万元，市级２００５７１３
元，区级１３５７９万元；待清理税金２８３５３万元，其中
关停企业呆账税金１４２３８万元，空壳企业呆账税金
１４１１５万元；减免税金１２０７８２万元，其中省级减免
土地使用税３０４９１万元，市级减免企业所得税（含下
岗再就业减免）８９７３９万元，区级减免营业税５５２万
元；提退税金４１０５万元，其中减免退税３１４万元，误
收退税３７９１万元。２０１１年初固定资产余额９５５５８
万元，年末余额１０１０３９万元，当年新增１６３１３０元，
调出、报废减少１５０００元；暂付款余额０元，暂存款余
额１２５７元。２０１１年初机关经费余额２８３２万元，全
年收入１３２３７８万元，其中拨入经费１３１６２万元（省

级 ５３８５６万元、市级 ２２９６２万元、区级 ５４８０２万
元），其他收入７５７万元；全年支出１３１２７３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１１７３８７万元，教育支出７５６５
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５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 １５２６万元，其他支出 ４２９５万元；年末结余
３９３６万元。２０１１年代征代扣税款收入 ３７１６９８万
元，其中税收收入３６８７７万元，其他收入２９２７万元
（含２０１１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代征手续费１４３９万
元）。

５—７月，区审计局对区发改局２０１１年度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就地审计。单位预算情

况：２０１１年收入预算１９３４８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１９３４８万元，其中基本工资５４９２万元，其他商品
和服务 ８１万元，退休费 ３０６４万元，住房公积金
８４２７６元，生活补助３８７０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支出１０５００元，劳务费１７０５万元。２０１１年预算追
加１５５８７４万元（基本支出追加５２５８万元，基本支
出追减６４万元），项目支出追加５７２５６万元（省级
专款２０万元，市级专款１２５万元，区级专款４２７５６万
元），项目支出追减６０万元（区级）。单位经费收支情
况：２０１１年初固定资产余额 ２５０５５万元，年末余额
２５０５５万元，固定资产当年无变化；收入 ７８６５３万
元，其中拨入经费７５１８３万元，其他收入３５万元（市
国企改革办付金沙水泥公司改制遗留问题奖励经费

３０万元，攀枝花鑫铁物流公司参加物流博览会费用５
万元）；决算支出 ７３９７４万元（实际支出 ７４４６２万
元，年终决算调整经费超支４８９万元），其中工资福
利支出１１２５７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４０５３６万元，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２２１８７万元；公务接待费支
出１０６６４万元（“基本支出”中列支１３２４万元，“项
目支出”中列支７２１４万元，“暂存”中列支２１２７万
元），车辆费用支出 ４５８万元（“基本支出”中列支
５７１万元，“项目支出”中列支１７５９万元，“暂存”中
列支２１５９万元，“暂付”中列支０９１万元）；年末结
余１７０７万元，其中基本支出结余５５５万元，项目支
出结余１１５２万元；暂付款２０１１年初余额５３４６５万
元，年末余额６５９２４万元（年终超支３１６１２万元）；
暂存款２０１１年初余额５６９２４万元，年末余额７４９０６
万元。审计结果表明：区发改局的预算收支基本符合

国家有关预算和财经法规的规定，会计处理基本符合

会计法、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规定，所提供的

会计资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年度财务收支情况；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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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部门的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有待健全。审

计发现一些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的问题：报销手续不

完整———财务报销未严格执行《攀枝花市西区机关财

务管理和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部分报

销单据未经单位一把手签字同意，报销签字手续不完

整；差旅费报销不符合规定———差旅费报销存在未经

区级分管领导批准乘坐飞机全额报销的情况；暂存、

暂付款余额较大，并且部分项目所涉及时间较长；预

算执行中，未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存在超支现象。

１０月，区审计局对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以下
简称“市十二中”）２０１１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情况进行就地审计。市十二中是西区人民政府主

办的唯一一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系区财政全额拨

款的事业单位，２０１１年末有教职工１２６人，其中专职
教师１１４人。预算指标情况：２０１１年初预算 ５２９３６
万元，其中工资性支出（事业）２７９０４万元，离退休费
１２５８１万元，住房公积金６６２１万元，学生公用支出
４４万元，疗养费１１２万元，临聘人员费用３１万元；
追加预算５７５３８万元，全年预算总计１１０４７４万元。
财务收支情况：２０１０年结余１７１万元，２０１１年事业收
入１７７４３４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１１０４７４万元，
事业收入５００２１万元，事业基金弥补财政收支差额
１６９３８万元；事业支出１７１５８７万元，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８４８５９万元，产品和服务支出４３９３７万元（招待
费支出６０６２万元，培训费支出４７９９万元），个人和
家庭支出３９６６４万元，资本性支出３１２８万元，２０１１
年末事业结余６０１８万元。１０月２２日，审计人员在
市十二中财务室对库存现金进行清点，库存现金

６１６４１元，与现金日记账现金余额相符。截至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暂付款余额为４０４７２万元，暂存款余
额４４１７９万元。经审计，市十二中各项财政财务收
支符合国家有关财经法规规定，所提供的会计资料比

较真实地反映了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较好地执行了有

关财经制度；收取学生学杂费等费用收据做账联未交

予区支付中心财务做账。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　 ２０１２年２—４月，区审计局对
西区社会保险基金（含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救助资金、

社会福利资金）的筹集、管理、分配、使用等情况进行

就地审计，重点审计西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区人社

局、区民政局、区卫生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和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残联等单位，并延伸调查企业８家、村（居）

委会３个、医院１家，对有关情况追溯到２０１１年以前
年度。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西区人民政府

认真贯彻“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

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不断健全完善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城镇从业人员和非

从业居民的城镇社会保险体系日趋完善。在覆盖城

镇从业人员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和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五项基本保险制度的基础

上，２００７年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１１年
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将城镇非从业居民纳入

社会保险范围。以“新农合”“新农保”为主体的农村

社会保险制度快速推进，２００８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同年开展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试点，将农民纳入

养老保险范围；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逐步建立并完善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地农民纳入保障范围。以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

成，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先后建立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线的家庭进行救助；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先后建立农村和
城市医疗救助制度，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农村“五保”供养和
自然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完善。以助残、扶

老、救孤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制度初步建立，１９９１年建
立残疾人福利制度，２００９年建立老人福利制度，２０１０
年建立社会散居孤儿等弱小群体的儿童福利制度。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区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０６３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００５万人、农村“五

保”供养对象２２人，分别比２００５年底增长 －３３４７％、
１４８９５％、２４４４４％；２０１１年全区使用城乡医疗救助资
金资助０４８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直接救
助城乡居民０６５万人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区建立社
会福利机构 １个，收养性福利机构配备床位 ２４个。
２０１１年，全区城市低保月人均标准２７５元，月人均补助
水平２６４４２元，分别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６１７６％、１６９８０％；
农村低保月人均标准１００元，月人均补助水平８９１１
元，分别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６６６７％、６０１１０％。２０１１年全
省城市和农村医疗救助人均救助水平分别为２７９４９
元、１２９２４３元，分别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８１２１７％、１０７８％。
２０１１年开始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社会散居孤儿基本
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６００元。２０１１年各级财政投入各
项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资金２４１２５７万元，比２０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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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１０４８２１万元，增长７６８３％。其中：中央财政和
省、市级财政投入２１８４４万元，占９０５％；区财政投
入２２８１７万元，占９５％。

审计结果表明，西区不断加快完善覆盖城乡居民

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取得

显著成效。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西区先后建立新农保、城
居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１８项社会保障制度，将城
镇非从业居民、农村居民、城市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纳

入社会保障体系。２０１１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入
新农保补助资金 ６８４万元，惠及 ９４１名农民；投入
１７５万元，补助８８００名农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参加
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

入２０６６４１万元，发放６８００名城乡低收入人员的最
低生活保障金。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
均标准年均增长７６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向全区城乡
困难群众６９２９万人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医疗救
助惠及７２７万人次。２０１１年，全区社会散居孤儿２１
人，收养老年人２人，社会福利企业吸纳４１名残疾人
就业。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向４００人次发放失业保险金。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区有６个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机构实行基本药物的零差率销售，新农合药品费

降低，人民群众就医负担减轻。２００５年，全区建立社
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使低收

入人群能够享受较好的保障。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投入自
然灾害救助资金１９０８万元，购冬春粮１５８７万千克，
救助８０８０人。２００８年“８·３０”地震发生后，拨专项
资金１０９２６万元，为受灾群众建房１４间，维修加固房
屋２７９间。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全区有２８０４名、２９２０名、

１８７７名进城务工农民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基本
医疗、失业保险。截至２０１１年底，被征地农民６１３人
被纳入社会保障。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区各项社会保
险基金累计结余４０６８５万元，存储于各地金融机构，
增强了信贷投放能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审计发现，全区在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和社会保障

资金筹集、管理、使用，以及业务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

足，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０１２年，区审计局完成西区
玉泉广场道路连接线、西区城市棚户区改造格里坪安

置点一期场平工程、市三十二初级中学男生女生宿舍

维修加固项目、苦荞箐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市十二

中搬迁工程中运动场土建工程（含看台及人防地下室

等）５个计划内项目审计，完成５６个计划外项目审计，
涉及２２个机关事业单位，审计建设项目资金８２４８７９
万元，节约建设资金１３５７７１万元。审计发现：以上
项目普遍存在工期延误现象；部分项目因勘察设计单

位的失误，造成较大工程变更；部分项目因招标代理

机构的失误或代理机构计算工程量清单欠准确，造成

施工工程量超过清单量，使工程造价高于合同价；部

分建设程序不符合要求，主要是增加工程造价部分未

经区政府常务会讨论决定就实施。经审计，提出如下

意见建议：认真执行国家和西区人民政府有关建设项

目的政策法规制度，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按照建设项

目程序办事，完善有关手续；健全完善工程资料的保

管制度，认真收集、整理竣工决算资料，保证工程资料

的完整性。 （李　涛）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药品零售企业６０家（药
品零售连锁３７家，零售单店２３家）、医疗机构１３４家
（牙科诊所、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站和

村或单位卫生室、个体诊所）、疫苗接种单位２０家、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１５家。攀枝花市西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以下简称“区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管餐饮服

务单位 ５５３家，监管保健食品、化妆品经营单位

１６３家。
全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出动药品执法人员１９４４

人次、车辆３４９台次，监督检查药品经营企业６０９家
次、医疗机构 １００２家次、医疗器械经营和使用单位
３６３家次，立案５件，结案３件。出动执法人员２３００余
人次、车辆５００余台次，监督检查餐饮经营单位９４６户
次，立案３件，结案３件。接受群众举报１４起，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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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起，举报投诉处理率和上级交办案件处理回复率均
达到１００％。收罚没款１７万元。全年未发生食品和
药品安全事件。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开展饮食用药咨

询、辨识假劣药品、免费换过期药品等方式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宣传。全年进行食品药品宣传６次，受理群
众咨询９００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安全宣传资料２５
万份、读本１０００册份、挂图５００份，发放价值３０００余
元的药品。

【药、械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１—４月，区食品药品监
管局对辖区内使用有医用氧的２３家医疗机构购进、
使用医用氧的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以工业氧或其

他压缩气体冒充医用氧使用的行为。督促指导医疗

机构建立医用氧管理制度、建立医用氧供应商档案，

严格履行医用氧的购进、审核、验收、使用等程序。

１—７月，对辖区６０家药品零售药店是否存在违规销
售“盐酸克伦特罗”行为，７０余家医疗机构是否违规、
大处方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等“瘦肉精”类兴奋剂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未发现有违规购进、销售和使用盐

酸克伦特罗等“瘦肉精”类兴奋剂的情况。对涉药单

位经营使用“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等药品的行为

进行规范。全年进行药、械专项整治１０次，出动药品
执法人员１０５０人次、车辆２０５台次，监督检查药品经
营企业４００家次、医疗机构６０２家次、医疗器械经营和
使用单位２０３家次。

【节日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元旦、春节、劳动节、中秋
节、国庆节期间，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在全区开展食品

药品专项整治，着重查处无证经营、火锅店使用劣质

油料、火锅底料原料、餐饮器具清洗消毒不彻底、药师

不在岗销售处方药、药品购进不规范不合法、制售假

劣药械等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出动人员１５００人次，
检查６５０户次，下达限期整改监督意见书５００余份并
督促相关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整改到位。

【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３—４月，区食品
药品监管局进行辖区猪肉专项整治，以大型餐饮单位

及部分学校食堂为重点监管对象，以猪肉产品采购验

收和进货台账记录为重点检查内容。出动执法人员

１００余人次，检查餐饮服务单位３４家，对部分未落实
猪肉产品索证索票制度和未有台账记录的餐饮单位，

执法人员现场下达限期整改监督意见书３２份。３月、
９月，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展学校食堂专项整治，出动
执法人员８０余人次，对６所学校食堂、３２家托幼机构
食堂、６８家校园周边餐饮单位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部
分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存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不齐

全、食品留样不规范、采购食品及食品原料索证不齐

等问题，执法人员下达限期整改监督意见书５０余份，
相关餐饮单位和学校食堂在规定期限内整改完毕。８
月底至９月初，“８·２９”事故救援期间，区食品药品监
管局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０余人次，对肖家湾矿山食堂实
施２４小时卫生安全监管，对辖区大中型餐饮企业进
行重点排查，确保非常时期辖区餐饮食品安全。对西

区１２家煤矿食堂和格里坪工业园区１１家企业食堂进
行调研和指导，与企业负责人沟通协调，完成对２家
矿山食堂和１家工地食堂硬件整改指导，填补区食品
药品监管局对企业食堂监管空白。全年，开展餐饮食

品安全专项整治１０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２００余人次、
车辆２６０余台次，监督检查餐饮经营单位５６０户次。

【小餐饮店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对辖区小餐饮店进行专项整治。制定小餐饮单位（经

营面积１５０平方米以下）整治标准，规定“门前三包”
到位、店堂整洁干净、标识统一规范等。出动执法人

员４６２人次，监督检查小餐饮店１５２户，责令整改９５
户次。经整改，小餐饮店持证经营率为９５％，达到整
治要求。

【保健化妆品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５—８月，区食品药
品监管局对声称有“壮阳”“改善性功能”等作用的保

健食品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对康爱斯螺旋藻片等假冒

保健食品和化妆品进行清查。出动执法人员 ６０人
次，检查９０户次，未发现假冒保健食品和化妆品；对
索证不齐全，索票不及时的２０余家经营单位下达监
督意见书２０余份。

【药品广告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加强
药品广告整治，制发《关于禁止药品零售企业有奖销

售、销售药品附赠药品或礼品行为的通知》《关于开展

违法药品广告整治的通知》对药品经营企业药械广告

行为进行规范。禁止药品经营企业店堂张贴非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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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广告、保健食品广告，禁止集贸市场分发药品广告

传单等行为。责令１２家药品经营企业撤除店堂内无
批文药品广告，对７０味珍珠丸等１５个严重违法药品
广告品种实施暂停销售处罚。

【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
局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动态等级评定表”量

化标准，对餐饮服务单位许可管理、人员管理、场所环

境、设施设备、采购贮存、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品添

加剂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价，确定 Ａ、Ｂ、Ｃ三级信誉等
级。全区量化评定餐饮服务单位５０５家，其中 Ａ级２
家，Ｂ级１１０家，Ｃ级３９３家，量化分级率达到９５％。

【餐饮、药品经营许可】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政务中心窗口受理餐饮许可申请４１５户，核发餐饮服
务许可证３０４张，注销许可证７５户；受理药品许可申
请４户，核发药品经营许可证４户，办结率１００％，无
逾期件。办理餐饮服务从业人员健康证２４１８本。

【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加强对涉药单位工作人员药械不良反应监测宣传，下

发《西区药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工作考核办法》。

经考核，辖区２家优秀单位和８个先进个人受到表彰。
全年，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知识宣传和培训９次，收集

上报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１４５例、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９例，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连续五年全市排名第一。

【药品抽验】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完成８０批
次药品抽检。其中，基本药物抽检６５批次，占抽检批
次８１％，基本药物抽检比率大大提高。检验发现有１
个批次的药品不合格，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对该药品进

行立案查处。

【胶囊药品清查】　２０１２年４—１２月，区食品药品监管
局开展３次铬超标胶囊剂药品拉网式清查，出动执法
人员１１０余人次、车辆５３台次，检查零售企业１８０家
次、医疗机构４００余家次，未发现辖区内有经营或使
用铬超标胶囊剂的单位。要求２２家涉药单位暂停销
售和使用９家通报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６７个品规胶
囊产品，协助厂家召回已售出的４个品种６批次１０８２
粒胶囊。

【信息发布】　 ２０１２年，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编发简报
信息４１期。其中，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采用２
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采用８期，市公众信
息网采用２期，区公众信息网采用２期，区党政网采用
２０期。

（何　丽）

物价管理

【市场价格监测与行政事业性收费年审】　 ２０１２年，
区发改局完成市场价格监测报表５０份，其中涉农价
格报表４份，四川省城市居民食品价格监测表（转派）
１８份，攀枝花市特色农产品价格监测报表１２份，四川
省食品和农资价格应急监测周报表１６份。物价分析
每月１篇，全年完成１２篇；完成物价专题调查分析３
篇。审验收费许可证３２个，收费年审总额 ４４４１２９
万元，年审率１００％。大力推行收费公示制度，增强行
政事业单位收费的透明度，从源头上杜绝乱收费现象

发生，全年收费公示面达９０％以上。

【案件办理】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切实履行价格举报
工作规定，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办理质量，全年受

理价格咨询投诉举报３４件，其中来电 ２７件，来访 ３
件，转办件４件；办结３４件，办结率１００％。

【价格认证】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价格认证中心完成
各类价格认证案件１２０件，标的额２００余万元。其中：
涉案物品价格鉴证案件９２件，标的额１２０余万元；交
通事故车辆、财产损失案件１９件，标的额７０余万元；
其他价格认证案件９件，标的额１０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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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报道】　 ２０１２年，区发改局开展“消费与安全”
为主题的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型法制宣传
活动，并以质量兴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身份参

加“２０１２年质量月”宣传活动，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等法

律法规５００余份。全年在省级以上刊物（专业网站）
发表价格新闻报道（文章）１０篇。

（林志彬）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５日，“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确保饮食用药安全”宣传活动在清香坪步行街举行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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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１
项，获攀枝花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
获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１家、省级创新型企业培育
企业１家。申请专利３５件，获攀枝花市知识产权工作
二等奖。申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１项、四川省科技
支撑计划等项目１５项，申报市级科技项目并批准立
项１１项，申报市级成果转化项目１项。争取市级以上
项目经费６８５万元，其中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资
金５３０万元，中小企业早期扶持资金３０万元，科技推
广活动专项经费１０万元，市级项目经费１１５万元。安
排区级科技项目３个，项目经费１８万元，其中Ａ、Ｂ型
发泡剂生产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经费６万元，钢铁冶
炼中间废渣低能耗与高效率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经费９
万元，攀枝花市西区产城协同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经费

３万元。区财政安排应用技术研发资金２０万元，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投入技术开发经费３７００万元。雅化集
团攀枝花恒泰化工有限公司被确定为第六批省级创

新型企业培育企业。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以下简称“区科知局”）邀请市农牧局、市农林科学

院、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农业技术专

家，在格里坪镇新庄、格里坪、庄上、苦荞、滥坝、大麦

地７村举办芒果、蒰柑、葡萄、枇杷、山药、鸡等生
产管理技术培训班３８期，２０４９人次参培。

【宣传培训】　 ２０１２年，西区组织开展冬季送科技下
乡、“科技之春”科普月、专利宣传月、科技活动周等主

题宣传活动，全年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万份（册），出科普
专栏、板报２６６期，展出展板、挂图２１０块（幅），张贴
科普标语、宣传画５５条（幅），放录像２０场次，接受咨
询３０００人次。举办培训班２５期，举办科普讲座１８场
次，培训３０００人次。科普上街宣传１３次。首次编印
《煤化工科普读本》，把脉西区煤化工发展方向。加大

科技动态宣传力度，刊发科技信息７８期，编发《科技
特刊》８期。

【创办《科技特刊》】　 ２０１２年７月，区科知局围绕全
区产业发展布局，创新科技服务管理模式，创办《科技

特刊》。该刊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社会事务等行业和

相关领域科技前沿、科技动态、科技成果、发展前景，

主要送发区级领导、区政府经济部门，为区委、区政府

决策咨询和重大科技计划的申报、立项及产业结构升

级提供参考和依据。至年底，编发《科技特刊》８期，
印发１６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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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

【项目与经费】　２０１２年，西区科技项目获市级立项

１０个，获市级项目经费１１５万元。其中，ＪＷＬ－Ｓ型静
态散装乳化炸药基质生产工艺技术及设备项目经费

２０万元，特级再生橡胶新工艺研究及产业化示范项目
经费２０万元，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产业化示范项目经
费１５万元，鸡养殖科技示范户培养项目经费１０
万元，山药标准化种植示范项目经费１０万元，庄上村
优质芒果科技示范户培养项目经费５万元，石漠化综
合整治技术研究项目经费１５万元，知识产权试点项
目经费７万元，漂浮船式槽型叶片负荷可调控水轮机
水利发电站项目９万元，科普社区示范项目经费４万
元。区财政安排应用技术研发资金２０万元，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完成３７００万元。

【４个农业科技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６
日，市科知局副局长李宏波一行５人对区科知局、格
里坪镇政府、格里坪镇农技中心等单位（部门）承担实

施的“优质晚熟芒果标准化生产技术示范与推广”“西

区金家村优质芒果生产技术示范与推广”“西区庄上

村优质芒果标准化生产科技示范”“科技扶贫”４个市
级科技项目进行检查验收。项目验收组听取课题汇

报后认为，４个科技项目立足西区农业实际，以促进芒
果产业、养殖户发展为重点，以芒果标准化生产技术

示范、新品种引进、山羊及牛标准化养殖、科技示范户

培养为主要内容，积极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探

索科技示范户培养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同意结题。

【“工业固废制取硫化钠、硫酸铵的生产工艺技术研究”

通过验收】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市科知局组织专家对
攀枝花市博信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信化

工公司”）承担的“工业固废制取硫化钠、硫酸铵的生

产工艺技术研究”项目进行结题验收，博信化工公司

总经理赵成刚代表项目组作汇报。专家组审阅

项目任务书、课题研究报告、研究成果及相关证明材

料后认为，项目组提供的验收资料齐全，完成了计划

任务书规定的研究内容，符合项目验收要求，同意通

过结题验收。

　　市科知局领导调研博信化工公司科技项目实
施情况

【“堆浸法先提钒流程扩大试验”通过验收】　２０１２年
４月２８日，市科知局组织专家对攀枝花市西区民福冶
金粉末厂“堆浸法先提钒流程扩大试验”项目进行结

题验收，该厂总经理梅卫东代表课题组作汇报。该项

目探索钒铁精矿钠化焙烧—矿堆浸钒—钒液沉淀钒

酸钙—钒酸钙冶炼中钒铁工艺路线。该技术路线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矿中钒的回收率，同时避免酸性铵

盐沉钒废液中氨氮无法去除、废酸液处理量大的问

题。所采用的制取低钒钛钢的工艺方法对开展易还

原多金属共生矿直接冶炼特种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专家组审阅项目任务书、课题研究报告、研究成果及

相关证明材料后认为，项目组提供的资料基本齐全，

完成了合同任务书规定的主要内容，同意通过结题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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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示范区创建】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推进国
家技术创新工程四川省试点示范区创建工作。５月
２１日，制发的《西区开展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四川省试
点示范区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提出开展示范区创

建活动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和创新型企业，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推动重点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和发展，创新产学研结合

模式；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增强产业创新服务能

力；组织重大科技攻关，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

颈；提高发展水平，促进全区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创新智力

支撑；加强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管理，提升综合运用

能力：到 ２０１５年，西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人才培
养、产业发展等指标得到快速增长。６月１４日，下发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攀枝花市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的通知》，审议通过《西区科技

进步奖励暂行办法》。

【农技推广应用】　 ２０１２年，区科知局聘请市农林科
学研究院、市锐华农业开发公司、苦荞蒰柑专业合作

社等单位８名科技人才为西区科技特派员，建立庄上
村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１个。科技特派员重点围绕
芒果、蒰柑产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引进、应用、示范、推

广等开展科技服务，建立特色农业基地。截至年底，

芒果种植面积达到５００万平方米，建成优质晚熟芒果
基地２４０万平方米，梅子箐芒果基地被列为国家级芒
果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扶持建立省级现代农业节

水示范基地１个，区级蒰柑种植科技示范基地、苏铁
山药标准化种植科技示范基地各 １个，培育扶持芒
果、山药、蒰柑、养羊、养牛等种养科技推广示范户１８
户，初步形成格里坪村山药，庄上村芒果、苦荞村蒰

柑、大麦地村鸡等“一村一品”特色产业。

【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６日，区科知局
在格里坪村举办为期１天的芒果生产管理技术培训，
当地芒果种植户４０人参培，市锐华农业开发公司芒

果种植专家范辉建授课。培训采取集体授课与现场

指导相结合方式，采用幻灯传授芒果栽培技术，着重

讲解花果期管理及病虫害防治知识。授课结束后，范

辉建到种植地进行现场指导。５月２２日，区科知局联
合区质监局、格里坪镇政府在格里坪村举办为期１天
的山药种植管理技术培训，当地山药种植户６０余人
参培。市农林科学院园艺所所长、山药种植专家杨晓

峰传授山药选种、培育、肥水管理、病害防治等知识。

８月１５日，区科知局在大麦地村举办为期１天的
鸡养殖技术培训，村干部和养殖户４６人参培，市农林
科学院畜牧水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佟俊青授课。佟

俊青向养殖户传授鸡场地选择、饲养雏鸡关键技

术（含温度、湿度、光照控制）、科学补料、疫病防治、安

全防范等知识。

大麦地农业适用技术培训

【科普月宣传】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１３日，西区第十七届
“科技之春”科普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格里坪漂流

广场举行，区科知局、区卫生局、区人口计生局、区委

统战部、区总工会等１３个单位３１人参加仪式。此次
科普月活动以“科技支撑农业发展”为主题，各参加单

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现场向群众宣传有关妇女儿童

保护、计划生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知

识，发放种植养殖技术、健康保健、生活常识等宣传资

料６０００余份，开展技术咨询９０余次，发放价值４０００
余元的药品药具及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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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月活动期间，发放宣传资料１５万份，出科普
专栏、板报２６６期，展出展板、挂图２１０块（幅），张贴
宣传画、标语５５幅（条），放映录像２０场次，提供咨询
３０００人次；举办培训班２５期，举办科普讲座１８场次，

参加技术培训５００人次；科普上街宣传１３次，赠送价
值３万余元的书籍、家庭常用药品、妇女用品、日常用
品、计生药具等物品；接受科普教育近７万人次。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３日，西区第十七届“科技之春”科普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格里坪漂流广场举行

科技管理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督查】　２０１２年２月
８日，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市科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林智深带领市全民科学素质督查组一

行８人，对西区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进行督查，副区长代华陪同。

区全民科学科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区科知局局

长杜其屏汇报 ２０１１年《纲要》实施情况。通过看现
场、听汇报、查资料、问情况及综合评议，督查组认为，

西区民众科普意识明显增强，群众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科学氛围、文明意识进一

步形成，特别是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培训工作成绩突

出，青少年创新大赛取得历史最佳成绩；希望西区进

一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制定科普工作奖励政策，调

动社会各方力量，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各部门之间配

合，形成合力，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构建和谐社会作

出新的贡献。

【科技富民强县推进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区科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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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荞蒰柑基地虎泉山庄召开科技富民强县项目推

进会，市锐华农业公司、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区生产力

促进中心、格里坪镇苦荞蒰柑专业合作社等单位负责

人１３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区科知局局长杜其屏主
持。会议总结《攀枝花市西区优质晚熟芒果、蒰柑标

准化生产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实施情况，协调

部署下一步工作，要求各项目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合同

书规定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各项目单位汇报各自承

担的子项目进展情况及下一步计划，分析存在的问题

并制定改进措施。截至年底，科技富民强县项目建成

芒果示范基地４５０万平方米、蒰柑示范基地１３３万平
方米，完成良种苗木基地、资源圃建设；落实科技示范

户１０户，开展技术培训５次，培训５００人次；完成科技
信息网建设，并围绕专项行动开展服务。

【农业科技项目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下午，区
科知局召开２０１２年市级农业科技项目工作会，市科
知局农村处处长沈捷到会指导，格里坪镇农技中心、

庄上村、山药专业合作社、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等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人１０人参加。会议由区科知局局
长杜其屏主持。各项目单位就各自承担的项目实施

进展情况、下一步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汇报。沈捷要求，各单位要做好 ２０１２年及

历年市级农业科技项目的迎检工作，加强项目组织领

导，制订２０１２年项目实施方案：山药种植项目要以种
植方法试验研究及建立６６６６７平方米示范基地为重
点，辐射带动重点户、种植大户，项目实施单位调整为

格里坪山药种植合作社；鸡生态养殖项目要以品

种筛选、圈舍改造、技术培训、孵化、病害防治为重点

组织实施；芒果种植科技示范项目要以套袋技术、杀

虫灯推广应用、技术培训、结对共建等为重点，实行绿

色防控，项目实施单位调整为庄上村村委会和芒果专

业合作社。

【农技“１１０”建设】　 ２０１２年，区科知局按照市农技
“１１０”办公室《２０１２年农技“１１０”工作考核指标》要
求，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组织机构，充实调整人员，

制定完善“１１０”工作制度和考核办法，积极开展乡镇
信息服务点试点工作。确定区、镇和试点村（庄上村）

信息联络员，建立工作制度，并对信息员工作进行记

录、登记、建档。全年建立村级信息服务站１个，开展
农技培训１次，发布在线信息１００条（产品供求信息
３０条以上），发布工作动态５条，提供照片１０张，媒体
报道５次，顺利完成２０１２年农技“１１０”县（区）工作目
标任务各项指标。

知识产权管理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
推进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６月，下发《攀
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攀枝花市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目标任务、工作重

点和保障措施。７月，制定《西区开展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城市培育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将工作开展情

况纳入成员部门绩效考核，实行目标管理。确定扬驰

胶业公司为知识产权工作试点企业、博信化工公司为

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要求做到有领导、有机构、有人

员、有制度、有经费，会申请、会检索、会管理、会保护、

会运用。全年申报专利３５件，同比增长２０％。西区
知识产权工作获市二等奖。

【联合举行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２６日，市、区科知局在西区清香坪步行街联合举行攀
枝花市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仪式暨集中宣
传、咨询活动，市科知局、区科知局、市知识产权服务

中心、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攀枝花办事处、东区科知

局和西区相关单位领导及工作人员１８人参加。启动
仪式由市科知局纪检组长羊肇兴主持，西区政府副区

长代华代表西区致词，市科知局局长丁建高作重要讲

话并宣布攀枝花市 ２０１２年知识产权宣传周正式启
动。开展政策法规宣传咨询服务、物品对比、电脑机

器人展示系列活动，设宣传展位１０个、展板８块，展示
专利产品、物品对比、电脑机器人３０余件，悬挂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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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１条，发放宣传资料１５０００余份，接受咨询２０００
余人次。

【专利知识培训】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区科知局在区
政府主楼３１１会议室举办专利知识培训，辖区２５家企
业、６家农产品专业合作社３５人参加培训。成都虹桥

专利事务所攀枝花办事处专利师罗贵飞讲解专利基

本知识、专利在市场中运用、企业如何取得专利等知

识，市科知局专利处处长陈伟讲解攀枝花市专利申报

奖励政策、专利实施项目申报、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应

如何做好专利申报工作等相关知识。

（起繁富）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知识产权宣传月”启动仪式在西区清香坪步行街举行
（区科知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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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学校概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各类学校 ２１所。其
中：义务教育学校１５所，普通高中２所；中等技工学校
１所，中等专业学校１所；党校１所；特殊教育学校１
所。秋季学期全区在校中小学生２６８９２人，其中区属
中小学在校生１８１１１人。新增国家级家庭教育指导
实验示范基地１个，国家级家庭教育指导实验示范学
校、市级实验教学示范学校、市级现代教育技术示范

学校各１所，依法治校先进学校２所，市级德育工作先
进单位３个。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末，西区有教职工２１７６人
（不含非区属学校、幼儿园教职工，下同）。其中：在岗

教职工１２６０人，内部退养２４人，离退休８９２人；在岗
专任教师１１３１人。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达标率
分别为 １００％、１００％、９９１４％，学历提高率分别为
８９７２％、８１４９％、７７６％。有在职高级教师１８４名，
中级教师６３０名，初级教师３３４名，各级职称结构比例
均达到省定标准。有特级教师２人；有省级骨干教师
１６人，市级骨干教师１２３名，区级骨干教师１２９名，骨
干教师比例达 ２３８７％；有市、区学科带头人 ３０人。
新评市优秀德育管理干部、优秀班主任（辅导员）、优

秀政治（思想品德）教师２１名。１５名教育行政干部参
加第二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远程培训，２１名班主任到
成都参加研讨会，１８人参加高中新课改培训，５人参

加四川省农村中小学校长管理能力培训，３５１人参加
国家教育培训计划培训。

【基础教育质量】　 ２０１２年，区属学校市十二中高考
本科上线８５人，其中一本６人，二、三本５０人，艺体本
科３３人，超额完成高考目标任务。中考１５７名学生成
绩达到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录取线，其中１１
名学生排名全市前１２０位，分别进入市三中、市七中
励志班学习。ＲＳＲ综合评价全市排名第三，获全市九
年制义务教育二等奖、全市义务教育教学进步一等

奖。ＲＳＲ艺术检测名列全市第二。西区苏铁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市十八小学“阳光宝贝队”参加四川省国

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彩杯”全民健身操比赛获

小学组健身操比赛第三名。市三十一中小学 “儿童

漫画教学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研究”科研课题被列为

２０１１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市二十五小
学“小手拉大手———共创宝鼎山生态环境”科技实践

活动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并获 ２０１２
年市长奖。市三十一中小学校初三学生余瑞获２０１２
年“全国十佳小作家”称号。学前教育走在全市前列，

形成公办、企业办、民办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部分幼儿

园规模和办园条件位于全市前列。

【教育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实施 “两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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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政策，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３２７５９人次。接收
８３８１人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拨付困难家庭学
生生活补助 ８９３１万元。关心弱势群体，切实做好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为２０名
困难大学生办理入学贷款申请，通过银行发放资金

９９万元；发放７０名普通高校新生入学资助资金４５
万元。４３名残疾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领导调研】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区委书记赵中对各
幼儿园进行督导检查，区教育局领导陪同。赵中察看

幼儿活动室、睡房、厨房、室外活动设施，听取区教育

局和相关幼儿园的情况汇报，对民办幼儿园自筹资

金、改善办学条件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要求各幼儿

园树立安全意识，加强园舍设施、食品卫生、校车、门

卫等方面的安全管理，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提高

保教质量，提升办园水平，办群众满意的学前教育。

２月１７日，中共攀枝花市委书记刘成鸣到西区专
题调研教育工作，市领导沈钧、王海波、张汝林、张敏、

马晓凤，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副书记邓孝

良，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钟礼彬等陪同。刘成

鸣一行先后到市七中、市十八小学、市建筑工程学校

了解教育教学发展情况，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探

讨推动教育事业加快发展的思路举措。

３月２日，副市长张敏调研西区学前教育，市教育
局、西区区委区政府相关领导陪同。张敏一行先后到

金沙东苑幼儿园、西区第一幼儿园、小太阳幼儿园调

研，详细了解各园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及运转模式。

在听取西区政府专题汇报后，调研组就鼓励社会多元

化办学、扩大农村学前教育范围、加快标准化示范性

幼儿园建设、安全管理、幼教队伍建设等问题与西区

政府交换意见。要求西区政府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

管理体制，改善办园条件，巩固学前教育发展成果；认

真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

成；加大学前教育监管力度，规范办学行为；加大学前

教育经费投入，提升办学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

升幼教队伍整体素质；强化幼教研训工作。

３月１２日，区委副书记邓孝良、副区长罗文玉一
行调研市五中、金林学校、格里坪镇中小学“三校合

一”工作。邓孝良详细询问师生学习生活情况，了解

教育装备水平，实地考察“三校合一”征地现场，对“三

校合一”规划提出调整意见，要求格里坪镇中小学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把该校办成西区实施素质教

育的窗口学校。

３月１６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惠芳率区人大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成员调研西区教育工

作。区教育局局长邹渝介绍区教育局２０１２年“一中
心、两突破、三提高”工作部署以及西区教育存在的具

体困难。张惠芳对西区教育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要求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着力解决“大班额”问

题，推进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加强现有设施设备管

理，充分发挥使用效益；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

高教师整体素质；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教育投入

渠道，不断满足教育发展需求；加强教育宣传力度，进

一步提高西区教育知名度，全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１１月１６日，副区长罗文玉对格里坪镇竹林坡、大
麦地、滥坝三个办学点进行调研，区教育局、区扶贫移

民局、格里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陪同。罗文玉认真了

解各教学点班级教学、校舍安全、校园文化、学生就

餐、师资配备等情况，要求区教育局和格里坪镇政府

积极为办学点教师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努力把

村小教育工作搞得更好。

　　副区长罗文玉（右一）察看大麦地办学点学生
图书角

１１月２８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委常委、
区委宣传部部长钟礼彬，副区长罗文玉等领导指导市

十二中校园建设和改造工作。李兴华在听取学校负

责人关于校园建设及改造工作计划的汇报后，强调校

园建设及改造工作一定要以学生人身安全为根本，要

根据学校实际制订建设规划，确保校园安全与稳定，

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区教育
局召开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会，局领导、区属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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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书记、西区第一幼儿园园长、局机关科室负责人、

局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西区民办幼儿教育行业协会

会长及秘书长６０余人参会。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高正
良主持会议。副区长罗文玉出席并讲话，要求西区教

育准确定位，着力打造名师、名校；各学校要结合实

际，固本强基，走质量兴校、特色兴校的路子；全系统

要保稳定、提质量、抓廉洁，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十八

大召开。高正良宣读校级干部聘任决定，并颁发聘

书。大会通报全国教育系统违规补课、违规收费 １０
起案件，警示各校引以为戒，对新学期“三项学习”“两

个活动”“百村支教”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区教育局

局长邹渝总结２０１２年春季学期教育教学工作，通报
暑假各校校安工程出现的问题，通报表扬２０１１学年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的学校，通报批评教学质量滑坡的

学校，要求各校抓质量、不动摇，保稳定、不折腾，搞改

革、不退缩。

【校安工程督查】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２６日，区教育局
校安工程专项督查组对西区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实施的校
安工程项目进行专项督查。区教育局局长邹渝、党委

书记高正良分别担任２个督察组的组长。督查组认
真检查各项目资料装订、项目实施、质量安全、专项资

金使用、组织实施等情况，要求各项目学校高度重视，

进一步端正思想，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

制，将责任落实到人；按时间节点认真做好过程资料

的收集、完善和归档工作；对项目进行认真自查，形成

自查报告，积极协调相关部门解决，保证项目按时

完成。

【标准化考点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５月，区政府投资６０
多万元，建立西区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在区教

育局建设区级考务指挥中心１个，在市十二中建设考
务指挥中心１个、标准化考场６０个。标准化考点配有
摄像头、显示屏、计算机控制台，与省、市招办网络互

联，并与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考点联网，有利于

高考实时信息传输。５月１２日，西区国家教育考试标
准化考点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和省政府督导组检查

验收。

【省政府督察组督察西区高考备考工作】　２０１２年５
月２５日，省纪委纠风室、省教育考试院组成省政府督
察组督察西区高考备考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星

坪、区政府副区长罗文玉，市招办、区教育局负责人陪

同。督察组一行实地查看西区考务指挥中心和试卷

保密室，听取西区２０１２年高考备考和标准化考点工
作汇报，详细了解西区试卷保密工作相关情况。督察

组充分肯定西区２０１２年高考备考工作，认为西区高
考备考工作责任明确、措施得力、设备到位，要求西区

政府高度重视试卷保密工作，确保试卷万无一失，充

分利用标准化考点设施设备，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

试公平。２０１２年西区设高考考点１个、考场６５个，考
生１９１１名。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２８日，西区
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领导小组联合区公安分局、区工

商局、区城管局、区卫生局等部门对辖区校园周边环

境开展为期３天的专项整治，重点对校园周边无证经
营、占道摊点、乱停乱放、交通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循

环集中整治。出动车辆５台、执法人员１２人，取缔占
道摊点１０余处，排查安全隐患１６处，下达整改通知书
１６份。

９月２７日，区教育局、区综治办、区城管局等１３
个校园及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辖区校园及周边的育人环境进

行集中整治。执法人员先后劝离市十八小学、市三十

一中小学、市十九小学周边无证经营的小摊点、小商

贩，收缴“三无”物品，对存在消防、食品卫生等安全隐

患的午托机构下达整改通知书。出动车辆７台、执法
人员１６人，对陶家渡片区、动力站片区、河门口片区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取消占道摊点１０余处，排查安全
隐患１７处，下达整改通知书１７份。

【教育督导评估】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６日，市政府教育督
导团组织督导评估专家组一行１０人，在市政府总督
学张鸣带领下，对西区２０１２年教育工作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督导评估，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钟礼彬，区政府副区长罗文玉，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高正良陪同。检查组一行先后察看市三十一中小学、

市十九小学、小灵童幼儿园校容校貌，了解教育管理

和办学水平，仔细查阅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教育工作

目标任务完成资料，听取区政府２０１２年教育工作情
况汇报。检查组高度评价西区近年来政府统筹教育

发展、确保教育投入、努力解决大班额问题、积极创新

工作思路、城乡学校均衡发展等工作，对西区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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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省政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市十二中接

受省级示范性高中复审等工作提出要求，对西区教育

引进人才、加强教师培训、通过购买优质民办幼儿园

增加办园公益性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家校携
手———培养孩子自主能力”专题讲座在市三十一中小

学大礼堂举行，省家教讲师团成员李萍主讲，全区

４０００余名家长聆听。李萍结合大量生动案例，就培养
孩子自主生活能力、阅读习惯、学习兴趣，帮助孩子获

得成功体验、顺利度过青春期等内容进行讲解。讲座

切中家庭教育的困惑和难点，帮助家长们重新审视教

子方法。

【中小学生校园艺术节落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西区２０１２年中小学生校园艺术节暨青少年活动中心
迎春文化艺术展演评比活动圆满落幕。此届校园艺

术节为期１个月，收到师生书法、绘画、摄影等参评作

品３５５件（教师作品５０件、学生作品３０５件），经专家
评审组认真评选，评出教师作品一等奖３名、二等奖６
名、三等奖１０名、优秀奖９名，评出学生作品一等奖
１２名、二等奖１９名、三等奖３９名、优秀奖４７名。１９
个文艺节目参加展演，评出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
三等奖３名、优秀奖１３名。

【民办培训学校安全检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１０日、１６
日，区教育局２次对区内芝麻开门青少年培训学校、
扬帆文化培训学校等６所民办培训学校安全工作进
行检查。检查组仔细查阅各校安全制度、安全应急预

案、定期安全检查记录、门卫对人员进出的记录、家长

接送学生记录，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电路电器、场地设

施的安全状况。检查发现，部分学校存在安全制度不

健全、电路老化、资料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整改

意见。

（王瑞建）

幼儿教育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幼儿园４０所。其中：公
办７所（区政府幼儿园１所、企业幼儿园６所），民办
３３所；省级示范幼儿园１所，市级示范幼儿园４所，区
级示范幼儿园１２所。在园幼儿４０５４人。学前三年
幼儿入园率１００％。

【送法进幼儿园】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２日，攀枝花市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区法院、团区委和西区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在西区第一幼儿园（以下简称

“区一幼”）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区一幼１４０名儿
童参加。区法院政治处主任肖玉昌用儿童化语言上

一堂生动形象的法制课。通过播放法制宣传动画片、

现场模拟等形式，让小朋友在活动中学习防拐骗、防

猥亵等知识。

【幼儿园校车规范管理】　２０１２年３月初，区教育局、
区公安分局联合制发《关于规范幼儿园校车管理工作

的通知》，对幼儿园校车使用许可、驾驶人员资格许

可、安全通行许可、使用管理、运行路线等进行严格审

批和监管，确保校车运行安全。该通知要求，幼儿园

校车要“统一标准、统一颜色、统一标志、统一培训、统

一管理”，各幼儿园必须使用专用校车接送幼儿；教

育、公安部门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和幼儿居住分布情

况，合理确定接送路线和站点，每台校车要安装安全

行驶记录仪、ＧＰＳ定位系统，随时了解车辆运行位置；
引入专业运营管理公司对校车进行统一管理，定期对

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定期督促幼儿园对车辆

进行维修保养，完善接送登记管理制度。４月２７日，
在区教育局操场举行幼儿校车启动仪式，８台专用校
车投入使用。

【幼教交流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西区幼教行业
规范办园交流会在区一幼召开，全区４０余所民办幼
儿园园长、骨干教师５０余人参加交流。会议由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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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教育管理中心负责人赵英主持。区一幼副园长李

婷婷详细介绍规范办园、创设育人环境、收集整理归

档资料等情况，参会人员翻阅区一幼迎接区督导检查

的相关资料，详细查看工作资料分类管理方法，其办

园理念和育人环境具有示范效应。

（王瑞建）

【第二届幼儿教师技能大赛】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西

区第二届幼儿教师技能大赛决赛在向阳花幼儿园举

行。大赛由区总工会、区民办幼儿教育行业工会联合

会共同举办，全区幼儿园长、骨干教师等１００余人参
赛。大赛采取公开课赛课方式进行，历时１个月。经
初赛，１２人进入决赛。竞赛结果，６人分获一、二、三
等奖，其中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３名。

（孟欢欢）

义务教育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义务教育学校１５所。其
中，初中３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４所，小学８所（１所农
村中心学校下辖６所村小和１个教学点）。秋季学期
在校学生 １６４７４人，其中初中生 ５４４３人，小学生
１１０３１人。ＲＳＲ综合评价全市排名第三，获全市九年
制义务教育二等奖、全市义务教育教学进步一等奖。

中考１５７名学生成绩达到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
生录取线，创历史新高。

【教育科研课题开题】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２日，市三十一
中小学举行省级教育科研课题“儿童漫画教学校本课

程的开发与研究”开题报告会，校长汤兴文主持。市

教科所所长汤德坤、理论室主任郭霞、美术教研员康

林，市书画院副院长梁云斌应邀作课题学术理论指

导，课题主研人何能展示课题前期研究成果。汤德坤

建议，课题要紧扣“课程”展开研究，在校本教材的编

制、课程的安排及评价机制上作进一步探索。区教育

局副局长伍亚林希望课题研究人员大胆创新、勇于实

践、精心研究，用课题的发展带动独具特色的校园文

化建设。

６月６日，市十初级中学举行 “学校家庭社会生
命教育资源整合与利用研究”课题开题会，该校校级

领导、区教研室教研员及课题组成员２０人参加会议。
该课题是教育部“新形势下中小学生命教育的理论与

实践探索”课题的子课题，规划３年完成。课题主研
人岳阳作开题报告，课题组负责人王久强要求课题研

究要研学结合、规范管理、扎实工作、早出成果，区教

研室教研员解君对课题提出意见建议。

【初中语文教研会】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区教育局在
市十初级中学召开初中语文教研会，全区２０余名语
文老师参加。初中语文教研员林大伟作“批注式阅读

教学理论与实践初探”专题讲座。讲座运用大量的实

例讲解如何开展批注式阅读教学———多角度批注、批

注语言多样化选择、如何克服教辅泛滥导致的“集体

失语”、批注个性化、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等问题。

【初中政治教研活动】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８日，区教研室
在市十初级中学召开初中政治教学质量分析会，全区

２３名初中政治教师参会。观摩市十初级中学政治教
师陈功鱼“以练（动）为主线”初三政治公开课并进行

评议后，区教研室政治教研员岳阳对西区２０１２年中
考政治质量和春季学期七、八年级政治教学质量进行

分析，指出全区初中政治教学存在的问题、面临的严

峻形势，并提出相关建议；要求全区初中政治教师要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要加强集体备课，做到资源共享，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１１月１３日，区教研室在市三十二初级中学召开
初中政治教学工作研讨会，全区２０名初中政治教师
参会。参会教师在观摩市三十二初级中学政治教师

李芳主讲的初二政治研讨课后认为，这节课体现了

“以练（动）为主、注重知识过手”特点，值得学习借

鉴。区教研室政治教研员岳阳从命题原则、命题策

略、双向细目表运用等方面作“初中政治命题策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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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培训，以提高规范命题能力。

【口语交际示范课】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２日，西区小学
语文“口语交际”示范课在市三十一中小学举行，市教

科所小学语文教研员杨红梅、市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

任明蓉等成员，区属学校教师代表１００余人观摩。市
三十一中小学教师郭俊英、杜文君分别以“生活中的

传统文化”“旅游导游”为内容各上一节示范课。两

节示范课均创设出学生乐意说、愿意听的交际情境，

为西区小学语文口语交际课课堂教学模式提供研究

案例。课后，听课教师就口语教学展开讨论，达成诸

多共识。

【初中政治教师命题竞赛】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区
教研室在市三十一中小学举行初中政治教师命题竞

赛，全区２０名初中政治教师参赛。竞赛采用现场书
面闭卷命题形式，根据区教研室提供的中共十八大报

告（摘录）作为素材，结合九年级思想品德教材，按要

求完成单项选择题、简答题、活动与探究题命题。大

部分参赛教师的命题能够注重能力目标，综合性、实

践性、人文性较强，符合中考命题方向。经区教研室

专家组评审，评出一等奖 ３名、二等奖 ６名、三等奖
７名。

【微型课题立项培训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４—２６日，
西区２０１２年度微型课题立项工作培训会分三批在市
十初级中学举行，区属中小学及区一幼教科室主任、

申报２０１２年度区级微型课题立项主研人１１０余人参
加培训。区教研室教研员岳阳通过典型案例讲解微

型课题相关问题，阐述课题选题、研究方案撰写、研究

思路和研究方法，具体安排２０１２年度微型课题申报
和立项工作，并提出课题过程管理和结题要求。

【市三十一中小学举办第三届儿童漫画节】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２８日，市三十一中小学举办第三届儿童漫画节，
市教育局局长孔炜、市政府总督学张鸣等领导，区教

育局党委书记高正良、副局长伍亚林和７０多位家长
代表应邀出席，小学部三、四、五年级近２０００名学生
参加。第三届儿童漫画节设现场绘画、飞行棋比赛、

漫画作文朗读比赛、漫画作品展览等活动板块，展示

漫画美育孩子心灵、陶冶孩子情操的教育特色。孔

炜、张鸣等观摩漫画节各项活动并察看儿童漫画工作

室，对该校儿童漫画教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就打造

这一特色品牌提出建议。

【依法治校示范学校验收】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市
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刘万康、纪检监察处处长胡成

军带领市依法治校检查组对市十初级中学、市三十八

中小学申报市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进行复查验收，区

教育局党委书记高正良陪同。检查组听取两所学校

的工作汇报，详细查看相关材料，并进行有针对性的

调研。检查组充分肯定依法治校工作，认定市十初级

中学、市三十八中小学符合市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的

申报条件。至年底，１６所区属中小学有市级依法治校
示范学校１２所。

【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成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日，西
区小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在区教研室成立，由

教育系统６名优秀小学语文骨干教师组成，区教研室
小学语文教研员解君任队长。解君向各队员颁发聘

书，要求按照区教研室下发的《关于组建小学语文学

科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的通知》精神，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发挥骨干教师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教师队伍素

质整体提升。

１１月１２日，西区初中语文专业发展服务队在市
三十二初级中学成立，由区教育系统５名优秀初中语
文骨干教师组成，区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林大伟任

队长。林大伟向队员明确工作职责，要求积极开展教

育科研，尤其是微型课题研究，加大对新教师帮扶培

养力度。

１１月１３日，西区初中政治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
成立，由区教育系统 ４名优秀初中政治骨干教师组
成，区教研室初中政治教研员岳阳任队长。岳阳向队

原解读研修计划任务，要求在校本研修、课题研究、推

广教育教学成果、开发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新教师培

训、视导和送教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校园文学成果及研究获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３日，
在深圳市红岭中学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校园文学研究

高峰论坛暨全国校园文学成果展示颁奖大会上，市三

十一中小学清香文学社获“２０１２年度‘全国示范校园
文学社’”奖；校长汤兴文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校

长”奖，教师曾国涛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指导教

师”奖；学生徐曼芸获“全国校园文学社模范社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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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怡获“全国校园文学新苗奖”。汤兴文、徐俊生、

曾国涛撰写的论文《建设文学班级推动校园文化发展

浅谈》获全国校园文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缪吉明、曾国

涛撰写的论文《浅谈学校后勤工作支持校园创建服务

校园文化建设的方法》获三等奖。市三十一中小学同

时获全国校园文学实验研究“优秀实验学校”奖、全国

校园文学社“优秀团体会员”奖，教师曾国涛获 “优秀

会员”奖。

（王瑞建）

高中教育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

【概　况】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以下简称“市
七中”）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智学北路１号，占地
面积１３６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８０８万平方米。市七
中始建于１９８１年２月，时名冶金工业部攀钢第一中
学校，誉称“攀一中”。１９８６年１１月被四川省教育厅
增补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１９８９年８月由东区弄
弄沟迁现址。１９９３年５月随攀钢（集团）公司的组建
易名为“攀钢（集团）公司第一中学校”，翌年因初中

停办更名为“攀钢（集团）公司教育处第一高级中学

校”，２００２年为规范校名易名为“攀钢（集团）公司第
一高级中学校”，同年１２月创办为四川省国家级示范
性普通高中。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移交攀枝花市人民政
府，更现名，直属攀枝花市教育局管理，为正县级全额

拨款事业单位。２０１２年秋季学期，全校有教职工２９３
人，其中专任教师 ２３８人（博士１名，硕士２８名）；有
教学班７１个，在校学生４０１４人。

【承办攀枝花市成人宣誓仪式】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由
攀枝花市教育局、团市委主办，市七中承办的攀枝花

市２０１２年成人宣誓仪式暨市七中纪念建团９０周年表
彰大会在该校运动场举行，副市长张敏，团市委书记

许军峰、副书记任文，市教育局副局长兼市七中校长

刘自力、市七中党委书记汪建明等领导出席，市七中、

市经贸学校、市十二中１５００余名年满１８周岁的青年
学生和市七中２５００多名未满１８周岁的高一高二学
生及部分学生家长参加成人礼。任文主持仪式。伴

随着“团结拼搏，众志成城”“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嘹

亮口号，年满１８周岁的青年学生排成方队依次跨过
成人门，以成人的身份和青春的名义庄严宣誓。刘自

力代表市教育局和市七中送给年满１８周岁青年学生
“责任、学习、感恩、坚强”８个字，希望同学们铭记自
己的誓言，履行自己的承诺，用春春、智慧和力量谱写

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篇章。张敏希望广大青年朋友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担负起对父母、对学校、对祖国的

责任，牢记奉献社会、建设祖国、振兴民族的使命；希

望全市各级教育部门、各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

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育方

式，拓宽教育途径，优化教育过程，提高教育成效，教

育帮助青年学生完成学业，夯实成人成才基础。大会

表彰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涌现出的优秀团干部３５名、
优秀团员１００名、优秀少先队员６０名和先进团支部
２０个，并颁发荣誉证书。

【高考再创佳绩】　 ２０１２年，市七中高考文理科一本
上线１９８人，超任务７６人，超目标５４人，超额完成市
任务目标名列全市第一，其中应届生一本上线 １６８
人，比中考入口人数增加１１人，巩固率１０７１％，是全
市一本上线人数唯一超中考入口人数的高中学校。

本科硬上线（不含艺体本科）８６４人，超市本科任务
１７９人，超市本科奋斗目标１２４人，超额完成市任务目
标名列全市第一；本科硬上线率（不含艺体本科）

７０５％，连续３年超过７０％，是全市唯一本科上线率
超７０％的高中学校。应届生本科上线７０８人，是全市
应届生本科上线人数最多、上线巩固率最高的高中学

校。３名学生圆梦清华，其中全市理科状元王浣苏被
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方向）录取，蒋鸿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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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机械系）录取，张易笙被药学

专业（医学药学实验班）录取。

【体育工作成绩优异】　 ２０１２年３月，市七中组队参
加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中学生足球、篮球比赛，足球、篮
球分获高中组第二名、第三名。４月，攀枝花市钢城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市国家级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先进单位；学生杨幸以１００分的优异成绩夺
得四川省２０１２年高考体育专业考试状元，学生冷禅
以９９分成绩夺得第二名。５月，组队参加攀枝花市教
育局举办的直属学校教职工乒乓球比赛，获女子团体

第一名、男子团体第二名；获女子单打一、三名，女子

双打一、二名；获男子单打第二名，男子双打第三名；

获男女混合双打三、四名。１０月，组队参加攀枝花市
中学生排球比赛，男女排球队均获高中组冠军。１１
月，教职工男子排球队夺得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直属学
校教职工排球比赛冠军。

【教育科研】　 ２０１２年，市七中新增科研课题４项，其
中省级课题２项，市级课题 ２项。全年在研课题 １９
项，其中独立承担国家级课题２项（全市唯一的教育
部重点课题、规范课题各１项，），省级课题７项，市级
课题１０项。

【多名优秀教师获省市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年４月，市
七中教师杨鸿、吴精刚被评为攀枝花市第七批有突出

贡献专家，教师庞超、韩先才被评为攀枝花市第五批

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尹显生等５位教师被评为攀枝花
市第五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９月，税荣昌
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桑梓伦获第五批“攀枝花优

秀教师”称号。

【与法国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６
日，市七中与法国滨海大学敦刻尔克国际商学院举行

合作办学签字仪式，法国滨海大学敦刻尔克国际商学

院副院长ＲＭＯＲＩＳ先生、教务处处长 ＬＫＯＲＯＧＯＤ
ＩＮＥ女士，攀枝花市教育局副局长、市七中校长刘自
力，市七中党委书记汪建明出席签字仪式。协议为市

七中高三学生提供一个出国留学平台：市七中高三学

生参加高考后，通过１年的语言学习（半年在市七中，
半年在法国）和５年在法国的专业学习，将获得中国
教育部认可的本科学士和硕士学位。 （李丽娟）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

【概　况】　 攀枝花市第十二中学校（以下简称

“市十二中”）是西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唯一一所省级示

范性高中，位于西区清香坪，占地面积５６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２５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２年秋季学期，全校有
教学班３１个，在校学生１６４５人。有教职工１２７人，
其中专职教师１１６人。专职教师中，中学高级教师４８
人；硕士研究生７人，研究生课程班毕业２人；省级名
师培养人选１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３人；市级学科带
头人２人，市级骨干教师２４人；区级学科带头人１人，
区级骨干教师１２人。２０１２年，市十二中获攀枝花市
西区中小学校２０１２年办学水平督导评估先进学校、
攀枝花市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攀枝花市五四红旗团

委、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贡献单位、攀枝

花市未成年人中华经典诵读示范学校、全国啦啦操推

广示范学校称号。

【超额完成高考任务目标】　 ２０１２年高考，市十二中
参考学生在入口成绩全市前１４００名学生人数为零的
情况下，本科上线８９人。其中：一本上线６人，超额完
成市下达目标的２００％；二、三本上线５０人，艺体本科
上线３３人，超额完成市下达任务的９３％，超额完成市
下达目标的４７％。

【德育教育】　 ２０１２年，市十二中以活动为载体，突出
德育工作实效性，组织学生开展“攀枝花市民文明素

质提升工程”建设等活动。涌现出市级先进班集体３
个、三好学生１５名、优秀学生干部６名；评出区级先进
班集体５个、三好学生２０名、优秀学生干部１０名。学
生唐华英获“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优秀小公民”称号。

【艺体工作成绩优异】　 ２０１２年，市十二中将艺体教
育作为学校特色工作来抓，提出“分类培养、整体推

进，全力为艺体类高等院校输送优秀毕业生”的发展

目标。成立艺体部，由１名校级领导干部分管。积极
为艺体生搭建特长展示平台，活动丰富多彩，成果显

著。被授予“全国啦啦操推广示范学校”称号。男子

乒乓球队参加攀枝花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获冠军，

１人获单打第一名。１人获四川省中小学优秀艺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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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大赛一等奖，８人分别获四川省第八届中小学优秀
艺术人才大赛攀枝花赛区二、三等奖。艺体高考本科

上线率占全市１０％，在全市１２所有艺体类高考的学
校中名列第四。

【教师培养与参赛获奖】　 ２０１２年，市十二中多名教
师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张勇辉被确定为省名师培养

人选，夏冬梅被确定为省级以上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

家、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人选；何晓雪、黄宇澄、周

小翠分别被评为攀枝花市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育工作者。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大

赛获佳绩，何艾洋制作的课件获省一等奖，郭瑾参加

四川省中学青年数学教师优秀课展获二等奖。参加

攀枝花市普通高中新课程课堂教学方法录像课光盘

评比活动，５人获二等奖，７人获三等奖；参加攀枝花
市青年教师信息技术教学技能大赛１人获三等奖。

（何艾洋）

职业技术教育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职工培训中心

【概　况】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培
训中心（以下简称“攀煤公司职工培训中心”）为攀煤

公司下属二级单位，主要承担该公司及攀西地区煤矿

安全培训、技术工人培养、成人学历教育、职工培训管

理、党员干部培训管理、职工职业技能鉴定等任务，是

集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国家煤炭行业职业技能鉴定

站、攀枝花煤矿安全培训中心、攀煤公司党校为一体

的综合性办学实体。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职工培训中心紧紧围绕强基固
本、规范运作，强力推进“四个平台”（技校、党校、安全

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平台）中心工作，促进各项工作迈

上新台阶，为攀煤公司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

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技校教育】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进一步
改善办学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一批矿用实习教

学设备及相关设施在实习教学中开始运用；综采综掘

仿真设备投入使用，提高了教学实习效果；争取省级

财政中职学校建设和公司专项资金９０万元，完成澡
堂维修改造。

同年７月，该校招收煤矿技术、矿山机电、机械设

备维修、矿物开采与管理、矿山机械操作与维修、电气

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矿山通风与安全、矿山测量７
个专业３０２名新生。同月，在第三次攀煤公司毕业生
现场双选会上，２７３名毕业生与用工单位达成用工意
向，就业率１００％。年底有在校生６２９人。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攀煤公司技校毕业生第三
次双选会

１１月，顺利完成攀枝花市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
评估。年内，攀煤公司职工培训中心通过积极申报西

区煤化产业园区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申报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省级高技能人才基地、攀枝花

市创业培训基地等项目，进一步明确学科和专业建设

方向，制订２０１３年专项资金投入方案。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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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教育】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党校进一步加强成
人学历教育和干部培训平台管理。配设专职教务员，

对教务工作进行专人、集中管理；设立专职班主任，形

成学员管理班主任负责的管理机制，提高学员到课

率。制定《党校干部教育培训课堂纪律规定》《党校干

部教育培训考勤制度》，强化培训管理。

全年，攀煤公司党校干部培训部开办培训班 １４
期，培训各类人员８２９人次。其中：班组长培训 ２期
１８１人，区（科队）长培训２期１２３人；科级及科级后备
干部培训４期２０９人；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２期１０１
人；其他培训４期２１５人。

同年，攀煤公司党校继续与四川师范大学工学院

联合办学，招收矿山机电、煤矿开采技术、煤矿安全技

术管理３个专业大专学员１８９人，招收煤矿开采技术
专业本科学员１４人。全年毕业１０２人，年末有在校学
员６２９人。

【安全管理及培训】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煤矿安全技术
培训中心完善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评估、教学质量控

制管理、教师考核奖惩淘汰办法、安全培训教室管理、

教学设备设施管理、培训档案管理、安全培训办证程

序、图书室管理、阅览室管理等各项管理制度，不断促

进培训工作规范化管理。１１月，该培训中心顺利通过
国家三级煤矿安全培训机构资质复审。

全年，攀枝花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培训煤矿特

殊工种１３９期４９７８人，合格３９５９人。培训攀西地方
煤矿特种作业人员２３期１１４２人，合格１０１４人。培
训攀煤公司煤矿特种作业人员３８３６人，合格 ２９４５
人；培训攀煤公司地面特种作业人员１１０人，合格８１
人。举办地方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培训班１期，培训８４
人，合格７５人；举办攀煤公司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培训
班４期，培训３３１人，合格２９２人。协助四川矿山安全
技术培训中心举办煤矿安全管理人员培训３期，培训
２４０人，考核全部合格。

【职业技能鉴定】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职业技能鉴定
站以提升从业人员技能为核心，以服务攀枝花煤炭产

业集团为宗旨，强调从业人员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

充分利用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场地、校舍、设施设备

和师资力量，严格按照《工人技术等级标准》开展岗位

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

全年，该职业技能鉴定站对爆破工、瓦斯检查工、

地面电工、掘进机司机、安全检查工、地面焊工、采煤

机司机、井下电工、电机车司机等９个工种采取先脱
产培训后鉴定方法，培训技术工人３３８人。完成攀煤
公司岗位工人技能培训与技能鉴定１０１０人，合格８５３
人，其中高级工２９４人，中级工５５１人，初级工８人，合
格率８４４５％。

【学生获奖】　 ２０１２年４月，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蒋
芳、李亚秋被市教育局、市人社局评为“三好学生”，杨

鑫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郑晓刚被评为“优秀毕业

生”，电气专业２０１１级２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同
月，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选派２７人次参加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举办的“中职学生技能大赛”，１人获钳工组
二等奖，１２人分获演讲、书法、计算机技能三等奖，郑
秀芳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９月，攀煤公司职工培
训中心党校培训部教师马正森被攀枝花市政府评为

“优秀教师”。１２月，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在全国技
工院校德育教学大赛中获优秀组织奖，选煤专业２０１１
级１班学生田月参加全国技工院校学生“立德立志，
成长成才，我与祖国共奋进”演讲比赛获二等奖，班主

任郭艺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教师培训】　 ２０１２年，攀煤公司职工培训中心全面
提升教师素质，选派４３名教师参加省安监局安全资
格培训，选派１６名教师参加省安监局继续教育培训，
选派２名教师参加四川省中职骨干教师培训。开展
暑假校本培训５天、寒假校本培训３天。重视“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继续执行教师到生产一线实践制

度，组织教师下矿下厂调研，了解矿井机械化、信息化

发展状况，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技能。提倡教师利用

假期或业余时间自学，更新知识，提高能力，拓展专业

知识或提高学历层次。继续开展教师公开课、示范

课、幻灯片比赛及教案评比等教研活动，帮助教师深

入探索教学艺术，形成良好的学术研讨氛围。鼓励教

师参加各种新科技知识讲座、学术交流会议和教学研

究活动，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和水平。全年，该中心选

送１９件作品参加全国煤炭系统“课件及教案”竞赛，４
件获奖。

【创办青年党校】　 ２０１２年４月，攀煤公司职工培训
中心党委开办青年党校，为攀枝花市中职类学校首

家。成立青年党校校务委员会，为学员开设专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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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该中心班子成员均参与授课。５７名学员参加第一
期培训班学习，５２人结业，１４人被所在支部列为入党
积极分子。

【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攀
煤公司职工培训中心团委启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打造“蒲公英”志愿者服务品牌。该中心团委统一定

制“蒲公英”志愿者队服、队徽、绶带、服务证，按照“工

作制度化、组织规范化、阵地长期化”要求，建立志愿

者招募、培养、评估体系。３２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开展
“爱驻夕阳 关爱老人”志愿者上门帮扶、清理校园卫

生死角、“五创联动”知识宣传、禁毒知识宣传等活动，

不断探索新的服务方式，提高志愿服务层次和水平，

营造该中心团委特有的志愿活动文化。 （袁雪梅）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以下简
称“市建校”）在册教职工２３３人。其中：专任教师１６３
人，兼职教师１０人，学历达标率９８％；硕士研究生４
人，在读研究生３人；高级职称５８人，中级职称６５人；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师、注册造价师、注册监理工程

师１６人；市（县）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 ３８人；获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个人”“攀枝花优秀

教师”称号各１人。设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
造价、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

与维修、会计、计算机应用技术８个专业。有全日制
中专学历教育在校学生４００４人，成人学历教育在籍
学生２６５２人。

认真贯彻“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

位”的办学指导思想，执行“规范管理、质量发展、品牌

建设”的工作方针，以“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项目建设和“四川省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内务

管理示范学校”创建工作为载体，推动全校各项工作

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制定完善教学管理规
范、学生管理规范、后勤管理规范、安全管理制度等管

理文件，形成《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管理制度汇

编》，成为教职工管理学校、规范工作的行动指南。初

步建立以绩效工资制和业绩考核制为重要内容的岗

位竞争运行机制，探索实践校、部二级管理的扁平化

管理新机制，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实施目标责任

制和质量评估制。实施优秀青年教师校内挂职锻炼

措施，积极推进中层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全年选

拔６名青年教师到学校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团委、
信息中心、机电与汽车工程教学部、建筑工程教学部

等部门挂职锻炼，参与学校管理工作，有力地促进了

干部培养机制创新。

【德育工作】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全面推进“内务管理示
范校”建设，强化学生养成教育，制定实施《攀枝花市

建筑工程学校全员育人实施意见》《攀枝花市建筑工

程学校学生文明习惯养成教育实施方案》，初步形成

全员育人氛围。积极开展校园禁烟、仪容仪表整治工

作，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开展市建校形象大

使评选和中职学生文明风采大赛活动，充分展示养成

教育成果。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评选出“攀枝花市建筑
工程学校形象大使”３６名，选送４５件作品参加省级
“中职学生文明风采大赛”复赛。全面推进特色德育

建设，进一步深化成功教育理念。以“红色经典 唱响

建校”为主题，组织开展“班班有歌声”歌唱活动和校

园十大歌手评选活动，以“清音寓情 书香建校”为主

题，组织开展读书活动和“清音杯”经典诗文诵读大

赛。以“爱心暖春（冬）情动建校”为主题，组织开展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形象大使”“攀枝花市建筑工

程学校十大自强学生”评选活动，树立学生学习榜样，

促进学生积极向上。

　　２０１２年６月４日，市建校举行无烟日签名活动

【教学改革】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深化教改，推行有效教
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

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４个重点专业优秀教
师对辖区３２家企业、行业协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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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需求情况及职业岗位能力要求标准，形成专业

调研报告。各专业将企业用人标准、职业标准、职业

技能鉴定要求与课程标准对接，初步形成专业教学标

准、课程体系及２２门精品课程标准。

【教师培训培养】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建立“名优教师国
家或出国培训、骨干教师国家或省级培训、专业教师

企业培训、全体教师校本培训”机制，保障师资培训经

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教师出国培训３人，参加国家
骨干教师培训２人，参加省级骨干教师培训１０人，赴
成都、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厦门、湖北等省市学习

培训４０余人；到企业实践锻炼２１人；参加校级课改、
信息技术等培训５６２人次，承担校级骨干教师示范课
任务１４人。落实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促进青年教师
健康、快速成长，开展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和新

教师汇报课活动，２９名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设计、说课、
板书等项目比赛，１０名新教师上汇报课。围绕“教学
能手—骨干教师—专业（学科）带头人”三个层面，推

进人才梯队建设。２人分别被评为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３８人被评为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市（县）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评出首届攀枝花

市建筑工程学校教学能手１１人、骨干教师１２人。

【校园建设】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学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抗震加固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实训大楼及实训工棚

建设工程稳步推进，“华芝楼”教师周转房改造工程完

成立项。积极推进实训基地建设，购置建筑模板投资

１８８６万元，购置测量仪器设备投资３０３７万元，由政
府招标采购实训设备购置投资２５５万元。积极推进
数字化校园建设工程，购置数字电视机投资２４８４万
元，建设电视网络系统投资７３４２４元，更新教师办公
电脑投资８７万元，建设重点专业教学资源共享投资
３２万元。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完善文化设施，初步完
成教室、实验实训场所、办公场所、学生生活场所的文

化布置。

【“９＋３”工作目标完成】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坚持常态

化教育教学和管理，通过整体优化教育教学及管理工

作，提升“９＋３”工作质量和水平。实施个性化教育教
学和管理策略，通过不断优化双休日、节假日教育教

学内容形式，不断完善教育管理措施，促进藏区学生

个性化发展。采取特殊化措施，做好征兵、招考管理、

教学辅导和就业安置工作。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１７名学
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２名学生在四川省优秀
艺术人才大赛中获奖，１１名学生的作品入选“全国中
职学生文明风采大赛”四川省复赛，２０１０级学生沈杨
莫被评为四川省优秀共青团员，２０１１级学生杨杰被评
为四川省学雷锋典型，２００９级学生次尔旦珠入选四川

省“９＋３”宣讲团成员。２００９级毕业生中，１２人光荣
参军，２７人考上凉山州木里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其余全部就业。２００９级８３名学生考入成人大
专学习，占年级学生总人数的５０％；２０１０级７２名学生
考入成人大专学习，占年级总人数６１％。市建校被

省教育厅评为２０１１年度“９＋３”工作信息报送先进单

位，分别被市教育局、市人社局推荐为四川省“９＋３”

工作先进集体、四川省“９＋３”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参评
单位。

【完善人才培养就业模式】　 ２０１２年，市建校改进招
生措施，提高招生工作效益，１６家企业与其签订校企
订单培养协议，招收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生 ３３人，完
成市外招生５５６人，比上年增加２３０人，完成全日制中
专招生１７７２人。狠抓就业质量，提升学校声誉，全面
落实“全面就业、稳定就业、高薪就业、体面就业”工作

要求，进一步完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选择规模大、

实力强的企业作为就业基地，初步建立起学校、企业、

人力资源机构有效合作机制，形成就业工作合力。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组织就业、实习指导专题讲座 ３次，
举行校内大型招聘会 ２次。２００９级毕业生就业率
９９％，２０１０级机电、汽修专业学生顶岗实习１００％。

（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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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特殊教育

【概　况】　 攀枝花市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市特
校”）前身为攀枝花市聋哑学校，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创建，
２００４年４月更现名，直属攀枝花市教育局，是攀枝花
市唯一一所为适龄盲聋儿童提供九年义务教育的全

日制寄宿学校。挂“攀枝花市随班就读指导中心”牌

子，负责全市普通学校“三残儿童”随班就读指导工

作。市特校位于攀枝花市西区河石坝春风巷２号，占
地５４４４平方米，建筑面积近６４００平方米。设有计算
机室、语训室、听力检测室、律动室、图书室、多功能活

动室、体育健身室等专业教室以及按摩教室、家政室、

缝纫室、工艺美术室、美发室等职业技能操作室，建有

远程、多媒体、实物投影等现代化教学系统。先后与

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成都大学学前教育学院

特教系合作成立教育实习基地，依托高校资源，提升

办学水平。２０１２年秋季学期，市特校有１２个教学班，
学生１３４人。有在职教职工４０人。其中：高级教师３
人，一级教师１４人，二级教师１２人；省、市、县级骨干
教师、优秀教师、学科带头人１０人；９７％以上教师达
到专科以上学历，学历达标率１００％。

市特校为建成享誉攀西、辐射周边的特殊教育名

校，秉承“特教特办，有爱无碍，特色强校”的办学思想

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继续推行“教

育、康复、职教一体化”的办学模式，从残疾学生身心

特点出发，坚持基础文化课教学与专业技能培训并重

原则，在开设语文、数学、常识、理科、律动、体育、英

语、美工、思品、语训等基础课程基础上，增设康复、定

向行走、社会适应、信息技术、职业教育等特殊课程，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办学质量稳步提升。至 ２０１２年
底，实现全市“三残”少年儿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

向凉山州、滇西北地区辐射。

【教育督导检查】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７日，市政府教育督
导团一行１２人检查评估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市特校教
学工作。督导团课堂教学组、资料组、师生问卷组、办

学条件组、奖励核实组对市特校教育教学、校园文化、

环境卫生、康复训练、电教技装、后勤管理、校园安全

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测评。校长罗春辉采用多媒体

就办学模式拓展、教职工队伍专业化、艺体职教打造、

全市随班就读工作指导等作汇报。督导团对市特校

办学成效、教育教学业绩给予肯定，对市特校发展提

出意见建议。经市教育局党委会议审定，市特校被评

为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市直属学校综合督导评估“优
秀”等级。

【社会各界关爱特教】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上午，西区
区委组织部、团区委、区卫生局、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

等单位代表与市特校共同举办“弘扬雷锋精神 齐绘

百米长卷”纪念活动，捐赠文具、图书和体育用品。５
月４日，区国税局局长罗凯一行为市特校捐赠１００多
套校服和１吨多大米。５月１４日下午，中国平安人寿
保险公司攀枝花分公司给市特校学生送去１５００个鸡
蛋。５月２１日，市一中校长罗勇、市建筑工程学校校
长吴建伟代表各自学校向市特校捐赠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棋类等价值６０００元的体育用品。５月２４日
下午，区法院“送法进特校”，上一堂以“学法守法 摒

弃恶习 远离犯罪”为主题的法制教育课。５月３１日，
市图书馆捐给市特校图书１００余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弘扬雷锋精神 齐绘百米长
卷”纪念活动在市特校举行

【教师获奖】　 ２０１２年２月，市特校聋人教师徐贵涛
的中国画《暖冬》参加攀枝花市中小学美术教师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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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获二等奖，教师刘扬的油画《盲女》获三等奖。

４月，市特校被评为攀枝花市“十一五”扶残助残先进
集体，教师李玉华被评为先进个人。９月，教师严文峰
获四川省第三届特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一

等奖，姜小梅、刘建英、冯军获二等奖，钱志卫、杨凤获

三等奖。同月，邹春丽等１０名教师分别获市级特殊
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一、二、三等奖。

【特殊教育科研课题立项】　 ２０１２年７月，市特校“以
信息技术为载体，培养聋生阳光心态实践研究”被省

电教馆批准为省“十二五”教育信息技术科研课题。８
月，市特校“低年级聋童学校适应性教育实践研究”被

省教科所批准为２０１２年度省重点研究课题。

【指导特殊教育实习】　 ２０１２年９月，重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学院４名实习教师到市特校进行为期３
个月的教育教学实习。市特校安排骨干教师担任实

习指导教师，落实专人推进实习工作。采用班务工作

实习和教学实习相结合方式，让实习教师深入班级全

面了解学生，掌握学生学习能力和行为习惯，与学生

建立互信，并配合指导教师做好班级日常管理工作。

教学实习通过“手语检测”“班会汇报课”“教学汇报

课”等形式为实习教师搭建成长平台。１１月实习期
满，４名实习教师教学和班级管理能力取得长足进步，
达到预期目的。

【考察学习】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市教育局组织市特
殊教育１４名管理干部赴成都进行近１０天的考察学
习。４月１９日，市特殊教育考察团参观中国随班就读
“新津模式”的发源地新津县特教中心———新津一小。

新津一小详细介绍随读中心运作模式、工作经验、推

进措施。考察团成员随后参加为期２天的新津县融

合教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学习。４月２３日，市特殊教育
考察团与双流县教育局召开双流—攀枝花融合教育

研讨会，双流县教育局作融合教育经验介绍，双流县

随班就读指导中心作“行政支持 转变职能 专业引领”

经验介绍，并考察太平中心校（二级资源中心）。２４
日，赴成都武侯特殊教育学校参观考察学习，校长蔡

晓莉详细介绍开展随班就读支持性体系情况，特殊教

育专家演示如何引领学生提高随班就读学习质量。

【艺体竞赛获奖】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市特校６名聋
生组成食品雕刻代表队参加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中职学
生职业大赛，与市经贸学校代表队同台竞赛，在２个
多小时内完成 ６组作品，１名学生获三等奖。６月
１６—２４日，市特校３名聋生参加攀枝花市中小学生游
泳比赛，获一、二、三、四名各１个，五名５个，六、七名
各１个，鹿鸣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８月２０—
２４日，市特校３名聋生参加四川省青少年游泳锦标
赛，蒋全梅获女子１００米蛙泳第七名，蒋全梅、杨雯获
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９月１０日，盲生罗钰枫撰写的
《“以手代目”的读书之路》和聋生崔从俊撰写的《读

书伴我成长》获“攀枝花市第二届中小学生读书征文

活动”二等奖。９月１３日，聋生崔丛俊、黄古挖分获四
川省听力残疾人“４·２３”世界读书日读书征文比赛
二、三等奖。１０月，市特校组队参加攀枝花市第十二
届校园艺术节暨第二届中小学生合唱节，诗朗诵《放

飞梦想》获小学组一等奖，钢琴重奏《回城》《金蛇狂

舞》获小学组三等奖，校园剧《铁杵磨成针》获中学组

三等奖，美术作品《追赶太阳的民族》获小学甲组二等

奖，美术作品《乡村游》《钢肩铁臂攀枝花人》《彝族小

女孩》获三等奖。

（姜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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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境内有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２
个，为攀枝花市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区

文联”）和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区文联设文学（作家）、音乐、美术、戏曲、

摄影、舞蹈、书法 ７个协会。全区有文化馆（国家二
级）、图书馆各 １个，有镇综合文化站 １个，有社区
（村）图书阅览室、综合教育培训室、多功能文化活动

室、文化宣传画廊９７个。拥有室内外文体活动场地
１５７万平方米。有文体演出队３８个。全区登记在册
的文化经营单位１４５家，其中娱乐场所４０家，音像制
品２１家，打字复印２４家，书报刊２９家，网吧３１家，网
络连锁经营单位１家。

全年，西区以发展群众文化、打造文化强区、规范繁

荣文化市场为目标，先进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举办

“迎春音乐会”、全民读书月活动，开展文化下乡活动。

对社区、村公共文化站点进行检查。推进“文化岛”特

色品牌文化项目建设、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基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文化信息资源服务网络，推

进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组建苏铁艺术团，举办基层文化

专干培训和声乐、舞蹈培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组织

区文联各协会会员采风和创作研讨，推荐文艺作品发

表、参展。开展文化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和专项整治活

动，规范经营行为，净化网络环境。

【文化培训】　 ２０１２年，区文化馆组织基层文化专干
培训２次，培训街道（镇）、社区（村）文化专干１３０人
次。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下基层培训５０余次，参培人
数达３０００余人次。组织专业教师对广大艺术爱好者
进行舞蹈、声乐免费培训。每周在馆内为１００余名文
艺爱好者举办３小时声乐培训和６小时舞蹈培训。全
年，区文化馆举办各种培训 １００余次，参培 ８０００余
人次。

【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向市民免费开
放各类室内外文体活动场地，面积达到１５７万平方
米。区图书馆有藏书（含报刊）１３万册，供读者免费
借阅，全年借阅图书 ４１００余册。免费开放电子阅览
室，供读者上网收索资料。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厅，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吸引居民参观学习。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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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

【送文化下乡】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市文联、区文联
组织书法家２０人到大水井村为农民送书１００余册，写
春联５００余副，受惠群众８００余人次。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１８日，区文联举行
２０１２年文化年会，各协会 ７０余人参会。年会总结
２０１１年工作，安排部署新一年工作，会员进行吟诗赋
词、京剧堂会、独奏、重唱等才艺展示。１月２０日，西
区音乐家协会举办“迎春音乐会”，演出独奏、独唱、重

唱、联唱等节目，演员与观众互动，与民同乐。１月２２
日、２３日，西区川剧社、京剧社先后在河门口公园举办
“川剧演唱会”“京剧堂会”，演唱《沙家浜》《红灯记》

《智取威虎山》等名段，观众达２０００余人。全年开展
各类文艺演出２００余场次，放映公益电影２８４场，观
众达５万余人次。

【读书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
游局联合开展为期１个月的读书活动，主题为“爱读
书 爱生活”。鼓励全区广大干部群众、教师学生多读

书、读好书。同月，区文化部门选派２名选手参加全
市以“农家书屋”为题材的演讲比赛，分获一等奖、三

等奖。区文化馆选送１０余件书画作品参展，其中１件
获二等奖，１件获三等奖。格里坪镇综合文化站卢静
获全市“十佳基层图书管理员”称号。

【文艺采风与交流】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２日，区文联举行
“西区２０１２年度文艺创作座谈会”，全区文艺骨干２５
人参会，特邀市文艺界领导及专家为西区创作本土题

材文艺作品建言献策。６月１５日，组织西区摄影家协
会、作家协会会员２０余人到苏铁山、观音岩水电站采
风，创作反映西区风土人情文艺作品３０余件。６月１８
日，组织区美术家协会会员与市书画院画家、区摄影

家１０余人到观音岩水电站、西佛寺景区、丽攀高速公

路和沿江快速通道建设工地、苏铁山采风，创作作品

２０余件。１０月，邀请重庆画家唐虎泉、沈光瞳到西区
交流采风，市区书画家２０余人参加。１２月，组织市、
区作家１０余人到西区格里坪镇大麦地村、苦荞村采
风，创作文学作品２０余篇。１２月２４日，西区文化体
育旅游广电新闻局邀请成都市５位知名书画家与区
文联书协、美协，市文联书画院书画家在西区青瓦台

大院现场挥毫，创作３０余幅书画作品。全年，区文联
与市书画院在西区进行书画交流４次。

【文艺创作】　２０１２年１月，王建国的国画《牧归》《五
月的苏铁》《飞瀑》《清泉石涧流》在《四川民革》发表，

６件作品在《潼南文化》发表。５月，刘自坤、刘均德获
第七届攀枝花文学艺术奖。１１月，王建国的国画《早
春》、王勇的国画《守望秋天》，刘均德、杨晓斌、向红英

书法作品入选攀枝花“丰收大地”喜迎十八大召开美

术精品展。

曾国涛的个人诗集《群山倾听草根》，余瑞、陈小

雪合创小说集《粉红的瑞雪》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发行。文学内季刊《苏铁》出版４期，每期印数１０００
册。区文化馆文艺部刘健作品有小品《放学路上》《苏

铁姑娘》《我是共产党员》、快板《说西区 唱西区》，程

斯娆等编排有舞蹈《苏铁花开》《绣缘》《东边的草地

上》《鸿雁》，高春生创作有歌曲《攀枝花之歌》《我是

个采煤的黑小伙》。区文化馆整理改编彝族曲目１２
首，重点打造《白彝打跳》《和谐西区》。全年，组织５０
余件文艺作品参展参赛。

【苏铁艺术团选手参赛获奖】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西区苏铁艺术团选手参加攀枝花市第三届“金沙放

歌”群众歌咏比赛总决赛，苏铁男子组合演唱的歌曲

《得天独厚攀枝花》获一等奖，傈僳姐妹组合演唱的原

生态歌曲《朵我》获三等奖。

·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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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

【苏铁艺术团成立】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西区苏铁艺
术团在区文化馆成立。该艺术团为群众业余演出队

伍，有电子铜管乐队１支１１人，有舞蹈演员、歌唱演员
５９人，均为各街道、社区文艺爱好者，具有较高艺术水
平和一定表演才能。

【网络建设】　 ２０１２年上半年，西区四川浩天网络服
务有限责任公司投入１００余万元收购５家网吧，直营
店覆盖攀枝花市西区、东区、仁和区、盐边县，拥有直

营店８家、加盟店５家，注册资金１０００万元，经营面
积４０００余平方米。该公司投资在１００万以上的娱乐
场所有７家。

【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　 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６日下午，
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新闻局与格里坪镇政府在镇综

合文化站会议室召开广播“村村响”工程和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会，相关人员 ２０余人参会。
会议由副镇长钟世梅主持。会议主要介绍广播“村村

响”工程性质和特点，听取各村负责人的意见，动员群

众广泛参与项目建设，全力推进工程建设。广播“村

村响”工程总投资３０余万元，计划工期４个月，１０月
１０日开工建设。工程完工后，格里坪镇１０个村４个

社区实现广播“村村响”，综合覆盖率达到９０％。广
播“村村响”工程通过有线电视线路进行数字传输，不

新建干路线路，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降低；建立镇、村

（社区）两级广播系统，镇广播信号传输给村（社区）

广播站广播，村（社区）广播站亦可自行进行广播，在

特殊情况下，信息员可在异地通过手机与播控设备连

接进行广播；使用简单，可用于新闻宣传、政策指导、

文化娱乐、知识学习等，在紧急情况下能发挥灾害应

急广播。广播“村村响”工程预计２０１３年１月中旬竣
工投入使用。

【《玉泉赋》雕塑落成】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西区着手打造
玉泉广场文化品牌，在玉泉广场大梯道右侧安装《玉

泉赋》汉白玉雕塑。该雕塑高 ３５米，宽 ２５米，厚
１５米，总投资２８０９万元。《玉泉赋》汉白玉雕塑正
面为“玉泉广场”四个红色大字，采用繁体行书字体；

背面为玉泉赋文，采用绿色简体楷书字体，由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原市作协主席刘成东作赋，市书协副主

席李晓华书写，市奇才雕塑有限公司雕刻和安装。从

石料采集、设计、论证、书写、雕刻到安装历时６个月。
１２月２２日，《玉泉赋》汉白玉雕塑在玉泉广场成功
落成。

文化管理

【机关软件正版化】　 ２０１２年，西区财政投入１０７万
元，通过公开招标购买６３１套操作系统、８０１套办公软
件，使西区的办公电脑全部实现正版化，并建立起一

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将软件纳入资产管理，建立使用

台账。１２月５日，攀枝花市推进政府机关软件正版化
检查组检查验收西区政府软件正版化工作。检查组

分两组展开检查，一组对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新闻

局、区投资促进商务局、区财政局等５家单位３５台办
公电脑正版软件安装、资产管理、软件使用等方面进

行抽查；另一组对西区政府推进正版软件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工作开展情况和档案资料进行检查。检查

验收合格。

·９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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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集中销毁行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攀枝花市开展
“２０１２年全国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
动”。西区参与集中销毁的侵权盗版制品及各类非法

出版物２６９６件，其中盗版音像制品２３２０张，盗版及
非法书刊３７６册，淫秽物品４８件。

【文化市场执法检查】　 ２０１２年，西区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大队开展“扫黄打非”专项行动１２次，出动执法
人员５０余人次，重点对书刊、互联网、音像制品及歌
舞娱乐场所进行联合执法检查。严厉清查政治性非

法出版物、淫秽色情出版物、“法轮功”邪教组织宣传

品，以及涉及宗教类非法出版物、盗版教材教辅资料、

盗版电子出版物、非法音像制品。严厉打击制售非法

出版物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严厉查处网络淫秽色

情等有害信息，取缔涉黄娱乐场所１家，刑事处理 ２
人，收缴淫秽、盗版等非法音像制品 ３００余张，上报
“扫黄打非”信息２０余条。全年开展各项专项行动检
查５５次，出动３５０人次，检查经营户９５０家次，取缔无
证经营点１２个，查处违规经营户３户。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６—２８日，区文

体旅游局抽调力量，参与区教育局校园周边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重点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等行业。出动检查

车辆１５台次、人员５０余人，清理各类无证书摊３０余
个，劝停无证销售“口袋书”地摊２个，责令文具店停
止无证销售工具书１家。９月２７—２９日，区文化体育
旅游广电新闻局与区教育局、区公安分局、区消防大

队等７个部门开展校园周边联合执法清理行动，检查
书刊、音像店１２家，取缔无证销售音像制品店５家，抽
查工具书４０余种，未发现盗版书刊。

【文化市场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文化体育局认真
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积极开展文化市场执法工作，按

照“清剿火患”“百日安全行动”“打非治违”等专项工

作要求，督查指导安全生产管理。全年召开安全生产

会议４次，与１３３家企业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开
展安全联合检查１０次，出动人员７０人次，上报信息
３０余条，对３家落实不到位企业下达停业整顿通知
书，关停１家。

（徐远超）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７日，西区春节群众文艺活动在玉泉广场举行
（区文体旅游局供稿）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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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１１８家，其中市级医院１家，企业医院１家，民营医院２
家，镇卫生院１家，村卫生站９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１９家，自主经营诊所、医务室、卫生所８５家。全区有
病床１３９５张。有卫技人员１３４１人，其中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及诊所 １３０１人，区疾控中心、区卫监
所、区妇幼保健院２５人，村卫生站１５人。全年，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诊疗人数达６７４３１９人次。依法注册执
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变更注册执业医师（执业助

理医师）１１１人次，注册护士２２人，医疗机构注册、注
销、换证及变更３３家次。

【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
卫生局（以下简称“区卫生局”）积极推进全科医师制

度建设，为镇卫生院招收定向免费医学学生１名，安
排３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人员参加全科医生岗
位培训。全年培训村卫生站医务人员４０人次，镇卫
生院医务人员６人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７２
人次。全区６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与村卫生室
签订对口支援协议。

【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区卫生局联合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区工商局、区城管局、区公安分局

及相关街道（镇）、社区对辖区非法行医场所进行拉网

式排查，５月、９月集中开展两次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
动。出动卫生执法监督人员６０人次、车辆１４台次，取
缔非法行医摊点１３户次，查处案件２件，没收器械４３
件，没收药品８千克，罚款５０元。

【新农合参合】　 ２０１２年，西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
合农民８６９７人，参合率９８６３％。新农合按照政策要
求提高补偿比例，封顶线１０万元，人均筹资２９０元／年
（各级政府补助人均补助２４０元／年，农民人均自筹５０
元／年）。全年筹资３３５８３万元，支出３０９４万元，其
中住院补偿支出２８３１３万元，门诊统筹支出１５１６万
元。农民受益５２１１人次。启动农村儿童先天性心脏
病筛查及救治工作。经筛查，确诊并治愈患儿２名。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开展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

康教育、预防接种、０岁 ～６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
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２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

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

服务１１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至年底，城镇居民健
康档案电子建档率９０８４％，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电子
建档率 １０８４３％；预防接种 ５２０２５人次；儿童保健
８５５８人次，孕产妇保健３３８８人次，老年人保健２６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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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重性精神疾病管理５６４人次，高血压管理２０９７３
人次，糖尿病管理８１８７人次。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２０１２年，西区格里坪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村卫生室继续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继续实行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制度，

建立西区基本药物制度专户，实行基本药物采购资金

统一支付，实行零差率销售。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区

卫生监督所每季度对基本药物管理使用情况抽查不

少于１次，区公共卫生管理中心每半年对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１次明查暗访，查访结果
在全区通报。明察暗访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均按照要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其采购途径、销售价

格符合要求。

【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为省级示范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２０１２年，西区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创建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改

造部分硬件设施，增设开放式窗口、无障碍通道、儿童

乐园等，美化环境。优化人员结构，制订工作人员中

长期培训规划及年度培训计划，储备人才。７月，清香
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为省级示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成为全市首批创建成功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之一。

【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首次复审】　 ２０１２年３月，西区
成立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指挥部，区委副书

记、区长李兴华任总指挥长，并下设办公室，分管卫生

的副区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和组织协调工

作。同时成立６个专项工作指挥部和１个专项督查工
作组，制订复审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目标任务，明确部

门（单位）职责。全区１镇６街道均建立相应的组织
机构，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构建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全方位推进国家卫生城

市迎复审工作。迎复审期间，区委、区人大、区政府、

区政协领导分４组对辖区农贸市场、居民区、宾馆、餐
饮店、超市及主干道两侧的环境卫生进行检查，区卫

生局积极组织开展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病媒生物

防治、公共场所管理等工作。８月１４日，全国爱卫办
工作人员以暗访方式对攀枝花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工作进行督察。１２月４日，攀枝花市通过国家卫生城
市首次复审。

【病媒生物防治】　 ２０１２年，区卫生局对蚊蝇滋生地
进行调查摸底，对农贸市场、屠宰场、超市等重点场所

进行病媒生物防治督导检查，开展“四害”（苍蝇、蚊

子、老鼠、蟑螂）密度监测工作。督促消杀公司对全区

６０００余口下水道窨井进行烟雾消杀，挂放毒鼠饵，对
垃圾房、垃圾桶及果皮箱等１３万余平方米的“四害”
孳生地进行４次集中消杀。组织辖区单位开展春秋
季除“四害”活动，统一投放价值 １５万余元的灭“四
害”药品。

【健康知识竞赛】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区卫生局组织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 ６０周年健康生活知识与技能竞赛活
动，完成报纸有奖竞赛有效答题卡６００余份。举办电
视有奖竞赛预赛，攀煤公司、格里坪镇、各街道８个队
参加竞赛，参赛人员在必答题、抢答题、笔答题、风险

题４个竞赛环节上公平角逐，评选出３名选手参加市
级选拔赛，获全市第三名。

【政务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卫生局政务中心窗口受理
卫生许可申请４６８件，其中发放卫生许可证３２４件，医
疗机构年审１２１件，注销卫生许可证４３件。办理从业
人员健康证明１４０８个。

（张明君）

卫生监督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卫生监督所（以下
简称“区卫监所”）主要承担全区公共场所、生活饮用

水、学校、职业、放射、化妆品、传染病及医疗市场等领

域的卫生监督综合执法工作，监管公共场所３７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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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供水单位６户，医疗机构１２８户，学校１７所（含企
业技校１所），托幼机构４３所，医用辐射单位７户，消
毒产品经营使用单位４７０家。

【网格化管理】　 ２０１２年７月，区卫监所２０名卫生监
督协管员划归清香坪、玉泉、河门口卫生监督协管队，

隶属区卫监所，由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玉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日常办公场所，承担所在片区的

卫生监督综合协管工作。卫生监督覆盖全区６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１个镇卫生院。签订相关岗位责
任书２５份，确保网格化管理工作不脱节。加强网格
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巡查、请假加班、举报

投诉、信息报送、内部培训等制度。全年上报各类卫

生监督信息１０４条，举办内部培训１０期，受理群众举
报投诉６件。

【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将全
区３７０户公共场所纳入量化分级管理，全年量化分级
管理实施率 １００％。对 ２３１户公共场所进行信誉评
级，其中住宿业５４户（Ｂ级５户、Ｃ级４９户），理发美
容业１６３户（Ｂ级７户、Ｃ级１５６户），沐浴业１１户（Ｂ
级３户、Ｃ级８户），游泳场所３户（均为 Ｃ级），评级
率均为１００％。对评级结果进行公示。

【民营医疗机构量化分级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
进一步规范个体医疗机构行医行为，对全区７５家个
体诊所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全年评级７５家，其中 Ａ
级１家，Ｂ级 ３６家，Ｃ级 ３８家，管理率和评级率均
为１００％。

【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记分管理】　 ２０１２年１—１１月，
区卫监所对全区７５家民营医疗机构进行不良执业行
为记分专项检查，发现其中６家医疗机构存在医务人
员处方书写潦草、门诊日志登记不规范、消毒和隔离

制度不认真落实等问题。区卫监所责令扣分单位整

改。经复查，均整改到位。

【放射卫生管理】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出动卫生监督
人员５０人次，从放射诊疗机构建立、仪器设备、工作
场所等方面，对开展放射诊疗活动的７家（２家为新
办）医疗机构进行放射卫生日常监督检查，审核工作

人员资质、学历证明、医师执业证。检查发现，个别医

疗机构存在放射设施设备老化、工作场所条件不利于

工作开展、无法保证诊疗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等问

题，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１４份，责令限期整改。４—６
月，完成全区５家医疗机构放射许可证年审工作。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
采取局部小范围巡查、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等方式打

击非法行医行为，净化医疗服务市场，保障群众身体

健康、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同时邀请新

闻媒体全程报道，形成全社会关注“打非”工作氛围。

全年检查集贸市场、街道（镇）、社区３５０余家次，抽查
医疗机构４０家、药店１７个，取缔非法游医摊点７个，
没收非法药品８千克、医疗器械２３件，查处“黑诊所”
２家，处罚无证经营单位２家并罚款１２６１６元。

【医疗卫生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开展医疗
广告检查、医疗美容检查、消毒产品抽查、打击非法行

医、麻疹强化免疫监督、抗菌药物联合整治、传染病网

络直报质量督导、整治“两非”（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

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专项整治

工作，有效维护医疗市场秩序。出动卫生监督人员

１１００人次，监督检查２５６户次，对攀枝花协和医院医
疗广告违法行为实施处罚。

【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规范西
区传染病防治，出动卫生监督员２３２８人次，对１７所
学校、４３个托幼机构、１２８家医疗机构进行传染病防
治检查，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废弃物存放不符合要求、

个别医务人员防护措施意识较差、学校健康教育宣传

不到位等问题。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１９０份，责令其
限期改正。经复查，各单位均完成整改。

【教育机构卫生监督】　 ２０１２年２月、９月开学前后，
区卫监所对１６所区属中小学、７个小学办学点、１所
市属企业学校、４３个托幼机构进行卫生安全监督检
查。出动卫生监督员３００余人次，检查学校及幼儿园
１４０余户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５０份，并责令其限
期改正。

【高考中考卫生安全专项检查】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１５
日，区卫监所组织１２名卫生监督员对市七中１个高考
考点和市十初级中学、市三十二初级中学、市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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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３个中考考点公共卫生安全进行专项检查，主
要检查考点学校医务室、生活饮用水、学生宿舍、教

室、公共卫生间及周边住宿场所卫生安全达标情况，

发现问题督促其整改。高考中考期间，４个考点未发
生一起公共卫生事件。

【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监测】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月，区卫
监所先后对全区６个二次供水单位进行检查，主要检
查是否定期清洗供水水池、是否定期消毒及卫生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６个单位均建立基本档案，有卫生管
理制度，有专（兼）职管理人员，有清洗、消毒记录和水

质检验报告，供管水人员均持有效健康证明。４月，将
４个二次供水单位的抽水水样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水质检验。６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水质
检验结果，４个二次供水单位的水样全部合格。全年，
二次供水卫生执法监督４０户次。

【卫生行政处罚】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查处公共场所
卫生、医疗卫生等违法违规案件１３件，其中适合一般
程序案件 ７件，适合简易程序案件 ６件，累计罚款
２９１１６元。取缔公共场所非法经营户３５户，取缔非法
行医经营户９户。未发生卫生行政诉讼及复议案件。

【卫生监督信息】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上报卫生监督
工作信息、经验交流文章及典型案例１０４篇，被采用
信息７５篇。邀请记者报道西区卫生专项工作，所写
《西区集中整治“四小”行业》被《攀枝花晚报》采用，

《西区整治“四小”行业迎“国卫”复审》被《攀枝花日

报》采用，《重拳出击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在攀枝花电

视台新闻频道播发。《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净化医疗

服务市场》《西区喜获全市２０１１年卫生监督工作目标
考核一等奖》刊发于《西区视野》杂志。

【健康体检及培训】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３—２４日，区卫监
所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公共场所、二次供水人员集中健康
体检及从业人员卫生法律法规培训工作。其间，区疾

病预防控制保健中心门诊部体检各类从业人员３２０
人，培训３２０人。

【卫生知识宣传培训】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结合国家
卫生城市复审及文明城市创建，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公

共场所卫生标准、生活饮用水标准、传染病防治、打击

非法行医、《国家卫生城市标准》等知识。组织公共场

所、二次供水单位、医疗机构等行业负责人及从业人

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并考试。全年，公共场所负责人

培训１１１０人次，二次供水单位负责人培训１８人次，
医疗机构负责人培训１０２人次，从业人员培训２０００
人次，考试成绩合格率１００％。

【卫生行政许可证发放】　 ２０１２年，区卫监所政务中
心服务窗口受理各类卫生许可证申请４５８户，其中公
共场所４４８户，饮用水３户，放射诊疗许可７户。新发
放卫生许可证３２６户，其中公共场所３１８户，饮用水３
户，放射诊疗５户。年审卫生许可证１１８户，均为医疗
机构。现场审查不合格、不予批准１３２户，其中公共
场所１３０户，放射２户。注销卫生许可证５１户，均为
公共场所。按时办结率１００％，无逾期件。办理各类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１５７０个。

（田德琼）

疾病防控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以下简称“区疾控中心”）完成卫生应急、性病艾

滋病防治、结核病示范区创建、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免疫规划、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等工作，同时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审、“８·２９”

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年，调查

处理疑似水痘疫情２起、疑似手足口病疫情３起（排
除手足口病疫情２起），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调查处理
食物中毒事件 １起。无暴发疫情及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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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处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无甲类传染病病例发生，发
生乙、丙类传染病１４种５９０例，发病率为３６２９５／十万，
同比下降２１０２％。其中：乙类传染病９种３３８例，发病
率为２０７９３／十万，同比下降２９２９％；丙类传染病５种
２５２例，发病率为１５５０２／十万，同比下降６３２％；死
亡７例，死亡率为４３１／十万。处置传染病自动预警
信号７１条。全年未发生聚集性疫情。

【“８·２９”事故救灾防疫】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
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

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区疾控中心立即启动《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成立西区疾控中心救灾

卫生防疫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制订《攀枝花市西区疾

控中心肖家湾“８·２９”特大矿难救灾防病方案》，购置
足量应急防疫物资，抽调流行病调查、消毒、消杀专业

人员组建３支卫生防疫小组，轮流到事故救援现场开
展救灾防疫工作。对救援现场采取科学防疫，切实加

强救援队伍及现场工作人员传染病疫情的监测；每天

使用“含氯消毒剂”对救援现场和周边环境消毒２次，
并对尸体及接触的环境进行消毒；密切监测救援现场

“四害”密度情况，使用“奋斗呐”杀虫剂对周围环境

进行消杀；做好现场救援人员必要应急防护物资保

障；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提高救援人员疾病预防控

制意识和水平。截至９月１５日２０时，“８·２９”事故
现场救援工作结束，未发生传染病疫情和食物中毒

事件。

【常规免疫】　 ２０１２年，西区常住儿童卡介苗、脊灰疫
苗、百白破疫苗、麻风（含麻疹）疫苗、乙肝疫苗、Ａ群
流脑疫苗、乙脑疫苗、甲肝疫苗应种分别为８２９人次、
２４２５人次、２３５６人次、７７５人次、２１９２人次、１６２４人
次、８７８人次、７８４人次，实种分别为８２７人次、２４１２人
次、２３４６人次、７６８人次、２１８９人次、１６１３人次、８７１
人次、７８０人次，接种率分别为 ９９７６％、９９４６％、
９９５８％、９９１０％、９９８６％、９９３２％、９９２０％、
９９４９％；常住儿童脊灰糖丸、麻腮风（含麻腮、麻疹）

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Ａ＋Ｃ群流脑疫苗、乙脑
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应种分别为１０６２人次、９２５人次、
７４２人次、１０３０人次、１３７１人次、９９９人次，实种分别
为１０５３人次、９１９人次、７３５人次、１０２６人次、１３５７
人次、９８９人次，接种率分别为 ９９１５％、９９３５％、
９９０６％、９９６１％、９８９８％、９９００％。流动儿童卡介

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风（含麻疹）疫苗、乙肝

疫苗、Ａ群流脑疫苗、乙脑疫苗、甲肝疫苗基础免疫接
种应种分别为３８３人次、２４６１人次、２４４７人次、６８１
人次、１６０９人次、１４０８人、９２８人次、７２０人次，实种分
别为３８２人次、２４４５人次、２４３３人次、６７７人次、１６０３
人次、１３８０人次、９１９人次、７１４人次，接种率分别为
９９７４％、９９３５％、９９４３％、９９４１％、９９６３％、
９８０１％、９９０３％、９９１７％；流动儿童脊灰糖丸、麻腮

风（含麻腮、麻疹）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Ａ＋Ｃ
群流脑疫苗、乙脑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应种分别为９２０
人次、８０５人次、６７３人次、６６４人次、１１５６人次、７６８人
次，实种分别为９１４人次、７９５人次、６６８人次、６６１人
次、１１４３人次、７５８人次，接种率分别为 ９９３５％、
９８７６％、９９２６％、９９５５％、９８８８％、９８７％。

【接种率抽样调查】　 ２０１２年５—６月，区疾控中心按
“五六七”法（每个区县抽５个乡镇、每个乡镇抽６个
村，每个村抽７名儿童）对全区免疫规划基础免疫接
种率进行抽样调查。调查 １岁组儿童 ２１０名，建卡
２０６人，建卡率９８１％，建证２０７人，建证率９８５７％，
卡证相符１８６人，卡证符合率８８５７％，卡介苗卡痕阳
性１９５人，卡介苗卡痕阳性率９４６６％。卡介苗、脊灰
疫苗、百白破、麻苗单项接种率分别为 ９４７６％、
９４２９％、９５７１％、９５２４％。四苗全程 接 种 率 为
９０４８％。乙肝疫苗第一针及时接种率为９３３３％，全
程接种率９６６７％。１岁组调查儿童２１０名。其中：麻
疹疫苗加强免疫接种１９１人，接种率为９０９５％；百白
破加强免疫１９３人，接种率为９１９０％。４岁组调查儿
童２１０名，脊灰疫苗加强免疫接种 １９４人，接种率为
９２３８％。６岁组调查儿童２１０名，白破二联疫苗加强
１９６人，接 种 率 为 ９３３３％。乙 脑 减 毒 活 疫 苗
９２３８％，Ａ群流脑多糖疫苗９２８６％，甲肝减毒活疫
苗９３３３％。２岁组调查儿童２１０名，乙脑疫苗加强免
疫接种１９６人，接种率为９３３３％。３岁组调查儿童

２１０名，Ａ＋Ｃ多糖流脑疫苗加强免疫接种１９２人，接

种率为９４４３％。６岁组调查儿童２１０名，Ａ＋Ｃ多糖
流脑疫苗加强１９１人，接种率９０９５％。

【麻疹及脊灰疫苗强化免疫和查漏补种】　 ２０１２年
３—４月，西区开展麻疹及脊灰疫苗强化免疫工作。全
区摸底目标儿童数９３１０人，其中禁忌１８人，因病缓
种１４７人，拒种１７人，流出１０３人，应种儿童８９９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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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种８８２９人，此次免疫前零剂次数３４３人，接种率为
９８１８％。脊灰疫苗查漏补种全区摸底目标儿童
１００６５人，脊灰疫苗应种２０３２人次，实种１９９１人次，
补种率９７９８％。３月８日、４月１７日，市卫生局督导
组分别对西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及查漏补种、脊灰疫

苗查漏补种进行接种率快速评估，２项接种率均达
９５％。全区无接种事故发生。

【儿童预防接种规范化建设督导检查】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区疾控中心对纳入规范化建设的１６个预防接种
单位进行督导检查，内容包括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

设组织、管理情况，门诊基本条件、接种设施、疫苗管

理、儿童信息化建设实施情况等。经审核，预防接种

单位达到ＡＡＡ级规范化建设标准１个，达到 ＡＡ级规
范化建设标准４个，达到 Ａ级规范化建设标准５个，
未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６个。督导检查发现，预防接
种单位接种卡管理不规范，接种门诊对服务对象底数

不清，建卡率低，已建接种卡管理质量较差，摸底调查

显示卡证符合率为８８５７％；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系
统管理质量较低，各预防接种门诊的儿童预防接种信

息匹配率均未达到接种信息匹配率大于或等于９５％
的要求，存在重卡现象。对存在问题，区疾控中心制

订整改方案，要求加强预防接种门诊建设，严格实行

资质管理；落实预防接种工作补助经费，提高工作人

员积极性；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实行目标管理责任

制；加强计划免疫队伍建设。

【病媒生物监测】　 ２０１２年，区疾控中心继续开展病
媒生物密度监测工作。布放鼠夹２５２０夹，其中有效
夹２４８９夹，捕获老鼠２５只（小家鼠２２只、褐家鼠３
只），年平均鼠密度１％；布放诱蚊灯７２盏次，监测８６４
小时，检测到蚊子３４２只，年平均蚊密度０４只／小时；
布放捕蝇笼６０笼次，捕获苍蝇２５０只，年平均蝇密度
为４１７只／笼；布粘捕盒７２０盒，回收粘捕盒６１８盒，
其中阳性粘捕盒１５８盒，侵害率２５５７％，捕获大小蟑
螂４１６只，年平均密度 ０６７只／盒。监测结果，餐饮
业、农贸市场、屠宰场、食品生产和储存等单位鼠密度

偏高，居民区和公园绿化带蚊密度稍偏高，农贸市场、

屠宰场、餐饮店蝇密度偏高，餐饮店、农贸市场、屠宰

场蟑螂密度偏高，其他行业病媒生物保持在标准内。

【霍乱监测】　 ２０１２年４—１０月，区疾控中心每月在

指定的霍乱监测点对熟食摊点食品和生活水样进行

外环境取样监测１次，监测７次２１个样品，完成熟肉
及凉菜样品３０份、水产样品４０份，结果均为阴性。

【手足口病监测】　 ２０１２年 ，西区医疗机构诊断报告
手足口病临床诊断病例９１例，其中报告当地病例５９
例，外地病例３２例。各医疗机构对４１例手足口病临
床诊断病例进行采样，送市疾控中心检测，反馈实验

室结果病例２３例，其中阳性１９例（肠道病毒７１型２
例、柯萨奇病毒 Ａ组 １６型病毒 １６例、其他病毒 １
例），阴性４例。

【碘盐监测】　 ２０１２年９月，区疾控中心开展碘盐监
测工作，采集样品３００份，样品中无非碘盐，含碘量不
合格样品７份，碘盐覆盖率 １００％，合格碘盐食用率
９７６７％，碘盐合格率９７６７％。全区食盐销售渠道正
常，居民具备一定碘缺乏病防治知识。

【麻风病防治】　 ２０１２年，区疾控中心继续开展麻风
病访视病人活动，对新庄村２０１０年发病的麻风病停
药人进行定期复查和访视３次。对电话上报的６条麻
风病线索进行及时调查核实，未发现新发麻风病人。

对历史病人和停药监测期病人 ４０人进行随访和体
检，未发现复发病人，随访复查率１００％。对麻风病人
家属进行体检 １６０人次，体检率 ８８８９％，未发现新
病人。

【艾滋病综合防治】　 ２０１２年，区疾控中心主要为群
众提供ＨＩＶ（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宣传资料、安全
套和检测服务。全年咨询 ５１０人次，检测 ４８０人次
（仅含区疾控中心和攀煤公司医院）。利用“３·２４结
核病防治日”“６·２６世界禁毒日”“１２·１世界艾滋病
日”，联合相关部门开展５次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２万余份、安全套２０００余只。开展娱乐场所现场干
预１２轮，开展暗娼、吸毒人员干预，干预暗娼１２２０人
次，发放宣传册８００１份、安全套１６６００只，ＨＩＶ检测
１９８人次；现场干预性病患者就诊２３１人次，ＨＩＶ检测
１８７人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９０份、安全套２７９３只、性病
服务包１８４个；男男行为干预４８人次，ＨＩＶ检测２６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１４３份、安全套２５０只。开展同伴教
育，针具交换１５１２人次，发放清洁针具１５９８５支，针
具回收１５９６５支，ＨＩＶ检测２１４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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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４份、安全套２９６８０只。开展病人自愿发现工作，
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点咨询１０９１人次，检测１０６０人
次；社区自愿咨询（ＶＣ）点咨询８６４人；快速检测（ＲＴ）
点检测４４８４人。艾滋病筛查检测１４２６６人次，其中
筛查阳性９１人次，确证检测１７人次。开展在随访状
态ＨＩＶ感染者结核筛查１１０人，筛查率１００％。哨点
监测调查场所２７处，暗娼监测１００份，吸毒监测１００
份。开展ＨＩＶ病人免费治疗，全年新增治疗病人３２
人，终止治疗３人。全区艾滋病治疗病人８４人（实际
报告８７人，转出４人，转入１人），终止１９人，正接受
治疗６５人。

【结核病防治】　 ２０１２年，西区结核病防治机构接诊
肺结核可疑者４７１人，接诊率２９４３８／十万，免费摄片
检查３４３人，初诊查痰４７１人，初诊痰检率１００％。发
现、登记活动性肺结核病人１５０例，其中涂阳肺结核
病人２６例（初治涂阳１８例、复治涂阳８例），涂阴肺
结核病例１２４例。全区非结核病防治机构网络直报
肺结核病人９７例，重报１２例，重报率１２３７％，住院１
例，实际报告８４例。转诊到结核病防治机构就诊７０
例，转诊到位率８３３３％。对未到位的１４例病人进行
追踪，追踪率１００％；追踪到位病人１１例，追踪到位率
７８５７％，转诊、追踪总体到位率９６４３％。追踪、免费
筛查结核病家庭及非家庭成员密切接触者１２１人，筛
查率１００％，未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例。２个乡镇查
痰点免费检查可疑肺结核病人１２４人。筛查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和病人１１０例，发现活动性肺结核１例，落
实双感病人免费治疗工作。举办各种培训１０期，培
训相关人员７２０人次。利用“３·２４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科技之春”宣传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活

动，开展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结核病防治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办墙报、宣传栏９２期，街头
宣传６０次，其他形式宣传１０余次；印发宣传资料３０
万份，悬挂横幅、标语９０条。９月１４—２５日，区结核
病防治机构对辖区７所学校３０２９名学生进行结核病
防治健康筛查，发现疑似肺结核病学生２名，经结核
病涂阴专家领导小组病案讨论，排除为活动性肺结

核。每２月对攀煤公司结核病防治所、２家综合医疗
机构、２０家社区卫生医疗机构进行１次督导，督导乡
镇１３２次，区结核病防治人员访视患者１００余人次。

【公共场所监测】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日，区疾控中心对

区内超市、宾馆等公共场所卫生环境进行抽样监测，

现场抽取３家超市、５家宾馆９个空气样本和１６个公
共用具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９个空气样本全部
合格，千平商务酒店和麓山商务酒店的茶杯、龙瑞商

务宾馆的毛巾不合格，责令其限期整改。

【农村饮用水监测】　 ２０１２年３月，区疾控中心对格
里坪镇６个村饮用水进行日常监测，采集１０个水样送
市疾控中心检验。检验结果，１０个水样均不合格，细
菌总数不同程度超标。区疾控中心及时将检验结果

通报格里坪镇政府和区卫生监督所。

【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总结会】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１５
日，区卫生局、区疾控中心在区卫生局５楼会议室召
开２０１１年医疗机构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总结会，
全区医疗机构工作人员３９人参会。会议由区卫生局
副局长母治文主持。会议总结西区２０１１年结核病综
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作，安排２０１２年结核病综合防
治示范区建设工作。大会表彰２０１１年西区结核病防
治先进工作单位及先进个人，市二医院等８家医疗机
构和李旭等８名医务人员受到表彰。

【承办市疾控系统年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日，由区疾
控中心承办的攀枝花市疾控系统第九届主任、书记年

会在西区金沙滩召开，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钟

礼彬，区政府副区长罗文玉出席会议，全市疾控系统

中层以上干部约８０余人参加会议。市疾控中心主任
唐新龄主持会议。会议主题为“如何规范高效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会议对攀枝花市盐边县温泉乡不

明原因死亡案例进行分析，交流西区创建全省结核病

综合示范区经验，各县（区）疾控系统主任、党组织书

记就如何提高疾控系统的活力与凝聚力作交流发言。

【居民健康教育素养培训】　 ２０１２年２月８日，西区
２０１２年居民健康教育素养培训会在区文化馆放映厅
召开，区健康教育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１６１人参会。
会议由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金太主持。区疾控中心

工作人员杨明华详细讲解现场紧急心肺复苏、老人突

然晕倒急救、高血压及糖尿病防治等知识，并介绍治

疗常见病穴位按摩法等知识。

【举办ＭＳＭ人群社区活动】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５日、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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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区疾控中心联合市同梦关爱小组在西区举办２
次ＭＳＭ（男男同性恋）人群社区活动，西区及周边县
（区）ＭＳＭ人群６９人参加活动。区疾控中心艾滋病
防治人员对 ＭＳＭ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宣传、行为干预
及现场检测，讲解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艾滋病防治

等知识，免费发放安全套３６０只、润滑剂３６０支、宣传
联系卡３０张。２６人咨询并接受艾滋病检测。

【结核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竞赛】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区
疾控中心组织全区小学、初中学生开展结核病、艾滋

病防治知识竞赛，发放竞赛材料４０００余张、结核病防
治知识课程表１５万张。竞赛分小学低年级组、高年
级组和初中组三个组别，以手抄报和宣传画形式参

赛。１１月３０日，竞赛结束，全区１５所义务教育学校

１３６５份作品参加比赛。通过专家组认真评选，李珍珍
等３６名学生作品获竞赛奖，市二十一小学等３所学校
获组织奖，王癑琳等３位教师获指导奖。

【吸毒人群集中干预】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１日，区疾控
中心在西区凉风坳农庄举行吸毒人群集中干预活动，

３９名吸毒人员参加。区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人员分
析西区艾滋病疫情及吸毒人群中性病艾滋病感染情

况，格里坪药物治疗延伸点医生就患者加入美沙酮治

疗条件、办卡程序、注意事项与参加活动的吸毒人员

进行交流，他们对美沙酮治疗、ＨＩＶ检测表现出特别
的关注。区疾控中心检测人员对吸毒者进行现场

ＨＩＶ检测采样，并发放活动礼品。
（刘小英　彭冬梅）

妇幼保健

【孕产妇及儿童信息监测】　２０１２年，西区医院上报
孕产妇死亡为 ０；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５人，死亡率
４８‰；新生儿死亡 ３人，死亡率 ２９‰；婴儿死亡 ４
人，死亡率３８‰。市二医院、攀煤总医院、宏实医院３
个产科单位上报有产科信息，监测围产儿１０８３例，出
生缺陷１３人，出生缺陷率１２‰。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孕产妇１０４０
人，住院分娩率 １００％。早孕检查 １０３２人，检查率
９８４７％；产前检查１０３２人，检查率 ９８４７％；孕产妇
系统管理 ９３７人，管理率 ９０１％。全区７岁以下儿童
７３５５人，７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６６４０人，保健覆盖率
９０２８％。其中，３岁以下儿童 ２８７５人，３岁以下儿童
保健管理２５９７人，保健覆盖率９０３３％。

【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阻断】　 ２０１２年，
西区孕产妇艾滋病、梅毒、乙肝检测及咨询服务均为

１６３３人次。全年，查出艾滋病阳性５例，其中１例转
至攀枝花市仁和区并由该区上报管理；查出梅毒阳性

３例，其中１例转至攀枝花市东区由该区上报管理；查
出乙肝阳性３２例，对阳性孕产妇及所生儿童进行规
范治疗并定期随访。

【农村妇女增补叶酸】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实施《２０１０
年攀枝花市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项目实施方案》，对准

备怀孕的农村妇女免费增补叶酸，以预防出生儿童神

经管缺陷。全年，农村免费增补叶酸妇女人数 １２１
人，发放叶酸３９６瓶，同比分别下降２７２７％、３７９％。

（赵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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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医院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市二医院”）有职工５４６人（在编３９０人，招聘１５６
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８４人（正高５人），中
级１５１人；硕士研究生学历２０人。占地９１万平方
米，固定资产 １３亿元，编制床位 ８００张。拥有
ＧＥ１５Ｔ磁共振、多排螺旋 ＣＴ、多普勒彩色超声诊断
系统、Ｃ型臂 Ｘ光机、系列电子内镜、电视腹腔镜、自
动生化分析仪、体外电磁震波碎石机、等离子体双极

气化前列腺切除镜等价值约９０００多万元的先进医疗
设备，能充分满足临床及科研需要。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门诊量２２７８万人次，同比增
长２５９％；专家门诊就诊 １１１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１９３％；入院病人数１３４万人次，同比增长 ３３４％；
出院病人 １３３万人次，同比增长 ２６％；手术 ４５６３
例，同比下降１４０％；出入院诊断符合率９９１０％，危
重病人抢救成功率 ９０６％，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
９９５％，甲级病历率９９２６％，治愈好转率９７４０％，临
床与病理诊断符合率 ９８９％。医保出院病人 ９０２８
人。惠民医疗１０１５人次，优惠减免费用８８７万元。
业务总收入１２０００万元。全年无重大医疗安全事故
发生，医疗质量安全事件上报率１００％。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获攀枝花市委、市政府第二届

“攀枝花市人才奖·人才开发奖”。院党委先后被攀

枝花市委、四川省委授予“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消化内分泌科护理组、急诊科护理组、内

一科、门诊四个部门被攀枝花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

小组和攀枝花市妇女联合会命名为“攀枝花市巾帼文

明岗”。

【医疗业务】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不断完善医疗质量、
医疗安全管理措施。全院组织远程会诊８次，邀请华
西医院、省医院专家做疑难手术４例，邀请市内专家

会诊２０余例，组织大会诊１３例。每周组织三次以上
巡查，每月组织１次门诊全面质量考核，全年召开６次
门诊工作会议。医务部采取定期与不定期方式，对临

床及医技科室进行医疗质量及安全检查，并监督整

改，不断加强医疗质量及医疗安全管理，防范医疗纠

纷发生。加强核心制度学习、考核，加强对危重患者

监测及医患沟通，对单科诊治有困难的病人，及时组

织院内院外专家会诊。加强毒麻药品监管，开展临床

合理用药调查，定期通报医疗质量及安全检查中存在

的问题及处理结果。切实加强医疗关键流程和重点

部门的质量管理，对药品购销、医疗安全、医疗文书等

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督管理，变质量控制事后监督为事

前预防。逐步推进医疗质量不良事件报告和预警工

作，建立全院医师个人档案，开展医师不良行为计分，加

强日常医疗质量监管及巡查。全面推广优质护理服务，

在巩固试点病房成绩的基础上，增加优质护理病房数

量，在全院１１个病区全面推广优质护理服务，同时在手
术室和急诊科探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医院内开展优质

护理服务率１００％。改革护理工作模式，实行责任制整
体护理，采用连续性排班或双班排班模式，为患者提供

全面、全程、连续的护理服务，并制订护士分层次使用与

考核方案。加强院感知识培训，开展专业防护和抗菌药

物合理应用专题培训３次，参培２３３人次；重点部门举
行专题培训１０次，参培１１７人次；实习生岗前培训１次，
参培６２人次。完成年度“毒胶囊事件”监测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监测及上报工作，完成５４例霍乱弧菌培养。
疫情报告实行网上直报，内容、方式、时限、程序符合规

定，法定传染病报告率１００％。对重点监测的传染病进
行专病管理，及时上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漏报、迟报

事件发生，全年报告传染病６７０例，报告死亡病例３１３
例，报告率１００％。承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灾
害事故紧急救治任务，全年接收车祸、中毒、意外伤害等

３３起突发群体事件救援任务，救治１３３人次，组织全院
性重大抢救６次。

【人才引进】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引进硕士研究生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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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副主任医师１人、医学影像专业紧缺人才２人、临
床专业本科毕业生１人，公招专业技术人员２人，自主
招聘合同制护士及其他技术人员１３人。１人被评为
“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１人被评选为“市级学术技
术带头人后备人才”。

【科　研】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各临床医技科室申报
新技术新项目７１项，其中泌尿外科发明的膀胱结石
碎石鞘（ＪＱＬ）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申报市级科研
１０项，“七氟烷全麻后小儿苏醒期躁动的临床治疗研
究”市级立项，“非营养吸允联合音乐治疗干预新生儿

疼痛的临床观察”“攀枝花地区妊娠感冒的症候特点

及中医防治该病的临床方案研究”完成计划任务书申

报并获追加市级科研项目。向市科技局申请延长

２０１０年立项科研项目“手术治疗低位腰椎爆裂骨折的
临床研究”。与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开展职业病科

研课题“攀枝花市钒钛煤等工业接尘者主要职业病基

因变异监测研究”。全年在省级以上医学期刊发表论

文７１篇，论文发表人数占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总人数
的３２５６％。

【培　训】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投入继续教育经费３３
万余元，４３６人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占全院卫技人员
１００％。组织３５０人参加“三基”自学考试、技术操作
考试各１次，合格率均为１００％。护士３１５人次参加
“三基”“三严”理论考试２次，合格率１００％。临床、

医技科室每月进行继续教育讲课１～２次。９６％的医
护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达到２５分。６５人次参加全国性
学术会议，８３人次参加市级以上短期培训。举办全院
专题讲座３０场次，４８００人次聆听。选派１２人外出进
修学习。

【学术交流】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１４日，市二医院举行
中国·攀枝花“２０１２年世界卫生组织‘绿色与安全医
院’研讨会”，世卫组织资深专家苏珊博士、世卫组织

驻中国项目官员姜凡晓女士出席，副市长张敏、市卫

生局副局长雷武岷参加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市内外卫

生系统５０余名医学工作者及全院２００余名干部职工
参会。会议围绕“绿色与安全医院”主题，分析国家有

何政策有助于“绿色与安全”医院项目实施、医院在进

行重点干预改进措施中有哪些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

医院在项目实施中从地方政府能获得哪些资源和支

持，并就创建绿色、节能、环保医院，确保医疗安全，加

强职业防护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６月１５日，四川省肿瘤医院教授伍海翔到市二医
院作“超声造影技术的临床应用价值”讲座，全院１８４
人聆听。

９月２０日，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吴任钢应邀到市
二医院作 “如何搞好医患关系———防止医患冲突的

发生”讲座，全院医务人员及市内兄弟单位 ３００人
聆听。

１２月２９日，市二医院承办攀枝花市泌尿外科协
会第三届第四次年会暨学术交流会，市内各大医院及

周边州县医院８０余人参加会议。会上，华西医院教
授杨宇如、王坤杰分别作题为《后腹腔镜血管解剖与

外科手术的相关问题》《尿道修复重建的关键环节及

并发症的处理》的学术报告，市二医院、市中心医院、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攀钢总医院、攀煤总医院、十九

冶医院、密地医院作交流发言。

【对口支援】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充分发挥国家三级
综合医院管理、技术优势，与攀枝花市米易县人民医

院、凉山州德昌县人民医院签订对口援建协议，制订

对口援建项目，选派１１名临床技术人员进行对口支
援，同时接收２家医院１３名医务人员到市二医院进修
学习。继续开展城市医院支援社区卫生服务活动，选

派２３名具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卫技人员支援玉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门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市二医院外
科住院大楼开工建设。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１９５万
平方米，设计楼高１３层、床位３４０张、层流手术室１２
间。总投资６８００万元，建设工期１７个月，预计２０１４
年３月底建成。

１２月２７日，市二医院攀西职业病防治中心建设
项目破土动工。该项目是四川省区域规划四大职业

病防治中心之一，承担攀枝花市和凉山州及周边地区

６０余万产业工人职业健康体检、职业病诊断与治疗、
职业危害因素检验检测、职业健康宣传教育培训、突

发群体职业中毒应急抢救治疗、职业病防治科学研

究。项目总投资 ５７６０万元，建筑面积 １２５万平方
米，设计床位３００张，计划工期４８０天。

【对外宣传】　 ２０１２年，市二医院协助攀枝花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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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市二医院成功为一位１１０岁老人实施髋关节置
换术》《支气管镜下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术》等新闻短

片。与攀枝花电视台合作拍摄医疗科技专题片《急救

１１０》，并在该电视台《城市季风》栏目滚动播出５期。
中共十八大前夕，制作党建专题片《创先争优促发

展———市二医院抓党建促发展纪实》，并在攀枝花电

视台播出。在《院报》《攀枝花日报》《攀枝花晚报》等

报刊上刊发短讯３０余篇。
（张振江）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医院

【概　况】　 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以下简称“攀煤总医院”）隶属于攀枝花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是卫生部授予的国家二级甲等医院、

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省级矿山医疗救护

分中心、攀枝花学院教学医院、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协

作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远程医疗会诊继续医学教

育定点医院。拥有ＣＴ、Ｘ线影像扫描系统（ＣＲ）、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全套重症监护仪及腹腔镜系列等万元

以上大型医疗设备３８０余台（件），能基本满足临床工
作的需要。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占地面积１１７万平方米，建
筑面积８３万平方米，其中业务用房 ３８万平方米。
核定床位３９８张，实际开放４２０张。有在册职工８３２
人，其中在岗职工７４９人，内退人员８３人。在岗职工
中，有专业技术人员５５４人，其中高级２６人，中级１５８
人，初级３７０人；有医生１８８人，护理人员２６２人，药剂
人员３８人，医技人员２１人，其他专业人员４５人。全
年收治住院患者９５１１人次，门诊急诊患者７９５１４人
次，治愈好转率９９１３％，病床使用率１１９％，入出院诊
断符合率９９９％，门诊诊断符合率９９％，术前术后诊
断符合率１００％。

【二甲复审】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继续加强国家二
级甲等医院迎检复审工作，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制订

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管理和持续改进方案。加大设备

设施投入力度，基建及维修改造投入１４０６万元，购置
医疗设备１３３台（件），基本达到复审要求。３月２５—
２６日，省卫生厅专家组一行１８人对攀煤总医院进行

全面复审，采用看、查、问、访等方式，重点就医院感

染、重症监护（ＩＣＵ）、医学影像、护理四个方面进行检
查验收。７月１２日，省卫生厅以正式文件批复，攀煤
总医院通过国家二级甲等医院复查验收。

【“８·２９”事故医疗救治】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
攀枝花市西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肖家湾煤矿发

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接警后，攀煤总医院立即

成立救护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应急预案，各有关科室、

部门医务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参加救治工作，在

家领导直接指导救治工作。先后收治伤员３７名，对
在院伤员进行高压氧治疗和对症处理，有效缓解了中

毒和延迟症状发生。攀煤公司划拨５０万元用于受伤
矿工救治。救治工作受到国家安监总局矿山救护中

心全国通报表彰。

【业务拓展】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利用矿区低廉的
价格优势和远离市区的区位优势，加强对外联络，开

发潜在病员，特别是全费、医保病员资源，提高全费、

医保病员费用结算额度，使住院病员结构趋于合理，

逐步增加业务收入。对外突出抓好医院品牌、医疗团

队、技术骨干、专科特色的宣传力度，提高医院和技术

骨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抓好急救工作，提高急救服

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争取更大的急救市场份额。加强

与新农合、城镇医保、居民医保、工伤保险管理部门的

联系，争取更多更大支持。加大对外联络力度，充实

对外联络机构人员，给予外联工作特殊政策支持。加

强与云南省华坪县、攀枝花市仁和区及周边民营煤矿

的联系与合作，签订救治协议，为民营煤矿工伤治疗

提供快速通道。改善体检人员服务态度，完善服务举

措，通过为体检人员提供营养早餐、调整体检项目，提

高体检准确率，拓展体检市场。充分发挥临床医技各

科室在市场开发中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市场意识，把

市场交给科室，鼓励科室找市场。

【健康体检】　 ２０１２年初，攀煤总医院完成攀枝花市
米易县疗养院体检分中心筹备工作，投入３００万元添
置体检、康复设备，确保与疗养院同步运营，派驻医护

人员长期值守，提供基本医疗服务。３月，米易疗养院
体检分中心投入运营，完成到攀疗养的１９期３３６４名
人员的体检。不断完善攀煤公司员工健康体检流程，

充实体检分中心工作人员，提高体检效率，改善服务

·１６２·



!"#$%&%'()%&*+,' !"#$%&&'

!"#$%&'(

()*+

态度，免费为公司体检人员提供营养早餐和休息区，

全年完成公司２１８２６名员工的体检。分期分批组织
矿区困难职工体检，全年体检５８５８人次。

【重症病房开诊】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根据二甲医
院要求和矿区病员在院治疗的需要，抽调专人参照相

关标准成立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以完善诊疗科目。４
月，重症监护病房开诊，抢救成功率得到提高。至年

底，收治各类重症患者５７４人次。

【数字化医院创建】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对信息化
网络进行升级改造，开展数字化医院创建工作。加强

３个主要网络系统和１３个模块的使用管理，实现每天
系统自动备份数据库。给服务器安装防病毒、防火墙

软件，确保机房和数据库安全。至年底，数字化医院

创建工作基本建成。

【送医下乡】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开展“走百村、入
千户、访万民”送医药活动，缓解村民“看病难”问题。

先后３次组织医疗专家３６人次赴仁和区布德镇老村
子彝族村、中坝乡大纸房彝族村和大龙潭彝族村开展

咨询、义诊活动，并就如何预防常见病、多发病，提高

自身保健意识进行健康宣传。发放健康宣传资料３００
余份，接受咨询并诊治患者２００余人，免费赠送价值
３０００余元的常用药品。

【廉政建设】　 ２０１２年，攀煤总医院严格执行卫生部
“八不准”和省卫生厅“五不准”规定，严格执行招标

采购制度，形成采购与使用各环节互相监督的机制。

与药品供应商签订药品购销合同、药品购销廉洁承诺

书，定期向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建立医务人员医德

档案，与全院医务人员签订“医务人员廉洁行医承诺

书”。开展检企共建，从源头做好教育与预防工作。

坚持开展效能监察，重点开展药品、器械出入库采购

管理及物质供应管理等方面的效能监察，进一步规范

药品器械和总务备品的采购工作。全年，未发生药品

采购违规违纪行为。

（卢文秀）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０日，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住院大楼开工仪式
（区委宣传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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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６街道１镇均建有体育组
织机构，有老年体育协会、信鸽协会、钓鱼协会各 １
个，并配有兼职人员。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和维修，免

费开放体育场馆，积极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组队参加

省级比赛１次、市级比赛５次，均取得较好成绩。举办
区级赛事活动４次。区属中小学组织３００名学生进行
业余体育训练。体彩资助贫困体育特长生１８人。３
月，西区文体旅游局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

称号。

【体育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争取省体育局、市体
育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新建文体休闲广场５个，全
区文体休闲广场累计达到４５个。争取四川省体育局
项目经费２０万元，新建健身路径４套，全区健身路径
累计达到 ７１套。加快西佛寺景区运动休闲设施规划
建设，按市体育局要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室内游泳池、

露天游泳池及配套设施，以达到接待专业队伍训练

标准。

【金沙滩全民健身户外营地维修】　 ２０１２年３月，西
区文化体育旅游局牵头组织对金沙滩全民健身户外

营地网球场彩钢大棚、漂流广场、游泳池、健身活动

室、攀岩场进行维修。该工程总投资５０万元，工期３
个月，由攀枝花市本色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实施。

５月，户外营地维修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

【备战省运会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副区
长罗文玉在西区青瓦台大院主持召开西区备战省十

二届运动会工作会议，区财政局、区教育局、区文体旅

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十初级中学、市三十一中小学、

市二十八小学、区体育业余训练教练组等部门２０人
参加会议。会议对前期备战工作进行总结，讨论备战

工作与方案存在的问题。罗文玉要求，各备战单位要

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切实抓好训练工作；突出重点，

细化方案，层层分解目标，客观分析项目特点和优势，

扬长避短，科学合理安排训练任务，力争在重点领域

实现突破，完善阶段训练和整体备战方案；参会各职

能部门及相关单位要通力协作，精心组织，保障训练

工作有序开展，确保完成目标任务。１２月１７日，《攀
枝花市西区备战四川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总体方案》出

台，并印发格里坪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级各相关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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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体育

【群众健身活动开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免费开放体育
场馆６９万人次，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６万人次体
育民生目标。全区约 ４０个小广场每晚举行“坝坝
舞”、交谊舞等健身活动，参与群众达到４５５％。

【全民健身月活动】　 ２０１２年８月７日，西区全民健
身活动启动仪式在玉泉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区委宣

传部部长钟礼彬，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惠芳，区政

协副主席张书川，市体育局社会体育处处长李润祥等

领导出席，区文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谭峥主

持启动仪式。辖区１２个健身辅导站２００名运动员展
示太极功夫扇、二十四式太极拳、健身气功等１１个健
身项目。８月８日，西区组队参加全市全民健身活动，
展示秧歌、排舞、健身球操、气功等项目。全民健身活

动月期间，各街道、格里坪镇积极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简单易行的文体活动。

【参加第九套广播体操选拔赛】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西区组队参加在市体育馆举行的全国第九套广播体

操通讯赛四川选拔赛攀枝花赛区的比赛。西区代表

队由区第九套广播体操选拔赛第一名获得者———清

香坪街道办事处负责组建，代表队有队员３６人。全
市１８支代表队参赛。西区代表队获三等奖和优秀组
织奖。

（徐远超）

【西区第十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６—１７日，西区第十五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在
市十二中运动场举行，全区 １６支中小学代表队５６２
名运动员参赛。竞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设

田赛、径赛１８个项目。经过激烈比赛，市三十一中小
学小学部、市三十二初级中学、市十二中高三年级组

分别以团体总分２３３分、２７７分、４７２分获各组别第一
名。１４个项目打破上一届运动会纪录。

（王瑞建）

竞技体育

【参加省老年人太极拳（剑）大赛获奖】　２０１２年５月
２８日至６月３日，由刘建华等８名运动员组成西区太
极拳（剑）代表队参加在泸州市举行的四川省老年人

太极拳（剑）比赛。此次太极拳（剑）赛由四川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泸州市体育局、老干局、老年人体育

协会承办，全省１７支代表队近２００名运动员参赛。西
区代表队获各式太极器械自编套路团体第一名，四十

二式太极拳竞赛套路团体第四名，个人项目获第二名

２个，获第三、四、五名各１个，获第六、七名各３个，获

第八名１个，杨丽君获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称号。

【参加市五人制足球赛获奖】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２７
日，由王剑等１２名运动员组建西区足球代表队参加
在市体育场举行的攀枝花市第七届“五人制”足球比

赛，全市１６支代表队２００名运动员参赛。西区足球代
表队先后参加７场角逐，获第六名。

（徐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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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计划生育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基层计生协会１２７个，其
中区级１个，镇、街道７个，村、社区４３个，企业８个，
流动人口协会６８个。有协会会员３１１０名。全年登
记管理常住人口８６７６７人（不含境内攀煤集团公司和
攀钢集团公司人口）。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以下
简称“区人口计生局”）围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

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要求，深化

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开展优质服务，圆

满完成市下达的各项指标。西区人民政府获全市人

口计生党政目标考核一等奖，区人口计生局被评为全

国“阳光计生示范单位”、全省“首批阳光计生示范单

位”、全省人口计生统计信息工作优秀单位，获全市人

口计生业务目标考核一等奖。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下午，
“２０１２年度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在区文化馆
放映厅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兴华，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叶勇，副区长罗文玉，区政协副主席刘保宁出席

会议，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全区计生干部１２０余人参加
会议。会议由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高继兵主

持。罗文玉代表区委、区政府作《深化综合改革 创新

社会管理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人口环

境》的主题报告，全面总结２０１１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

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会议通报２０１１年度人口
计生党政目标、“三结合”帮扶工作、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服务管理工作考核结果，并对党政目标获奖基层责

任单位进行表彰。李兴华代表区委、区政府与格里坪

镇和各街道签订“２０１２年度人口计生党政目标管理责
任书”，并提出要求：要充分认识当前人口计生工作形

势，牢固树立抓计生就是抓发展、抓民生的理念，坚决

执行基本国策不动摇，深化综合改革，创新社会管理，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

件；要强化措施，统筹协调，牢牢抓住稳定适度低生育

水平这一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统筹解

决人口问题，推动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配合协调，抓好队伍建设，严格监

督考核，确保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投入到

位，共同推进人口计生综合改革和管理创新，促进全

区人口计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各项指标全面完成】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
９月３０日，西区出生５４５人（不含辖区攀煤集团公司
和攀钢集团公司出生人口），控制在市下达５５０人的
指标范围内，人口出生率 ６５２‰。符合政策生育率
９１７４％，控制在市下达９１％的指标范围内。完成计
划生育“三结合”（生产、生活、生育相结合）帮扶新增

户４６户、联系户４４户、帮带户４６户。登记管理全员

·５６２·



!"#$%&%'()%&*+,' !"#$%&&'

!"#$%&'(

()*+

流动人口 ３０９３４人，占常住人口 ３５７％，比市下达
３５％的目标任务高０７％。区财政按人均８２元的标
准将计生事业费纳入年初预算，足额拨付到位。

【计生优惠政策落实】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开展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金申领和审核工作，全年兑现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金４７１２户２３６７万元。全面落实农村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少生快

富”工程，按要求开展调查摸底、资格确认、网上审批

和录入工作。全年享受农村奖励扶助３３人，享受特
别扶助１２０人，兑现奖励金总额２１４１万元。各项奖
励兑现率均为１００％，奖励扶助对象确认误差率为零。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开展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工作，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开展流动

人口服务管理综合试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示范单位建设，实现流动人口计生服务宣

传教育、技术服务、药具供应、便民维权四个均等。流

动人口登记制度健全，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办证、验证

管理服务严格规范，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率、入库率达

到９５％，重点信息提交率达到９５％，信息及时反馈率
达到１００％，避孕节育通报、手术服务通报、一孩生育
服务登记通报接收率达到１００％。４月，区人口计生
局与陕西省城固县、重庆市潼南县、云南省大姚县、四

川省凉山州会东县、四川省江安县人口计生局签订

《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双向服务与管理工作的

协议》。同年，区人口计生局被市人口计生委评为

２０１２年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

【优生促进工程实施】　 ２０１２年，西区通过宣传倡导、
健康促进、高危人群指导、优生咨询、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均衡营养等工作实施优生促进工程。全年，全区

登记初婚５０２对，参加免费婚检４４５对，免费婚检率
８８６％。组织４名病残儿参加医学鉴定，２名病残儿
父母获再生育许可。联合区卫生局、区食品药品监管

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检

查，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

为（女＝１００）１０３３６∶１００，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区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站深入街道、社区开展免费“三查”

（查环、查孕、查病）技术服务，７２７人接受检查。全年
无超许可范围服务，无重大技术服务事故，无“大月

份”引产。

【计划生育宣传】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４日，区委宣传部、
区计生协会、区人口计生局、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

联、区计划生育服务站、清香坪街办等单位，在清香坪

步行街开展以“生育关怀、均等服务”为主题的宣传活

动。发放计生药具用品４０００支，发放生殖健康知识、
优生优育、政策法规和“１２３５６”阳光计生热线等宣传
手册２０００余份，免费为群众测血压１３０余人。
７月１１日，区人口计生局、区计生协会、玉泉街办

在动力站开展“让家庭健康和谐”的宣传活动，为群众

提供计生政策咨询、避孕药具发放等服务。发放生殖

健康知识、“扬起青春的风帆”等宣传品、宣传资料

５０００余份，免费发放避孕药具４００余盒，发放计生宣
传购物袋１００个，现场接受群众咨询２００余人次。

西区“７·１１”世界人口日宣传

【计生活动开展】　２０１２年，西区建成巴关河社区、蓝
湖社区、高家坪社区３个新家庭文化示范书屋和人口
文化示范大院，建成巴关河社区人口文化宣传教育示

范基地。利用节假日、纪念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重点宣传政府为农村独生子女意外夭折户购买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自行

购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内容。实施婴幼儿早

期发展工程，编制《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知识》手
册，免费发放给准妈妈，引导其科学育儿，提高人口素

质。印制以“托起心中的太阳”“扬起青春的风帆”等

为主题的宣传资料。全年开展各种宣传活动３０余场
次，发放优生优育、政策法规等宣传资料８０００余份，
接受群众咨询２０００余人次。

【“三结合”帮扶活动】　 ２０１２年，西区２３个帮扶责任
部门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帮扶工作，分别与新

增户签订帮扶协议，了解其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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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计划生育“三结合”优惠政策，提高帮扶户对计划

生育工作的认识。各部门累计投入资金１０万余元开
展帮扶活动，给予帮扶户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

持。全年帮扶责任部门帮扶 １３６户，其中新增户 ４６
户，联系户４４户，帮带户４６户。

【行政执法】　 ２０１２年，区人口计生局审批再生育７４
对，处理历年违法生育３５例，违法生育人员处理及时
率１００％。与村（居）民签订“计划生育双向服务承诺
书”，签约率达到 ８５％以上，履约率达到 ９０％以上。
全面开展“诚信计生”工作和“阳光计生行动”，推进

执法能力建设，已婚育龄妇女签约率达到８０％。继续
推进“１２３５６阳光计生服务热线”体系建设，畅通群众
诉求渠道，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及时妥善化解各类行政争议和纠纷。河门口街道

被国家人口计生委授予“第一批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

依法行政示范乡镇（街道）”称号。

【计生协会工作】　 ２０１２年，区计生协会继续推进
“幸福工程”专项资金申请，通过区、镇、村三级严格把

关，有１８户村民申领该项专款，受惠农户家庭困难局
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还款率１００％。组织开展“请
农民兄弟姐妹评计生”“请流动人口农民工评计生”

“格里坪镇、各街道人口计生部门评上级计生”活动，

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满意率为９７％。区计划生育协
会被省人社厅、省人口计生委评为“２０１２年四川省计
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集体”，被市计划生育协会评为

“２０１２年全市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优秀单位”。
（冯　刚）

【婚前检查与计生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妇幼保健院开
展全区婚检服务，应检青年男女１０１５对，上报实检
６６９对，婚前医学检查率６５９１％。开展各项节育手术
２２８９例。其中：安置宫内节育器 ４１４例，安置率
１８０９％；取出宫内节育器３６１例，取出率１５７８％；人
工流产７４９例，流产率３２７２％；钳刮术６０８例，钳刮
率２６５６％；药流１４４例，药流率６３％ ；上皮埋０例，
上皮埋率为０；取皮埋２例，取皮埋率００８％。

（赵鸿泰）

民政事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民政局（以下简称
“区民政局”）围绕“以人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务”

的民政宗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关注

民生，落实民权，维护民利，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全

年接收退役士兵４０名，其中农村退役士兵４名，城镇
退役士兵３６名。截至１０月，安置退役士兵３９人，其
中自谋职业 ５人，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经济补助
３８４２万元，退伍安置率９７５％；为２７名退役士兵家
庭发放优待金１４２４万元。７月，完成《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区大典》攀枝花市西区分卷编审工作。完成第二

轮川滇线西区—华坪线边界联检工作，录入地名数据

库信息４２８３条，撰写区划地名政务信息１篇、调研文
章１篇。对３家社会福利企业进行资格认定管理，为
５５名贫困家庭大学生申请助学金１１５万余元，为８
名患有白内障和肢体残疾的“三无”老人、农村“五

保”老人申报白内障复明手术和装配假肢矫形康复辅

具，办理收养登记５例，为３名残障者申办配置假肢、
矫形器，申请生活起居床１２张。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加
强城乡低保机制建设和规范管理，做到公平、公正、公

开，“应保尽保”。全年累计救助低保户７２５８９人次，
其中城市低保６７０１２人次，农村低保５５７７人次；累计
支出 低 保 金 ２０８６０９６５元，其 中 城 市 低 保 金
２０２３３４５４元，农村低保金６２７５１１元。城乡低保累计
月人均分别补差２７３７５元、９５５６元。

【城乡医疗救助金发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进一步完善
医疗救助制度，筑牢医疗保障底线，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医疗需求。向６２７３名城市困难居民发放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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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１９１６４０１元，年人均发放３４３１７元；向６７５名农村
困难群众发放农村医疗救助金２２６１９１元，年人均发
放４６４３８元。全年发放城乡医疗救助金２１４２６万元。

【优待抚恤补助金发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落实优抚对
象抚恤补助政策，向１９３名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
其中革命伤残人员９０人，“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
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４人，在乡老复退军人、带
病回乡退伍军人１２人，６０岁农村籍退役士兵１３人，
烈士子女、错杀平叛子女５人，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１
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 ６８人。全年发放抚恤补助
１１８５５万元。

【优抚自然增长金发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执行重点优
抚对象抚恤补助优待标准动态增长制度，向８２名优
抚对象发放２０１１年度抚恤补助自然增长金１０４８万
元。其中：参战退役人员５４名，发放６５１５６４元；革
命伤残军人５名，发放６８３７４元；老复员退伍军人１１
名，发放１７６９６８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１名，发放
１２０６６元；“三属”４名，发放５５０７６元；参试（参加
核试验）人员７名，发放８４４６２元。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补助】　 ２０１２年，西区着力解
决优抚对象医疗难和生活难问题，按照优抚对象基本

医疗保险、重大疾病补充医疗保险等规定，补助罗阳

春、谢永柏等２１名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６０４２２元。

【走访慰问】　 ２０１２年，西区区委、区政府及区民政局
领导在元旦、春节、“八一”建军节期间走访慰问部队

官兵、优抚人员，发放慰问金４８万元。其中：走访慰
问区人武部、区消防中队等驻区部队，送慰问金 ２３
万元；走访慰问重点困难优抚对象５０余名，发放慰问
金２５万元。

【开展慈善助学助医活动】　 ２０１２年，区民政局积极
开展慈善助学活动，制发《关于开展“在同一片蓝天

下·２０１２慈善助学”帮扶活动的通知》，发放助学金
１１５万元。其中：办理贫困大学生助学金申请１４人，
发放助学金５８万元；开展区级慈善助学活动１６人，
发放助学金２１万元；参与区总工会慈善助学活动１６
人，补差１６万元；参与区教育局生源地助学贷款２次
帮扶９人，帮扶资金２万元。开展慈善助医活动，发放

帮扶资金４２６１万元，帮扶２３人，其中城乡低保７人，
城乡低收入８人，其他特殊困难群众８人。

【农村“五保”老人供养】　２０１２年，西区农村“五保”老
人有２３人，全部在格里坪镇敬老院集中供养，集中供养
率１００％。落实“五保”老人供养经费１１万余元，实现
“应保尽保”。执行“五保”老人供养标准自然增长机

制，１月起调整“五保”老人供养标准，每月人均供养标
准由２０１１年的３３２元调整至２０１２年的４１２元。

【孤儿养育保障】　２０１２年，西区积极落实孤儿保障
政策，建立以家庭养育为基础、社区福利服务为依托、

儿童福利机构为保障的孤儿保障服务网络，健全亲属

抚养、机构养育、家庭寄养、依法收养和社会助养等多

种养育模式，确保孤儿得到良好养育、健康成长。全

年，区民政局认定孤儿身份２２人，落实孤儿基本生活
配套经费３６万元，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１４１万元，
孤儿基本生活费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２０１２年，区民政局大力实施
西区流浪乞讨人员的清理排查工作，对在城市生活无

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及时给予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权益。全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１６名，救助金额３２
万元。

【城乡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加大城乡社区
建设力度，改扩建完成大宝鼎街道干巴塘社区、沿江

社区，陶家渡街道矿建社区，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南

街社区５个城市社区建设，以及格里坪镇苦荞、竹林
坡２个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按照标准完成玉泉街道
动力站、河石坝２个社区青少年活动设施援建项目。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２０１２年，区民政局
组织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大力开展综合减灾示范工

作，进一步规范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管

理。开展地质灾害应急疏散演练，不断提高社区综合

减灾能力，录入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网络系统向全

国展示北街社区综合减灾情况。１２月１０日，河门口
街道北街社区被国家减灾委、民政部评为全国综合减

灾示范社区。

【社区慈善爱心超市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通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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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一点、社会捐赠一点的运行模式，采取广泛受赠、

无偿领取、限量发放、公开透明、严格管理的操作方

式，投入资金１０万元，新建成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
高家坪社区２个社区慈善爱心超市。辖区凡享受低
保的困难群众可以凭低保证到爱心超市购买优惠日

常用品。

【民间组织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不断强化监管力度，
把好年检关，对１５家社会团体、３８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进行年检，社会团体年检率１００％，民办非企业单位年
检率９７％。办理新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３家、社会团
体３家，办结率 １００％。全年登记管理社会团体 １８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４３家。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以社区居
家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积极开展养老服

务社会化创建工作。全年完成玉泉街道河石坝社区、

矸石电厂社区及陶家渡街道沟北社区３个养老服务
社会化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新增养老服务床位５０张。
创建沟北社区省级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社区（一类）、

河门口街道高家坪社区省级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社

区（二类）。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深入开展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区民政局配合区委政法委，积极开展加强

和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服务工作。贯彻《四川省社会组

织行为失信惩戒制度》，开展自律诚信建设活动，有效

推进社会组织和谐健康发展。在河门口街道开展“社

会组织促进会”试点工作，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救灾物资储备】　２０１２年，西区进一步加强自然灾

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建设，做好救灾物资储备和

清理工作，储备救灾棉被５００床、帐篷７５０顶、雨衣５０
套、雨靴５０双、电筒５０个。与２个大型超市签订应急
采购协议，确保救灾应急物资供应充足。

【评（调）残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２名伤残警察、４名
退伍军人申请评残，其中申请矽肺评残军人２名，申
请涉核评残军人２名。省民政厅组织专家鉴定小组
统一评残，１名伤残警察符合评残申报，１名参战涉核
退伍军人获１０级伤残等级证书。

【清明节革命烈士纪念活动】　 ２０１２年清明节期间，
区民政局制发《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纪念革命烈士

活动的通知》，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学生、社会团体

３５００余人向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敬献花圈，缅怀先烈。

【创建国家ＡＡＡ级婚姻登记机关】　 ２０１２年，西区进
一步加强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改善婚姻登记窗口内

外环境，认真开展婚姻登记工作。全年办理结婚登记

１２６８对，离婚登记８３５对，补领结婚登记１０３８对，补
领离婚登记１０６个，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１６０５个，有婚
姻记录２６个，婚姻登记合格率１００％。联合卫生部门做
好婚前免费体检工作。１２月２０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
处被民政部批准为国家ＡＡＡ级婚姻登记机关。

【落实殡葬惠民政策】　 ２０１２年，区民政局进一步加
强殡葬改革法规宣传，依法开展殡葬管理工作，加强

农村公益性墓地管理，制止违法乱埋乱葬行为，积极

落实殡葬惠民政策，做到困难家庭应减尽减。全年办

理殡葬惠民减免１１人，减免费用１０８５４元。
（伍乙夫）

扶贫与移民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以下简称“区扶贫移民局”）围绕全区扶贫、移民

和征地工作要点，扎实开展农村社会扶贫、移民安置

和协助农村征地拆迁补偿及其遗留问题处理工作，全

面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全年，争取上

级扶贫资金 １００万元，支持金竹路建设，建成路基
７６２千米。启动小水池建设、鸡养殖、花椒种植
等扶贫开发项目，建成小水池１０２口，扶持鸡养
殖大户８户，种植花椒树３５万株。开展农村社会扶
贫培训１２０人次。１４００人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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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协调】　 ２０１２年，区扶贫
移民局开展金沙水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协助设计单

位现场勘察，开展实物指标调查工作，召开村民动员

会。协调处理滥坝村五社与观音岩水电站关于龙庄

公路征用土地集体补偿费问题，复核征地数据、补偿

标准和补偿费用，与该社签订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协

议。完成《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规划安

置大纲》《梅子箐水库移民规划报告》，并获批文，涉及

征地移民４８户２２２人，需资金５２０９２２万元。与锐
华公司、龙果公司签订提灌站补偿协议，兑现农户青

苗补偿费２５万元。协调仁和区与市扶贫和移民工作
局签订《梅子箐水库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工作协议》。

【受损房屋成因鉴定】　 ２０１２年，宝鼎矿区部分居民
反映自家房屋出现裂缝和下沉现象。区扶贫移民局

协助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请专业机构对大宝鼎街道

干巴塘社区、陶家渡街道矿建社区、摩梭河街道三十

九社区６５０多户居民房屋受损地质成因进行鉴定。
经查，宝鼎矿区由于多年煤炭资源持续开采，出现一

定范围的煤炭采空沉陷区，导致地表下沉，部分居民

房屋受损。其中，９户被鉴定为采煤影响区，其余均未
受煤炭开采影响。西区政府通过货币安置、住房安置

２种方式对９户采煤影响区居民实施永久性安置。

【煤炭采空沉陷区居民安置】　 ２０１２年，西区政府对
大宝鼎街道、陶家渡街道、摩梭河街道被鉴定为煤矿

采空沉陷区的１５０余名高危房居民实施过渡安置（临
时安置），采取租房补助形式过渡安置１４０余人，发放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８日，煤炭采空沉陷区居民货币
安置（永久性安置）金发放

租房补助近４０万元；采取搬住过渡房形式安置１０户。
同时，筹资８５０万元，对采煤沉陷区居民１９７户５０６人
实施货币安置（永久性安置），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搬迁煤炭采空沉陷区居民３００人的目标任务。

【煤炭采空沉陷区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区扶贫移民
局加强煤炭采空影响区监测监控及防汛度汛工作，加

强地质灾害点监测人员、社区干部及街道分管采空沉

陷区安全的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定期或不定期

检查采煤沉陷区安全工作，排查安全隐患。完善危险

地段、沉陷区域的警示标识标牌。投入资金２５万余
元，拆除搬空居民房屋８５００多平方米，排除次生灾害
危险。全年未发生煤炭采空影响区人员伤亡及财产

损失事故。

【安置房建设】　 ２０１２年，西区在建安置房有格里坪
安置小区一期工程、河门口安置小区二期工程、新庄

农民（宴府）安置小区。

格里坪安置小区一期工程完成主体及部分附属

设施建设，开展小区供电和竣工验收工作，分配安置

房３０５套。项目累计到位资金４１８２余万元（含３４００
万元住房公积金贷款）。完成格里坪置小区二期用地

征收工作，征收土地１９０６７平方米，签订房屋、土地及
青苗补偿协议２１份，兑现征地补偿费１００７万元。

河门口安置小区二期建设项目总投资 １８０９万
元，总建筑面积７６３２７６平方米，建设住房９６套，由
西部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代建，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建，建设周期１８个月。２０１２年８月开工建设。至
年底，完成投资８００万元，实际到位资金２５０万元，主
体框架浇筑到第六层，已开展预分房工作。

新庄（宴府）农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２０１２年完成
一期１号、２号楼主体结构建设工程，通过验收。二期
３号楼完成基础施工及基槽验收，４号楼主体建至第
四层。小区建设累计完成投资２３００万元，项目到位
资金１９１８余万元（含征地费用４００余万元）。

【征地拆迁补偿】　 ２０１２年，西区签订土地补偿协议
５６６户、房屋搬迁协议３５２户、迁坟补偿协议３８０座，
农转非３６１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１２０１９万平方米，
发放各项补偿费约９４８３万元。格里坪工业园区涉及
项目征收农村集体土地１１４３３万平方米，签订土地
补偿协议４５８户、房屋搬迁补偿协议３２７户、迁坟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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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３７８座，农转非 ３２５人（含完善养老保险 １８５
人），兑现各种补偿费７９００万元。丽攀高速公路西区
段项目签订补征土地补偿安置协议２８户、房屋搬迁
协议２户，征收农村集体土地０４万平方米，发放补偿
费约２８０万元。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征收土地１５万
平方米，发放补偿费３５２４万元。签订格福路改造项

　　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土地补偿协议签订、补
偿费发放、农转非手续办理

目农户院坝补偿协议１７户、房屋补偿协议１户，兑现
补偿费用 ３３６万元。攀青物流一期、西区元宝山
ＬＮＧ（液化天然气）加气站、格里坪安置小区二期、济
南重汽、大水井新区开发及清香坪“文化岛”项目签订

土地补偿协议７５户，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协议１９份，签
订青苗补助协议１６户，拆除修理厂厂房１座，签订迁
坟补偿协议 ２座，农转非 ３６人（参加养老保险 １２
人），征收农村集体土地３９６万平方米，发放补偿费
用约９３５万元。

【信访维稳】　 ２０１２年，西区拆迁工作涉及范围广、人
员多，情况复杂，村（居）民上访时有发生。区扶贫移

民局深入社区、村社处理村（居）民具体问题，得到村

（居）民对拆迁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全年接待涉及移

民、征地工作的群众来访１３００人次，受理并回复书面
信访件３５件，化解突出信访包案５件。

（罗光荣）

民族宗教事务

【概　况】　 ２０１２年，西区有少数民族３２个，以彝族、
僳傈族、白族、苗族为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区

有少数民族８３４７人，主要分布在格里坪镇庄上村、经
堂村、大麦地村３个少数民族村。

全区有平江天主教堂、河门口基督教圣恩教堂、

西佛寺３个宗教活动场所，有宗教教职人员３名，信教
群众３０００余人。

【民族村经济发展】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民族宗
教事务局（以下简称“区民宗局”）将２０万元市级少数
民族发展资金补助用于大麦地村抗旱，将２０１２年市
级民族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专项资金１０万元用于
新庄村小学附属设施建设。６月，占地８６６６６７平方
米、总投资约２亿元的庄上民族村太阳沐歌乡村度假
酒店开工建设。１１月３０日，大麦地民族村鸡通
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技术审查，成为攀枝花市第

四个、西区第一个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养殖规

模达到年存栏２万只、出栏３万只。１２月，占地１７３３

万平方米、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工
程竣工投产。全年，庄上村总收入１０５４万元，同比增
加６９万元；人均纯收入１０５００元，同比增加２０９４元。
经堂村总收入２２２０万元，同比增加１４５万元；人均纯
收入１０９００元，同比增加２１５７元。大麦地村总收入
３６７万元，同比增加１４１３万元；人均纯收入３９９５元，
与上年持平。

【少数民族纠纷处理】　 ２０１２年，西区发生６起民族
纠纷事件，其中劳务纠纷４起，交通事故纠纷２起。区
民宗局会同区维稳办、区公安分局及相关部门做好少

数民族群众劝解工作，并请市民宗委和兄弟县（区）民

宗局给予协助。同时，协调相关单位（部门）维护少数

民族群众合法权益，满足少数民族群众合理诉求，６起
民族纠纷全部得到妥善处理。全年未发生一起涉及

少数民族群众的恶性事件。

【民族事务服务】　 ２０１２年，区民宗局帮助２６名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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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居民办理更改民族成分申请，为８０名少数民族
居民出具民族成分证明并落实相关少数民族优惠政

策。为市五中１００名少数民族住校生发放生活补贴
１２万元，为辖区考取大学的４名困难民族大学生补
贴慈善助学款１６万元。

【宗教法规政策培训】　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区民宗局在
区政府主楼３１１会议室举办宗教政策培训，辖区各宗
教团体负责人、宗教场所管理组织成员 １０人参训。
区民宗局局长张鹏组织学习《宗教事务管理条例》。６
月中旬，各宗教团体负责人、宗教场所管理组织成员

对宗教工作人员、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近４００人
次进行宗教法规政策轮训。

【民族宗教宣传活动】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区民宗局
联合区法制办、区司法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在清香

坪小广场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１０００余
份，展出展板８块，解答群众提问８０余人次。同时，各
宗教场所负责人分别在寺观、教堂和重点区域张贴和

悬挂宣传标语，营造宣传气氛。６月上旬，格里坪镇、
各街道举办宗教政策法规进社区宣传，在社区宣传栏

张贴宣传资料，为咨询人员解答相关问题。全年，利

用各种媒体和宣传平台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宗教工作

基本方针、《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１０次。

【宗教活动场所监管】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２日，区民宗局联
合区住建局、区文体旅游局、区卫生局、区安监局、区食

品药品监管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对辖区３个宗教活

动场所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安全隐患大检查，要求各

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消除

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９月１３日，区民宗局、
格里坪镇龙泉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对格里坪镇龙泉社区

宝鼎佳苑后山乱搭寺庙从事非法宗教活动行为进行治

理整顿，责令相关人员在一周内撤迁搬离并对撤离期间

的所有安全负责。１０月２５日，区民宗局联合６个街道
对辖区基督教私设聚会点开展为期７天的依法治理，排
查私设聚会点８处，依法取缔１处。

【宗教场所建设】　 ２０１２年３月，平江天主教堂签订
搬迁协议，４月完成搬迁工作，１２月完成迁建新址（河
门口公园内）初步设计简图。新建平江天主教堂占地

８８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５４０余万元。
９月，河门口圣恩堂重建工作正式启动。工程总

投资４００万元，年底完成投资２１９万元，主体框架建设
完成。

１２月底，西佛寺景区寺院完成年度投资３１９６万
元。观音殿殿堂工程完成外部彩绘装饰，内部装修基

本完成；念佛堂完成地基工程；大雄宝殿主体框架完

成２米高浇筑。

【“宗教慈善周”活动】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７—２３日，西区
开展“宗教慈善周”活动，西佛寺、河门口圣恩堂、平江

天主教堂三个宗教活动场所近４００人参加。“宗教慈
善周”活动为捐资助学和扶贫济困等筹集慈善捐款

３８４０２６元。
（杨成华　薛兴华）

老龄事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末，西区有区级老龄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老龄委”）１个，有镇老龄委１个、街道老

龄委６个，有城镇社区老龄委３３个。全区有６０～６４
岁老年人２３２５５人，６５～７９岁老年人１８６０７人，８０～
８９岁老年人１５１２人，９０岁以上老年人９１人。

全年办理老年优待证（卡）２３８４本（张），其中四
川省老年优待证２３０２本（张），攀枝花市老年优待卡

８２本（张）。走访慰问２０位高龄老人和特困老人，为
每位老年人发放慰问金４００元，合计发放８０００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宣传】　 ２０１２
年春节、重阳节期间，区老龄办、格里坪镇和各街道老

龄委以横幅、标语、板报、宣传单等方式宣传《中华人

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板报２００余期，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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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横幅 ２幅，张贴标语近 １５０条，印发传单 １２００
余份。

【高龄津贴、长寿生活补贴金发放】　 ２０１２年，西区健
全养老保障服务体系，建立保障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需

求的长效机制，推进补缺型老年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社

会福利发展，使广大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按照标准对户口在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发放８０岁～８９岁老年人高
龄津贴

西区的高龄、长寿老人实行生活补贴，８０～８９岁老年

人每人每月高龄津贴５０元，９０～９９岁老年人每人每
月长寿生活补贴１００元，１００岁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

长寿生活补贴２００元，全年向８０～８９岁老年人５０７６

人次发放高龄津贴７９６２５０元，向９０～９９岁老年人３４３
人次发放长寿补贴１０１４００元，向１００岁以上老年人５
人次发放长寿补贴３０００元。

【城镇空巢低保老人居家养老服务】　 ２０１２年，西区
有空巢低保老人６４人，其中城镇空巢低保老人４６人，
“三无”（无收入、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老人１０人，
患重大疾病或重度残疾的低保空巢老人８人。根据
市老龄委、市民政局《关于在全市城镇低保空巢老人

中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试行办法》和区老龄委

《攀枝花市西区在全区城镇低保空巢老人中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区老龄委为城镇低保老

人开展擦玻璃、洗澡、换煤气、陪同就医、上门理发、代

购生活用品、代缴各项费用、清洗抽油烟机、疏通下水

道、送餐等钟点工服务，以及上门量血压、生活保健咨

询、医疗保健讲座等居家养老服务。全年发放城镇低

保空巢老人服务补贴３５８８０元。
（明　航）

残疾人事业

【概　况】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残联人联合会（以
下简称“区残联”）有残疾人协会 ５１个，其中街道 ６
个，格里坪镇１个，社区居委会３４个，村１０个。

全年完成脑瘫儿童康复、聆听世界（人工耳蜗）助

听工程、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家庭无障碍改造、

残疾人技能培训等８项民生工程。投入资金５９１４５４
元，其中区级补助资金１７２４５４元，受益残疾人达到
２３００余人次。向在校小学、初中贫困残疾学生家庭
３０户发放助学金３万元。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２０１２年，区残联投入资
金８７万元为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３月，区
残联工作人员深入社区（村）进行摸底筛查，确定３０

户“有需求、具备改造条件且生活贫困”的残疾人家庭

为无障碍改造实施对象。６月，与街道（镇）、社区
（村）残疾人工作人员及无障碍改造工程技术人员为

改造对象家庭房屋的出入口、户门、卧室、卫生间、厨

房等进行无障碍改造方案设计。８月，完成全部改造。

【阳光家园计划实施】　 ２０１２年，区残联为西区无固
定收入、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人实施阳光家园计

划，给予每人每月５０元的护理补贴。６月，在全区开
展重度残疾人筛查，查出符合申报条件的重度残疾人

１１０人。１２月，区残联发放１１０名重度残疾人补贴资
金６６万元。

·３７２·



!"#$%&%'()%&*+,' !"#$%&&'

!"#$%&'(

()*+

【脑瘫儿童康复救助】　２０１２年，区残联为辖区０～１２
周岁、有攀枝花市户籍、经定点医疗（康复）机构或专

家组确诊为脑瘫、有康复潜力和康复价值、监护人自

愿申请的２２名贫困脑瘫儿童进行康复救助。根据贫
困家庭脑瘫儿童的康复需求进行系统康复训练，并为

其提供手术经费资助，救助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

承担，每人每年１万元。全年支付救助资金２２万元。

【精神病患者救助】　２０１２年，西区持有“精神残疾
证”的精神病患者有２１６名。根据攀枝花市“贫困精
神病患者服用（住院）医疗救助项目”规定，通过筛选，

确定对６０人实施服药补助，对８人实施住院补助，补
助资金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承担５０％。全年，西区补
助救助资金５６万元。

【残疾人帮扶培训】　２０１２年，区残联出资帮助５０名
农村残疾人发展生产，帮扶金由市、区财政补贴（各补

贴５０％），每人每年６００元。全年发放帮扶金３万元。
１２月１０日，区残联对格里坪镇３０名农村残疾人

进行芒果种植培训。格里坪镇农技服务中心赵有强

以《攀西地区芒果标准化栽培技术》为教材，系统讲解

芒果栽培及管理技术。１２月２３—２６日，区残联在市
特殊教育学校对２０名残疾人进行初级电脑技能操作
培训。全年对５０名残疾人进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开展“量服”工作】　２０１２年，西区继续开展残疾人
“量服”工作。４月，组织街道、社区及格里坪镇残联
工作人员，对辖区残疾人基本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发

放“量服”申请表２０００余份，将符合条件的２０００名
残疾人的详细信息录入残疾人“量服”平台，为残疾人

进行量体裁衣式服务。

【残疾人代步轮椅分发】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区残联
在区政府主楼前举行２０１２年残疾人代步轮椅分发仪
式，仪式由区残联理事长许茂寅主持，各街道（镇）残

联分管领导和专干２０余人参加。许茂寅向３５名重度
残疾人分发台湾曹仲植基金会捐助的轮椅。

【才艺展示】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日，区残联与市特殊教
育学校在清香坪步行街联合举办残疾学生才艺展示。

残疾学生现场表演串珠、绢花制作、雕刻等技艺，１０００
余名群众观看。１２月２８日上午，区残联在玉泉广场
举办“绽放生命梦想 共沐欢乐阳光”文艺演出，市特

殊教育学校学生表演舞蹈、小品、独唱和钢琴演奏，

２０００余人观看演出。
（李遇夏）

　　“绽放生命梦想 共沐欢乐阳光”文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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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镇）

街道（镇）

清香坪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街道（以下简称“清
香坪街道”）位于西区东部，东以凉风坳隧道为界，南

与市七中后山毗邻，西与蜀星运输公司接壤，北同清

乌复线相邻，行政区域总面积７１５平方千米，是西区
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中心。辖大水井、路南、路北、

杨家坪、康家坪、梨树坪、蓝湖 ７个社区。户籍人口
１４７９５户４３２８２人，人口密度

$

平方千米６０５３人。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持解放思

想、开拓创新，狠抓工作落实，经济、环境综合治理、综

治维稳、党建等工作顺利推进，圆满完成区委、区政府

下达的各项目标任务。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围绕区委、区政府
下达的目标任务，把经济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街道领

导定期或不定期深入企业了解掌握经济运行情况，开

创新思路、增添新举措，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全年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４５３８６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８６％；
实现工业增加值 １３８９０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
１０４４４％。实现固定资产投资４８３０万元，完成目标
任务的１３１％。实现招商引资９４３０万元，完成目标任
务的１０４７８％。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３０６５万
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８４５２％。完成区本级税收收入
１５８９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０６％。

【安全工作】　 ２０１２年初，清香坪街道与辖区企业和
所属社区签订“２０１２年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１４
份，其中企业７份，社区７份。及时召开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传达上级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及相关文件精神，

布置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认真开展防汛、消防、用电

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宣传教育活动，企业、社区

出黑板报、专栏、墙报１０期，悬挂横幅２０条。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检查企业１２家次，查出隐患１２处，
均进行整改，消除率１００％。开展节日烟花爆竹经营
店（点）安全检查，查出隐患３处，下发整改指令书限
期整改。吸取“８·２９”事故教训，由街道领导班子带
队，自９月８日起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
大检查，检查企业１０家，查出隐患１处，并整改。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结合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五创联动”等工作，大力开展环境综合

治理。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章立制，查缺补

漏，巩固提高治理成果。利用宣传栏、黑板报、简报、

横幅等媒介进行宣传，全年制作大型公告１５幅，制作
警示提示牌８０余块，悬挂横幅３０余条，出黑板报１００
余期，更换健康教育专栏９６版次。定期组织干部职
工、居民代表、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活动１６０次，参与
者１１００余人次，劝导不文明行为４５００余例。结合国
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全方位、深层次、高标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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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集中整治２３０余次，参与者１７００
余人次，清除“牛皮癣”４０００余处、小广告１万多张，
清理卫生死角６００余个，整治乱堆乱放８００余处，清运
垃圾９０余吨。街道城管所加大执法力度，制止违规
发放小广告９２起，劝阻家禽敞养行为１４８次，清理乱
设摊点７００余个，规劝坐商不归店４５０家，规范乱停乱
放车辆５０余台次。瑞云农贸市场周边乱摆摊设点现
象严重，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于适当位置设立水

果临时交易区，并安排专人管理。制定《清香坪街道

办事处环卫作业考核办法及评分标准》，定期对叁旺

公司进行考核，奖惩兑现。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新增城镇
就业岗位１１８２个。发放３９１人市级社保补贴１５７５９
万元，发放１４４人西区第一批社保补贴费５４７万元，
发放１８人个人职业培训补贴１５１０４元。申请１７３人
西区第二批社保补贴８２７万元。新增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３５人。３６９８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
中新参保５２０人，续保３１７８人。验证６３２４名企业退
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资格。

【低保与救助】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严格遵守低保
各项制度，杜绝人情关，做到应保尽保、有保必保，全

年享受城市最低保障居民有６４９４户次１２１５２人次，
发放低保金 ２８２８７万元。办理 １７５人医后救助金
２４９２万元，申请８户低保低收入家庭“在同一片蓝天
下·２０１２慈善助医”金１８７６万元，申请发放３名低
保人员临时救助３３００元。申请６名新入学贫困大学
生帮困助学金３１万元。为２４个无房家庭预申请廉
租住房租赁，为１９９户低保、低收入家庭预申请廉租
住房补贴 ３５８万元。春节、助残日，走访慰问贫困残
疾人１６名，送慰问金２６００元。对６户残疾人家庭进
行无障碍改造，为２名残疾人申请机动轮椅车燃油补
贴，为３名智力残疾儿童申请康复训练，为５３名特殊
青少年建立档案，为１６名肢体残疾人申请免费轮椅，
为６名残疾人申请助听器，为２１５名残疾人免费办理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２名残疾人申请自主创业
扶持金６０００元，为２６名贫困重症精神病患者申请免
费服药，为１８名生活不能自理的贫困残疾人申请阳
光家园居托养补贴１０８万元，为６名困难群众申请免
费白内障手术，为１０名残疾人申请辅助器具，为９名
残疾人报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全年“量体裁衣个性

化服务”网上录入残疾人 ４７６人，制订４７６人服务方
案２４５４项次，落实２０８１项次，服务率１００％。申请

发放８７２人次８０～８９岁老年人高龄津贴１３６８万元，
申请发放８７人次９０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贴２５６万
元。发放４１人次低保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５４００元。“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困难优抚对象８人，
送慰问金１６００元。

【社会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以路南、蓝湖
社会管理试点社区为抓手，探索创新社会管理，延伸

公共管理服务，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将辖区

科学划分为５０个管理网格，每个网格确定２名责任
人，负责登门入户采集信息。成立网格事件处理中

心，负责将重要信息逐一录入“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

平台”，并将需处理信息及时交由相关责任单位处理，

处理完毕再次回馈后销案。积极探索管理机制，推进

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至年末，社区计生ＰＩＰ系统、劳
动保障金保系统、民政低保系统、党员远程教育系统、

残疾人个性化信息服务平台、居民电子信息档案、党

员管理电子档案、特殊人群电子信息档案、社区 ＱＱ
群、社区邮箱均投入使用。通过推行“两网化”管理，

真正实现“网中有格、按格定员、人在格中、事在网中”

的目标。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办事处组织计划
生育宣传２次，发放宣传资料５２００余份，发放避孕套
１２７００余只。办专栏和黑板报８期。举办专题讲座４
次，培训社区计生专干５次。登记全员流动人口６７１６
人，组织社区定期查验流动人口４次。办理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９１本。办理生育证１５５本，其中一孩１３９
本，二孩１６本。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
日，常住人口出生 １４０人，其中一孩 １２３人，二孩 １７
人，符合政策生育率９６４％。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清香坪街道党工委结合基层
组织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基层党组织现状大调查和

群众工作薄弱环节大排查，切实摸清底数、掌握情况、

找准问题，收集意见建议２０余条，梳理各类问题 １３
个，并形成专题调研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

措施，指导５个党总支、２３个党支部开展“三分类三升
级”（通过现状调查，制定组织分类标准，将基层组织

分为先进、一般和后进；针对不同等级的基层组织，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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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先进党组织上水平、一般党组织上台阶、后进党组

织换新貌”的目标实行分类升级）活动，签订公开承诺

书２８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１周年之际，评选表彰
优秀基层党组织３个、优秀党员１９名。以分片包户形
式开展入户走访活动，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

行记录，经整理建立《民情日记》，不断强化党员干部

的服务意识，切实解决居民的实际困难。认真落实党

内关怀“五必访”（党员生病和住院必访、思想波动时

必访、工作与生活有重大困难时必访、流动党员外出

返家时必访、党员无故不交纳党费或不参加组织生活

时必访）制度，通过送慰问品、慰问金等方式，为困难

党员群众送去党组织的关怀。针对“两新组织”（新社

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党建基础较薄弱等现状，积极拓

展思路，着力抓好其党组织的组建工作，推进党建规

范化建设。全年组建“两新组织”党支部７个，发展
“两新组织”党员１０名，“两新组织”建党率和党建工
作覆盖率均达到１００％。

（谢　攀）

玉泉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玉泉街道（以下简称“玉泉
街道”）位于西区中东部苏铁中路动力站段，东接清香

坪街道大水井社区，南及金沙江法拉大桥，北邻仁和

区布德镇，西至巴关河大桥，行政区域总面积５２平
方千米。辖巴关河、席草坪、动力站、河石坝、矸石电

厂５个社区。街道驻有企事业单位１３６家。总户籍人
口７２６７户２１７９０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４１９０人。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创

新思路，完善举措，大力发展街道经济，夯实党建基

础，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民生工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

理，打好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战，促进街道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密切跟踪有意向入
驻企业，掌握发展动向，协助完善前期手续，成功引进

攀煤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设备车间技改项目

和重啤攀枝花公司动力车间噪声综合整治技改项目。

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６２２２８３万元，完成年
计划的１０７７７％；实现工业增加值２５１７３６７万元，完
成年计划的 １０７７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４９０６５万元，完成年计划的 １９６２６％。实现固定资
产投资３３５０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６７５％。实现招商
引资７５６２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５１２４％。实现区本
级税收９５７万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２％。

【安全工作】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以“减少存量隐患、

制止新增隐患”为目标，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力

度。尤其在“８·２９”事故发生后，多次召集社区、企业
相关负责人举行安全工作会议，了解情况、排查问题、

制定措施，全面开展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自查、

检查、督查等工作。１０月３日“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巴关河社区芳菲巷突发挡墙沉降事件，导致１０余
间居民住宅（平房）墙体受损。街道不等、不拖、不推，

在迅速向区级相关部门和具体责任单位通报情况的

同时，深入现场查看，安抚住户，设置警戒线，发放避

险明白卡，安置受灾人员，有效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全年查出安全生产隐患３５起、地质灾害隐患６
起，下达整改通知４份，发放“地质灾害明白卡”４份，
落实整改措施４１项。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高质量、高水平、高
标准推进社区阵地建设，完善服务功能。完成河石坝

社区４３０余平方米新办公用房装修并通过验收，完成
巴关河社区２００余平方米养老服务中心扩建工程设
计。新建社区老年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各 ２
个。２月２９日，成功完成巴关河社区———四川省养老
服务社会化示范社区现场交流会重要参观点———接

待参观任务。

【环境卫生整治】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建立城乡环境
“定点、定段、定区域”网格化管理机制，采取街道干部

包社区、社区干部包片区方式进行无间隙管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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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齐抓共管格局。主干道卫生保洁实行市场

化管理，由专业保洁公司常年承包；背街小巷和居民

小区保洁由各社区负责：实现行政区域卫生保洁全覆

盖。集中力量，重拳出击，全面整治主干道和街面的

市容卫生；加大文明劝导力度，清查乱堆乱放、违章种

菜行为，清理小广告和绿化带杂物，修补破损围墙并

粉刷，美化主干道文化墙，顺利完成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任务。迅速启动“五创联动”工作，充分利用 ＬＥＤ
电子显示屏、文化墙、宣传栏、黑板报、ＱＱ群、横幅、标
语等媒质，广泛宣传“五创联动”文件精神及知识，配

合牵头部门圆满完成四川省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

【综治维稳】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继续深化平安创建
工作，落实信访维稳工作责任制。针对各类不稳定因

素，分别制订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实行一个重点信

访人员一个工作组一套方案，把责任落实到人头，圆

满完成国庆节、中共十八大期间的维稳任务。加大反

邪教宣传力度，与居民签订“家庭反邪教承诺卡”５３２
份。依靠民兵、巡逻队等社区治安防范力量，加大重

点地段、重点部位的治安防控力度，加大重点地区的

专项整治力度，加大校园及周边的巡逻力度，切实维

护好社会秩序。以席草坪社区、动力站社区作为加强

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试点社区，前者以服务改制企业、

打造文化和谐社区为主题开展工作，后者围绕地企共

建、促进移民安居乐业开展工作。在２个社区制作上
墙网格化管理图１１８幅，发放创新社会管理居民服务
卡５６００余份，配齐巡逻队服装、手电、喇叭等工具，组
织巡逻队员定期巡逻。

【民生工程】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坚持
把民生作为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加强社区建设，

深化社区服务，实施惠民工程，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

实际困难。进一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发放８６７６户
次１７４７２人次低保金４５１９３万元，发放２１６人次城
市医疗救助金２８３４万元，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４２万元，发放独生子女大学助学金２万元，申报发放
２５７名老年人高龄津贴１４万元。办理４０５８人的医保
新参保或续保手续，认证３０５６人退休金领取资格。
举办创业培训班２期，１２０人参训。办理就业失业登
记１７８５人，申报就业援助对象８７０名。代收退休人
员社会化管理费１４万元。推荐６５名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发放基本养老金３６万元，发放２０１１年社保
补贴１４９万元。成功申报创业社区５个、“创业明星”
２人、创业小企业２家、创业示范点２个。１３名干部职
工慈善捐款１３万元。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玉泉街道党工委扎实推进基
层党组织建设年活动，在全区率先建立街道“大工

委”、社区“大党委”，区域化党建格局全面形成。按照

级次标准，街道６个党组织保持先进党组织级次，１７
个一般党组织晋升为先进党组织。与社区、企业党组

织签订党建目标责任书，加强监督检查和考评。大力

实施“两新组织”“双基工程”（党的组织基本覆盖、党

的工作基本保障工程）建设，新建联合企业党组织４
个，实现８０个“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全覆盖。深入推
进“挂帮包”工作，全面落实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

度，街道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与 ２户困难群众“结对
子”。进一步抓好人才工作，推荐西区副科级后备干

部２名、社区后备书记５名。４月１０日，动力站社区
作为 “融入行动”示范点，接待西区基层组织建设年

现场推进会代表参观。

（贾小燕）

河门口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河门口街道（以下简称“河
门口街道”）位于西区中部，东以巴关河为界，南与攀

煤公司隔江相望，西与格里坪村接壤，北与苏铁自然

保护区相邻，行政区域总面积１７７平方千米。辖南

街、北街、高家坪３个社区，驻有西区农林畜牧局、华
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攀钢（集团）公司

石灰石矿等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１０家，永辉煤业公
司、新启物流公司等民营企业 ２２家。总户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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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６３户９９２９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５６１０人。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牢牢把握“抢

抓机遇、加快发展”主题，围绕工作中心，强化措施，克

难奋进，较好地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

务，街道经济、环境综合治理、综治维稳、社区建设、劳

动和社会保障、党建等工作成效明显。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认
真履职尽责，切实把“服务介入、动态管理”作为经济

工作的主要手段，对辖区重点项目进行摸底调查，有

针对性地走访企业，主动加强沟通服务，及时了解项

目进展情况，积极为企业协调生产用地、办公场所及

办理相关手续，为其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经过不懈

努力，全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７６２８７万元，同比
下降７９％，占目标任务９１０００万元的８４％。完成招
商引资 １７４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７％，占目标任务
１５０００万元的 １１６％。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５９４０万
元，同比增长１７２％，占全年目标任务１３９４０万元的
１１４３％。完成区本级税收收入６６０万元，同比下降
５５％，占全年目标任务７６２万元的８６６％。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严格按照各
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及工作要求，明确治理重点，细化

工作措施，强化责任管理，有效保障各专项治理目标

的顺利完成。加大市政设施投入，安装金江水泥家属

区、大地水泥家属区简易路灯 １８盏，硬化商场家属
区、金江水泥家属区等小区路面６００余平方米，改建
修补苏铁西路９０４号、和畅巷６号、街心花园等地的排
污管道，完善石灰石矿大门至街道办事处路段的标识

标线，安装禁停标识牌３块，增设停车位５个。加强环
卫作业管理，继续实行环卫作业市场化运作，环境卫

生得到较大改善。增强城管执法力量，加强市容秩序

治理，将社区巡逻工作与城管执法结合，组织城管队

员与巡逻队员开展日常巡查及城管执法，与商家签订

门前“五包”责任书，治理乱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等违

章行为，疏导游商小贩入市经营，实现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常态化管理。

【社会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加强社会管
理创新，以街道、社区、小区、楼栋等为基本构架，将所

辖区域划分为４０个网格，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分别
管理指定网格，推行社区网格综合化管理，稳步推进

市级试点社区高家坪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认真

落实矛盾纠纷调处“三三”（三公开、三结合、三包干）

制和“三联两进”（行政调解员和法官联系街道、镇，人

民调解联络员和司法调解联络员联系部门，行政调解

员联系法院；人民调解进法院、进派出所）制度，扎实

开展大调解“五进”（进车站码头、进市场商场、进开发

区景区、进城镇小区、进农村院落）活动，在４个物业
小区、２个市场、１个车站建立矛盾纠纷调解室，落实
调解人员。强化治安防范，健全群防群治队伍，与派

出所联合组建联防队，坚持每周排查机制，每晚开展

网格化治安巡逻。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

员、邪教人员、缠访人员等重点人员的帮教稳控工作，

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确保无个人极端事件发生。组

织派出所、社区开展全国“两会”和中共十八大期间广

播电视设施专项守护行动，确保无插播事件发生。制

订重要节日和重要会议期间的维稳预案，成立工作

组，随时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和危害社会公共安全事

件。全年化解矛盾纠纷４０件，未出现在全市有影响
的涉稳问题和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登记失业
人员８７４人。推荐下岗人员参加再就业技能培训６８
人次。发布用工信息６期１８条。组织失业人员参加
市、区招聘会５次，３９人实现再就业。为下岗失业人
员提供免费职介服务６４人次，３３人成功就业。为１６２
名灵活就业人员申报社保补贴６５５万元。无“零就
业”家庭。

【低保与社会救助服务】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办事
处采取入户调查、公示、集体研究等方式，认真清理整

顿低保户，做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分类施

保”。全年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７６７５人次，发
放保障金１９６万余元。发放７８人次城市医疗救助金

１１６万元。申请发放 ３９８名８０～８９岁老年人高龄津
贴 ６万余元，申请发放１３名９０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
贴４７００元。为１７名肢体残疾人申请代步轮椅，为１２
名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为４名精神病患者申
请医疗救助 ４１６２元，为２名脑瘫患儿申请康复训练。
重大节日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为２４６人次送去价
值５万余元的慰问金及慰问品。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投入专项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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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１０余万元，完成南街、北街社区２个便民服务中心
维修改造工程。完成文化阵地街心花园工程建设，新

建舞台３０平方米，修补不锈钢栏杆１２０米，硬化地面
１００平方米。完成老旧小区污水管道改造工程。全面
实施辖区污水管网改造及居民小区局部维修工程，新

建改造污水管道２３００米。

【移民服务】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紧扣沉陷区、棚户
区、政府廉租房移民的需求，坚持记好“三本台账”（移

民信息台账、移民需求台账、跟踪服务台账），了解社

情民意，化解矛盾，为群众提供高效优质服务。将闲

置篮球场改建成社区体育俱乐部，并与区扶贫移民局

协调，建立北街社区第四支部党员活动室、棋牌室等，

为安置居民提供更好的文体健身场所。全年移民核

查验证２４５人次，低保救助３０户。指导就业１５人次。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办坚持优质服务与
基础工作并重、奖励兑现与依法行政并举，全面落实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深入开展和落实计

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项目，做好 ＰＩＰ系统数据查漏补
缺以及“人社数据”比对工作，全面落实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政策，申报 ４４９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 ２２６３５
元。利用４个“计生ＱＱ群”，提供政策信息、生殖健康
等咨询服务。利用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广泛开展计

生宣传。结合社会管理创新，制订计划生育信息员、

网格管理员工作职责和考核奖惩制度，建立信息员与

网格员双重管理长效机制。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２
年９月３０日，有常住人口１２８７７人，其中已婚育龄妇
女２６７６人，期末选用各种避孕方法的有２４６６人；有
流动人口２９１０人，其中已婚育龄妇女８６１人，期末选

用各种避孕方法的有８５６人。其间，常住人口出生４０
人，其中一孩 ３４人，二孩 ５人，符合政策生育率
１００％；流动人口出生７人。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河门口街道党工委认真开展
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扎实做好“三分类三升级”工

作，健全党建工作考核评价办法，明确社区、非公有制

企业党建包片责任区，组建移民安置小区党支部，落

实配套设施。组建街道“大工委”，与各委员单位签订

联合共建承诺书。开展“两新组织”党建“百日攻坚”

行动，通过独建、挂建方式，实现“两新组织”党组织、

党建工作全覆盖。推行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列席党工

委会议制度，３个社区全面推行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
一监督”制度，增进社区基层民主。建立创先争优长

效机制，提高党建工作制度化水平，完善党建工作制

度３２个，表彰创先争优先进党组织３个、优秀党员１０
名。开展“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班子成员直接

联系帮扶困难群众１０户。落实党内关怀机制，慰问
生病住院、经济困难党员２５人，看望生病住院职工１０
人次，与党员谈心６９人次。组织４支党员志愿服务队
开展“五创联动”、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扶贫助老、

普法帮教等活动５８次，参与党员４９４人次。做好干部
人才工作，推选副科级后备干部２名、社区党组织书
记后备人选３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５人，吸收新党
员３人。强化党建责任制，把党建基础工作纳入社区
年度目标，与社区党组织续签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

确保责任、工作双落实。制定社区党务工作者考核办

法，半年作一次述职汇报，依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

（田　慧）

陶家渡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陶家渡街道（以下简称“陶
家渡街道”）位于西区金沙江中段南岸，东与大宝鼎街

道相连，西与摩梭河街道为邻，南北与仁和区太平乡

河边村接壤，建成区面积约３５平方千米。辖花山中
心、沟北、宝鼎中路、学园、矿建５个社区。驻有攀煤

公司等企事业单位４１家。户籍人口８１２６户２２２８４
人，人口密度

$

平方千米６３６７人。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以工矿服务保障区建设为中

心，加强安全监管，深入推进街道经济社会和基层党

组织建设，继续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做好劳动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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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计划生育等工作，圆满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

各项目标任务。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 ２４４９４万元，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９２３４２万元，均同比下降 ３２％，均完成目标任务的
６１２％。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７９００万元，完成
目标任务的２４６８７％。实现招商引资３６１００万元，同
比增长８４３１％，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５６５２％，其中省外
资金１７５０００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２１８７５％。实现
固定资产投资５５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０４８％，完成目
标任务的１００％。实现区本级税收收入６８１万元，完
成目标任务的７１０２％。

【安全监管】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加大建筑、交通、
消防、特种设备、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安全专项整

治力度，突出煤矿安全隐患治理，落实街道领导定期

下井制度，狠抓整改落实。排查地质隐患点１７个，砍
伐危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枯树２７棵。与相关部门
排查学校、幼儿园、餐饮店等公共场所３７个，下达消
防安全整改通知书５０余份，均完成整改。全年街道
安全态势平稳，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行为】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
道按照“属地管理、守土有责”的原则，加大打击私挖

盗采煤炭资源行为力度，与各社区签订“打击私挖盗

采煤炭资源责任书”，完善巡查机制。全年出动车辆

８５台次、人员４７５人次，走访居民５０余户，排查封闭
炸毁井口２８１口、未封闭井口５口，未发现私挖盗采煤
炭资源行为。

【打非治违】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加大打击非法生
产和违规开采煤炭资源力度，排查整治“以探代采”、

关闭矿井重启开采、超层越界开采、超能力超强度超

定员组织生产、无证生产、整合技改矿井“边建设、边

生产”等行为。扬帆工贸公司四矿处理“三违”（领导

违章指挥、工人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人员１７名，
处罚金额５０００余元。“８·２９”事故发生后，认真抓好
辖区年产６万吨以下煤矿关停工作。至１０月３１日，
道中桥、老花山煤矿均通过关闭验收。

【信访维稳】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认真做好建成区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征地拆迁工作，多次牵头组织各

方代表召开专门会议，协调解决炮声扰民、学园社区

Ａ匝道工群矛盾、王琳琅工伤等矛盾纠纷。实行领导
包案、重点人员“一人一案”制度，落实维稳人员和经

费，实现重点时段“零进京、零赴蓉”目标。中共十八

大召开前，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协商，解决长达１１年
的李凤英信访积案。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煤炭采空区

居民安置工作，协调处置居民诉求，重点做好矿建社

区１～４号楼居民的解释疏导工作，避免发生恶性
事件。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制定班子成
员包社区、社区干部包楼栋制度，采取宣传教育、联合

执法、地企联动等举措，对占道经营、坐商、乱停乱放

等行为进行重点整治。全年出动社区工作人员、企业

职工、志愿者等１３００余人次，出动洒水车、垃圾清运
车１９０台次，清除卫生死角１８９处，清除“牛皮癣”（小
广告）９００余处，冲洗路面 ７５万平方米，清扫街面
２８９万平方米，清运垃圾２７９吨，疏通沟渠３０００余
米，清理绿化带２３００余平方米，规范施工工地１３处，
劝导、规范乱停乱放车辆５００余辆，下发整改通知单
１２０份。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发布用工
信息１３７条，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 ８１９本，新增就业
１３１人，其中２８人通过“千人就业援助活动”实现就
业，失业率控制在１８４％以内。发放１３６人社保补贴
５６２９５６１４元，办理３９４９名居民的医疗保险、６８５名
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认证企业退休人员２１１０人。

【低保与社会救助】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审核办理
６７１３户次 １２８６７人次最低生活保障，发放低保金
３３６６０６２元。救助低保对象和低收入居民大病医疗
１１９人次，救助医药费１７９３６０元。申请发放３８５户居
民廉租住房补贴６６８５１５８元，为１７０户居民申请到
廉租住房。申办１０７人次居家养老服务补贴１４３４０
元。走访慰问困难群众３４人次，送慰问金１３７万元。
完善养老服务设施，沟北社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心通

过省级验收。

【计划生育】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做好均等化服务，
组织９名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免费体检。申请发放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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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２４０３０元。办理生育服务证
２４本、再生育审批７份、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１０本。
报送计生信息４０条，通过“１２３５６”热线提供帮助８人
次。全年出生２７人。其中：一孩２１人，二孩６人；违
法生育１人。合法生育率９６３％。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陶家渡街道党工委紧扣基层
组织建设年目标任务，提出“建强一个核心、完善一个

网络、推动三项工作”的党建“一一三”工作模式，健全

落实“承诺、述职、评议、追究”四位一体的基层党建工

作责任制，形成目标明确、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良好

态势。扎实开展基层党组织“三分类三升级”工作，评

定先进党组织５个，一般党组织１４个。建立社区党组
织书记队伍及后备人才信息库，确保每个社区有１名
书记后备人选。抽调４名年轻社区大学生到街道锻
炼，为社区党务工作培养人才。注重从一线工作人员

和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０名、预备
党员１６名。做好党员分类管理，以“挂帮包”为载体，
深化“三级联创”，落实党内关怀“五必访”制度，街

道、社区党组织全年走访困难党员３１人，送慰问金１

万余元。从街道财政拨付３万元作为社区党建工作
经费，保障党组织活动开展。依托社区标准化服务大

厅建设，按“四有一化”（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

事、有处议事；构建以街道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

础、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共同参与的城市基础

区域化党建新格局）的标准完善社区软硬件建设，指

导社区党组织建立党员服务中心，建成服务型党组

织。按照“信息互通、发展共谋、责任共担、工作共做、

资源共享”原则构建交流合作平台，先后与攀煤公司

花山矿党委、物房公司党委，仁和区太平乡党委等党

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初步达成共建协议，“街道大工

委”“社区大党委”格局初步形成。加强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指导，推行“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负责人、在

职党员到社区党组织兼职，向２８个“两新组织”指派
党建指导员１３名，走访调研１８次，提供咨询服务１２
次。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启动后，４个党总支、１５个
党支部签订党组织承诺书，２００名党员干部公开承诺，
推动辖区经济社会发展。

（郭　玲）

摩梭河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摩梭河街道（以下简称“摩
梭河街道”）位于西区金沙江段南岸西南，东至大宝

鼎，北临陶家渡，西南与仁和区太平乡接壤，建成区面

积７１平方千米。辖太平、畔海、三十九、摩梭河４个
社区。驻有攀煤（集团）公司太平煤矿和物资供销公

司、市十三中小学等６家企事业单位。户籍人口５００６
户１３５１６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１９０４人。

２０１２年，街道经济、社区建设、综治维稳、劳动和
社会保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文体活动等工作成效

显著，较好地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８家，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９０８０１万元，同比
下降１２１％，完成计划１４００００万元的６４８６％；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３５０２１９８万元，同比下降

１２１％，完成计划５４０００万元的６４８６％。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８１４６２万元，完成计划１６００万元的
５０９１３％。招商引资到位资金２８５７８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７２５％，完成计划１７７６０万元的１６０９１％，其中省
外资金 １５３９８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９７６％，完成计划
１３９００万元的１１０７８％。固定资产投资８３３９万元，
同比增长４００５４％，完成计划５６６０万元的１４７３３％。
完成区本级税收收入１３０３万元，完成计划１５９１万元
的８２％。

【煤矿安全管理】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认真开展“打
违治非”专项检查、“全国安全生产月”“百日安全检

查”等活动，严格执行矿长下井带班、交接班、班前会

等制度，严厉打击“三违”（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

劳动纪律）行为，严禁“三超”（超能力、超强度、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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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作业和无风、微风作业，以及假检、漏检、代检现

象，做好“一通三防”（通风，防火、防尘、防瓦斯）管

理。督促加强顶板管理，认真落实“敲帮问顶”“前探

支护”制度；强化应急救援，督促煤矿企业加强辅助救

护队建设。严格落实街道驻矿安监员每月下井不少

于１５次、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每月下井８次、领导每
月下井２次制度，全年下井３２０人次。结合日常检查
和专项检查，开展执法专项行动２７次，查出安全隐患
６２５处。及时下达隐患整改指令，督促企业按照责任、
措施、资金、时间、预案五落实制度进行整改，整改合

格率９９％。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结合 “五创
联动”和国家卫生城市复检，继续大力开展环境综合

治理。以张贴专题标语、按期更新定点宣传栏（牌）内

容方式进行宣传，以市、区暗访组的通报和摄像进行

警示教育，并开展卫生、健康知识等教育，悬挂横幅４
幅，发放资料４４５０份，４４万人次受教育。街道社区
干部职工全员出动，组成４组分片包干，对主干道和
视野区进行集中治理。聘请专门队伍、协调辖区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区机关２００多人，共同整治多年沉积和
较大卫生死角。全年出动人员３８００人次，出动车辆
１８０台次，清理维护面积１５６万平方米，疏通维护沟
渠总长７４万米，清除卫生死角（多为反弹死角）１６０
个，清运垃圾１６０余吨，铲除杂草约３万平方米，清除
乱贴乱画及小广告１６００余张。

【综治维稳】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党政领导班子牢
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强化领导责任制，全面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治宣传月活动期间，

入户宣传４次，出专题黑板报７期，悬挂横幅４幅，发
放《西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手册》《公民基本道德

规范》等资料５０００余份，张贴标语６０余条。构建矛
盾纠纷调处体系，落实街道、社区两级矛盾排查制度。

构建防控体系，安排工作人员时时掌握刑释解教人员

和“法轮功”邪教练习者的动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帮

教转化和反邪教工作。至年底，排查上报问题８个，
其中因煤炭采空区搬迁安置引发不稳定因素６个，其
他问题引发不稳定因素２个。调解民间纠纷１４起，和
解１２起，调解成功率８６％。

【社会管理创新】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全面推进社

会管理创新工作，继续推行“五心”（温心、上心、用心、

热心、耐心）接访工作法和“两下一回访”（一下、再

下、三回访）工作法，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体

系建设，积极开展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排处工作，

排查问题２２个，调处化解１８个，有效稳控４个。构建
治安整体联动防范体系，出动４０余人次，清理“三无
闲散”人员３５人次。太平社区被确定为全市加强和
创新社会管理试点单位后，积极探索建立“六联”（条

块联动、组织联建、党员联管、资源联用、服务联做、活

动联办）工作法和街道社区派人包格、居民小组长包

片、楼院长包楼、信息员包户的管理模式，努力将其建

成新时期社会管理新型社区。街道拨给太平社区社

会管理创新启动经费５万元，并拨给畔海社区、三十
九社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经费各３万元。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　 ２０１２年，摩梭
河街道将辖区整治区域分为 Ａ、Ｂ、Ｃ、Ｄ四个片区，积
极与区政府打击私挖滥采矿产资源办公室（以下简称

“区打私办”）、派出所等单位配合，组织工作人员及社

区联防队，通过走访、摸底、实地查看等方式，了解非

法井口分布区域、数量、具体位置等情况，并采取专项

检查和日常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

源违法行为。全年出动人员３５０余人次，出动车辆６０
台次，巡查６０余次，查出非法井口５４个，及时将其中
４个疑似开启井口报区打私办进行炸封。对辖区煤矿
企业进行２次拉网式排查，督促其清查各自矿区及周
边５００米范围内有无侵占矿权行为，要求切实履行煤
炭资源看护义务。

【采空沉陷区移民搬迁】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把涉
及煤炭采空沉陷区移民搬迁工作作为关系老百姓切

身利益的头等大事来抓，全面梳理搬迁居民家庭基本

情况，认真核实评估财产受损程度，做到公平、公正、

公开。做好三十九社区攀煤公司党校新鉴定属于采

空沉陷区的６５户居民的公示和政策解释工作，在沉
陷动向严重区域设置监测点６个。金堂湾片区发生２
起突发性地质沉陷事件后，发放“搬迁建议书”２００余
份，临时安置居民５户１１人。接访反映搬迁安置相关
问题８９人次，化解不稳定因素６个。３月２６日，在格
里坪安置点一期进行分房抽签，５５户居民将迁入
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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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与社会救助服务】　２０１２年，摩梭河街道申请
办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１８４６户次２９１２人次，发放低
保金８３万余元。发放２０１１年度１１９名灵活就业人员
社保补贴４８３万元。分别办理１９８７人、７４２人２０１２
年居民医疗保险和居民养老保险。就业援助认定３１５

人，其中２０３人实现就业。对６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
障碍改造，为８名听力残疾人申请助听器，为５名肢体
残疾人申请台湾曹仲植基金会捐助的轮椅。

（熊可山）

大宝鼎街道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街道（以下简称“大
宝鼎街道”）位于西区金沙江段南岸宝鼎山下，东南分

别与仁和区前进镇、太平乡接壤，西与陶家渡街道花

山中心社区相邻，北与玉泉街道巴关河社区隔江相

望，建成区面积４２５平方千米。辖沿江、烂泥箐、干
巴塘、小宝鼎４个社区，其中干巴塘、烂泥箐社区是全
市海拔最高的２个山脊社区。街道驻有大型国有煤
矿２家（大宝顶、小宝鼎煤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１１
家，学校３所。总户籍人口５９８２户１５８２０人，人口密
度每平方千米３７２２人。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以为居民办
实事作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劳动和

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改善民生

与环境。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认真做好群众工

作，维护街道稳定。全面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目

标任务。

【街道经济】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１１家，其中煤矿５家，洗煤企业６家，比２０１１年
减少１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领导，认真
分解目标任务，加大企业协调服务力度，积极帮助企

业融资，解决生产经营的困难和问题。全年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产值８５１５８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１７６０８１
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１％，超额完成目标任务７９１５２万
元的７５９％。实现招商引资７９９９万元，比２０１１年增
加３５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７９７５％，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５６００万元的 ４２８４％。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２７６０万
元，比２０１１年增加１５３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５６７％，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１８７７万元的４７０４％。实现区本级
税收７６０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９００９％。

【“８·２９”事故善后】　 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９日１８时，大宝
鼎街道辖区正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金

工贸公司”）肖家湾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以下简称“８·２９”事故），造成 ４８人死亡、５４人受
伤，直接经济４９８０万元。事故发生后，大宝鼎街道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分别成立“８·２９”肖家湾事故应急
和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协助区级各部门做好事故善后

工作：接待、登记、安置 ４８名遇难矿工来攀亲属 ５６３
人；配合区领导慰问伤员１１名，看望死亡人员亲属２５
户；派出工作组登记５０４名在矿职工基本信息，发放
联系卡４５６张，汇总职工诉求３３５条，给救援指挥部提
供第一手资料；派专人协助市公安局联系各包案单位

做好ＤＮＡ血样采集和ＤＮＡ匹配工作；完成５４名受伤
职工的补偿谈判，签订补偿协议，兑现补偿待遇 １６０
余万元；在区委政法委、区财政局、区公安分局、各社

区等单位近３５０余人次的配合下，累计向事故煤矿矿
工１８２２人次发放７—８月份工资７３０万元；派专人协
助正金公司做好“８·２９”事故前１４名工伤职工的补
偿工作，补偿费用为９４６万元；协助做好肖家湾煤矿
关闭工作。

【综治维稳】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排查和受理矛盾
纠纷７２起，成功调解７０起，调解成功率９７％，其中成
功化解全某因其子何某２０１１年在市十初级中学就读
时被同学欺负导致患精神疾病、张某因区教育局就其

位于沿江社区的私立幼儿园经营许可证被吊销上访、

张某代表被拆迁的煤炭采空沉陷区４８户居民要求增
加租房补助费等３起重大矛盾纠纷。“８·２９”事故发
生后，采取“包户稳控”措施，协助相关部门５天签订
４８名死亡矿工补偿协议，１天基本完成５４名受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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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补偿工作，成功化解全市乃至全省最大的不稳定

因素。中共十八大期间，按“全区稳控、全员稳控、全

程稳控”的总体思路，并借鉴“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理的
成功经验，针对２０１２年前１０个月滚动排查梳理的６
个涉稳和突出信访问题，再次落实领导和街道包案责

任制，确保实现中共十八大“双零目标”（非访零进

京、非访零赴蓉）。深化“大调解”“五进”（进车站码

头、进市场商场、进开发区景区、进城镇小区、进农村

院落）向基层延伸。经摸底，查出非物管小区６个，社
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设非物管小区调解室前置窗口４
个，拟单设调解室１个、联系点２个，配备专职调解员
７名、兼职３１名。

【劳动与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办理就业
失业登记１５３３人，认定就业困难对象２５７人。发放
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人员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补贴１５１
万元，补报２０１１年社会保险补贴 ２２０８０元。发放 ５
人２０１１年度职业培训补贴４２８０元。办理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登记５８２人，对１３１５名退休人员进行生存
状况验证。全年医疗保险新参保、续保人员３２８４人，
保额７８０２万元。全年实现就业再就业１３５人，登记
失业率４７‰。

【低保与社会救助服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大宝鼎街道
享受城市最低保障居民有２８１户４７３人，发放低保金
１２４１５８元。全年低保人数为６４５４人次，发放低保金
１６７６９２７元。发放２０１１年２７６人廉租住房租赁补贴
４０７５８８元；申报２０１２年廉租住房５３户，经审核，其中
符合条件的为４２户，并公示；申报２０１２年廉租住房租
赁补贴２１９户。办理特困居民８３人次城市医疗（住
院）救助，救助金额１３４５３５万元；办理特困家庭７人
次临时医疗救助，救助金额７５００元；申请１８名患有
精神病的贫困残疾人医疗救助。为２名股骨头坏死
残疾人进行医疗救助，为２名就业残疾人申请就业扶
持金，２项合计６０００元。为２名肢体残疾人进行家庭
无障碍改造，为低收入家庭６名白内障患者做复明手
术，为６名肢体残疾人申请发放轮椅，为９名听力残疾
人申请助听器，为１１名一级重度残疾人申请发放居
家托养资助金６６００元。元旦、春节、重阳节等重大节
日期间，走访慰问困难群众３０人次，送慰问金１１１００

元。发放５２４人次８０～８９岁老年人高龄津贴８１２５０
元，发放３１人次９０岁以上老年人长寿补助９３００元，

发放 ４人次低保空巢老人居家养老补助券金额
４８０元。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结合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和环境“三年攻坚”，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治

理。新建１支公路卫生清扫队，对沿江公路及两侧进
行清扫，并定期对公路进行冲洗。沿江社区原卫生服

务站至吉成工业广场路口约８００米路段，煤车多，抛
洒严重，成为重污染区域。按照“门前三包”“谁污染

谁治理”原则，并通过街道领导积极协调，由运营率最

高的吉成工茂公司、华茂工贸公司、恒鼎工贸公司３
家企业对该路段进行整治。经多次协商，３家企业一
致同意根据使用频率按４∶４∶２的比例出资委托春晖
物业公司沿江分公司对该路段进行整治，并建立该道

路环境整治长效机制。街道投资８４８万元对居民楼
绿化带进行大规模补种。小宝鼎社区是社会主义新

矿山环境专项整治示范点，街道协调攀煤公司小宝鼎

矿做好新矿山环境整治工作，修葺破损垃圾池２座，
拆除陈旧店招２７块，规范店招５７个，清洗外墙立面
５４２０平方米，清洗店铺卷帘门８２家，清除“牛皮癣”
１４５张。全年出动人员２１万人次，清扫路面２４８６万
平方米，疏通水渠８９２１１米，清理卫生死角５３０处，清
除小广告５１５处２３４０张，清运卫生死角垃圾３８９４
吨，规范流动及越门占道经营２４０处，整治机动车、非
机动车违章停放２１００辆，与 “五小”店主签订门前
“五包”责任书５９份。

【社区建设】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投资６２５万元，
对沿江社区办公用房进行改造。为烂泥箐、干巴塘、

小宝鼎３个社区配设多功能会议室、老年人活动室、
图书室。投资约１６万元，硬化小宝鼎社区灰老井片
区道路２５０米，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与吉成工贸公
司等３家企业共同投资５万余元，彻底疏通沿江社区
道路两侧近 ３００米水沟，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创造
条件。

【基层党建】　２０１２年，大宝鼎街道党工委组织理论
中心组学习１２次，机关和社区干部集中学习均超过
２４次。组织培训１０次，覆盖面１００％。加强非公有制
企业党组织建设，协助华茂工贸公司与万鹏工贸公司

建立党支部，实现辖区规模以上企业党组织全覆盖。

至年底，街道党工委辖党组织１６个，其中党总支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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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机关党支部各１个，社区和企业党支部各７个。小
宝鼎社区被评为市级党建示范社区。做好党员发展

工作，全年培养入党积极分子１０名，发展党员１名，转
正 １０名。加强流动党员管理，通过直接送达、邮寄、

亲人代转等方式，３０名流动党员均发放流动党员证，
并建立流动党员联系卡。

（陈泯君）

格里坪镇

【概　况】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以下简称“格里
坪镇”）位于西区金沙江中段北岸，境域东接东区弄弄

坪街道，南至金沙江，西连云南省华坪县，北靠仁和区

布德镇、同德镇，行政区域总面积 １０８７４平方千米。
山脉走向以南北向为主，地势北高南低。从金沙江北

岸到老拱山逐级分为河谷坝区、二半山区、高寒山区。

耕地面积 １１３３６７万平方米，其中基本农田面积
３３３９万平方米。主产水稻、玉米、小麦，芒果、柑橘、
香蕉、石榴，甘蔗、花生、花椒等，蔬菜品种繁多。矿资

源富集，储量大、易开采的有煤炭、石灰石、大理石、白

云石等８种。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辖 １５个社区村，户籍总人口

２２２６７人，其中农业人口３５５７户９８５５人，非农业人
口５２１３户１２４１２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２０５人。

２０１２年是格里坪镇发展史上异常艰难的一年。
面对严重干旱、“８·２９”事故影响、繁重的征地拆迁
任务等严峻形势，镇党委、镇政府深入落实科学发展

观，带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战胜各种困难，各项工作

取得较好成绩。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完成农业总产

值１４９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２％；优质晚熟芒果、苏
铁山药、虎泉蒰柑、鸡等特色产业加快发展，

鸡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工业经济稳中

有升，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０７８８４９万元，同
比增长 ０５％。财力进一步增强，全镇收入达到
２３５２万元，比上年增收 ４４９万元，同比增长 ２３％。
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大水井村新村聚居点、庄上村

新村基本建成。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不断深入，大水

井村、格里坪村、金家村获全省“环境优美示范村”

称号。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人均现金收入和纯收

入分别增长 １１３％、１４１％。年底，广播“村村响”
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经济发展状况】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完成农业总产
值１４９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０２％。完成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１０７８８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０５％；完成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３４６８２２万元，同比下降２８５％。固定
资产投资 １８８３５９万元，完成年计划１６３９２０万元的
１１４９１％。实现招商引资 ７１０６５万元，完成年计划
６５０００万元的 １０９３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５７６０６万元，完成年计划１７５００万元的１４７２％。

【农业产业化发展】　 截至２０１２年末，格里坪镇有农
民专业合作社１３个，其中新成立２个，合作成员达到
３００余户；有协会组织３个（虎泉蒰柑种植协会、苏铁
山药种植协会、鸡养殖协会各１个），其中新成立
２个，会员达到１８４户；有农业开发公司５家。全年种
植芒果５０００株、核桃３万株、花椒１万株，发展野生
山药２０万平方米。蔬菜种植面积１４４万平方米，产量
１００７０吨，同比增长０４％；水果种植面积８００万平方
米，产量 ３０６０吨，同比增长 ６３％；肉类产量 ３１０４
吨，同比增长 ０６％；禽蛋产量 ２２２９吨，同比增
长４１％。

【林业经济建设】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在全面实施以
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的同时，加大退耕还林

和天保两大工程的建设力度，确保退耕户的合法权

益，及时足额兑现２０１１年３０５１万平方米退耕还林政
策补助金５０７２万元。２０１２年５月，考核发放２０１１年
天保二期２５７９１５万平方重点公益林管护及生态林
效益补偿金３４８８０５２５元。２０１２年天保二期重点公
益林管护面积增至３１４４５５万平方米，管护及生态效
益补偿金增至４５９８８８元，管护合作社由１４个增至１７
个，管护办法由上年的股民分片认定管护改为聘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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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巡山员进行协议管护，所签订的管护协议明确管护

区域及职责。补偿金用于专职巡山员工资和有害生

物防治、森林资源档案建立、培育和补植树苗等支出。

其工资经考核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全年调处林权纠

纷５起，协助森林公安查处乱砍滥伐、乱捕滥猎、毁林
开荒、破坏森林资源案件８件，查勘３个重点项目征占
用林地１６６７万平方米，审批林木采伐１８０余立方米，
挂牌保护登记名木古树１９棵。全年发生一般森林火
灾７０起，过火面积６６６７万平方米，出动扑火人员及
应急民兵８００人次，当日灭火率１００％，未发生人员伤
亡事故。

【农民收入】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１５１８３元，比上年增收１５３６９元，同比增长１１３％。
其中：工资性收入５７７０元，同比增长１８２％；家庭经
营收入８０００元，同比增长８４％；财产性收入５３２元，
同比增长 １７８％；转移性收入 ８８１元，同比下降
５７％。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０４７２元，比上年增收１２７９
元，同比增长１４１％。

【镇十一届人代会二次会议】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２９
日，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在镇文化服务中心召开，应到代表５５名，实
到５３名；列席人员４７名。大会听取余军代表镇政府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罗顺清代表镇人大主席团所

作的《人大主席团工作报告》、杨崇飞受镇政府委托所

作的《关于西区格里坪镇２０１１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２０１２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大会审议并通过
这３个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法补选罗晓
勇为格里坪镇政府副镇长。大会收到代表提出的批

评、意见、建议２５件。

【三级干部会议】　 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日，格里坪镇镇、
村、社三级干部会议在镇政府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召

开，１２９人参会。镇党委副书记蒋莉娟主持会议。镇
长余军总结２０１１年度工作，安排部署２０１２年工作。
会议表彰２０１１年度先进集体４个、先进个人６０名，同
时兑现２０１１年度目标考核一等奖４个、二等奖８个、
三等奖２个。１４个社区村党支部书记述职述廉。由
镇长代表镇政府与１４个社区村主任签订２０１２年目标
考核责任书。

【文建明工作法推进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０日，格里坪
镇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推进会在格里坪镇文化服

务中心召开，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尚滟佳，区政

府副区长代华，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冷方旗出席

会议，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委编办、区财政局、区人

社局等部门领导和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各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１１５人参加会议。参会人员观看宣传片
《学习文建明推广文建明工作法》，学习《西区格里坪

镇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实施方案（试行）》《西区格

里坪镇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镇

党委书记周兴与镇各包村领导签订《包村工作目标责

任书》，镇机关不同层次干部职工作表态性发言，周

兴、代华、冷方旗分别发表指导性讲话。

【创先争优表彰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格里坪镇创
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在镇政府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召

开，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先进个人、其他

社区村党支部书记、镇机关全体党员１１６参加会议。
镇党委书记周兴作创先争优活动总结报告。大会表

彰经堂村党支部等７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谢仁茂等８０
名优秀党员。

【镇十一次团代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上午，共青团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镇政府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召开，４３名代表、１４名列席人员参
加会议，镇党委副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团区委书记倪

雪锋到会祝贺，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蒋莉娟出席

会议并讲话。

团镇委书记廖敏代表上届团委作题为《弘扬传

统，与时俱进，在打造“攀西第一镇”的新征程中谱写

壮丽的青春之歌》的工作报告。通过无记名投票，选

举产生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第十一届委员

会，廖敏当选为书记，李永丹、杨晓翠、王艺蓉当选为

副书记。会议选举产生出席区十次团代会代表

１０名。

【安全生产管理】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贯彻“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综合治理”方针，对１４个社
区村、２９个煤矿、７个石灰石开采点、３４５家民营个体
企业、３４家规模以上企业、６２千米村道、３５千米江面
及水库的水上交通、农机、农电、水利设施进行安全生

产管理。全年查出各类安全隐患３１２处，整改３０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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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率９８７２％；下达整改指令８０份。安全事故各项
指标严格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范围内，未发生安全死

亡事故。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启动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１８２项，总投资６００多万
元，耗用水泥１６００余吨、钢材３００余吨。９月１７日，
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建设。全年修建生产用水

池 １６１口，新增蓄水量２３万立方米。修建三面光沟
渠２条，总长 １６千米。改田改土２３万余平方米，浆
砌石方２６００余立方米、混凝土方１８００立方米，开挖
土石方２０８万立方米。完成水土治理面积４５平方千
米。新建饮水工程 ４个，铺设管道 ８万余米，解决
２６００余人的饮水困难。

【新村建设】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大水井村新村聚居
点基本建成，１号安置点安置入住村民２９０余户，便民
服务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公共设施建筑面积和商业设

施建筑面积超过２万平方米。新庄村宴府安置点和
梨树苑自建房安置点２号楼主体工程基本完工，１号
楼完成边坡挖掘工程，正在修筑挡墙。格里坪村田家

湾新村一期工程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开工建设，至２０１２年
末主体工程完工；二期于６月２５日开工，年末完成场
平、挡墙等工程。格里坪村金沙滩新村建设方案通过

区评审，经比选已确定地勘、设计单位，正开展红线范

围内征地拆迁工作。庄上村新村建设项目全年投资

约１３３１万元，至年末，花卉基地建成温室大棚４个，
太阳沐歌酒店项目完成地基浇筑，村道连接线项目完

成水稳层施工，提灌工程一级提灌站建成投入使用，

二级提灌站完成泵房建设，新村住房建设进入招投标

程序。新庄村老村子新村聚居点和格里坪村野猪塘

聚居点均完成设计方案。

【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标准化建设】　 ２０１２年６月，
格里坪镇投入２０余万元，利用２００平方米临街门面对
便民服务中心进行升级改造，８月１０日竣工投入运
行。该中心建有计算机三级联网系统，服务大厅配有

ＬＥＤ显示屏１块和监控摄像头２个，设党建、劳动保
障、人口与健康、困难帮扶、经济服务、信访与投诉６
个开放式服务窗口。至年末，办理咨询业务６２项，受
理办结申请业务４４２４件。同时完成金林、龙泉、４２４、
龙洞４个社区和大水井、格里坪、经堂、金家、庄上、滥

坝、大麦地、苦荞、竹林坡９个村便民服务大厅标准化
建设，安装有电子政务全国试点配发的设备设施，工

作人员均通过便民服务业务通用软件系统的培训，实

现与区政务中心、镇便民服务中心各业务窗口的三级

联网。

【抗旱防洪蓄水】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遭受连年干旱，
受灾面积１３７９３３万平方米（农作物１７９３３万平方
米、经济作物１２００万平方米），４０５０余人、４８００余头
牲畜饮水困难。争取抗旱资金２５０余万元，修建提灌
站６处，新增提水能力 ２５万立方米，改善灌溉面积
２８０余万平方米；凿深井３口，整治泉眼８个，修建抗
旱水池１６１口。及时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水田改旱
地４０余万平方米，试种旱稻３万平方米。成立用水协
会４个，提倡节约用。为村民送水８０车 ６００余立方
米，解决１２００余人的生活饮水困难。４月布置防洪
安全检查工作，制订防洪运行方案及工程应急预案，

主要防洪工程落实专人负责。５月３０日前全部排除
安全隐患。全镇建立雨量监测点２７个。全年降雨量
不足６５０余毫米。全年梅子箐水库蓄水１５０万立方
米，龙洞水库蓄水１６万立方米，山平塘蓄水２８５万立
方米，微型水利设施蓄水 ２８５立方米：蓄水总量
２２４５万立方米，比上年多蓄水８９５万立方米。

【落实惠农政策】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落实各项惠农
政策，兑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９０万元，兑现面
积２７０５２万平方米退耕还林政策性补助５０７２万元，
“五保”老人补助３１７万元。家电下乡补贴汽车摩托
车７８辆４６万元。大力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水稻参
保２５６１万平方米，玉米参保４２４３８万平方米，林木
参保３８１２０５万平方米，能繁殖母猪参保２３８头，生猪
参保７１３０头。

【农技培训】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举办种植养殖科技
培训２０次，参培５０５０人次。印发水稻、玉米、芒果、
山药、蒰柑、花椒等作物病虫害防治及栽培管理技术

资料５０００余份。农技“１１０”服务到田间，在金家村举
办田间试验班，邀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专家指导试

验。对全镇３０余户科技示范户进行实地指导１０余
次，集中培训５次。庄上村、金家村建立６６７万平方
米优质晚熟芒果示范基地，培养科技示范户１０户，带
动２村６６６７万平方米芒果种植，并通过市、区科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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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查验收，顺利结题。在格里坪村建立３３３万平
方米野生山药种植示范基地，培养山药种植示范户１０
户，带动周边２万平方米山药种植。大麦地村培养林
下生态鸡养殖示范户 ８户，带动全村农户生态鸡养
殖。与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攀枝花市中心分校

联合开办的为期三年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顺利完

成第二期培训，培训１００人。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落实攀枝
花市“五创联动”和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活

动要求，认真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制，在制度建设、人员管理、

整治成效等方面取得新进展，镇容镇貌进一步改善。

全年保洁员出勤１６２８０个工作日，清扫公共场所、主
干公路、人行道及背街小巷１５００万平方米、乡村公路
及便道３０６万米、楼道１８万平方米，疏理乡村公路
边沟１３８万米、水沟１４万米，捡拾有色垃圾７９吨，
清除小广告１３００条，铲除杂草４５０堆，整治卫生死角
４８０处，清运生活垃圾３６００吨，纠正省道３１０线格里
坪镇段机动车乱停乱放及占道违章行为２３８起，督察
“门前五包”２１７户，纠正坐商３２０人次。滥坝村、大麦
地村、竹林坡村被纳入“五十百千环境优美示范工程”

示范村改造范围。全年村庄清洁度大于６５％，农房立
面基本保持整洁，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３５％以上，农
户卫生厕所改造率达到７０％，村内道路硬化率达到
７０％。开展文明劝导活动１２０次。村民对城乡环境
综合治理工作知晓率１００％，满意率达到８０％以上。

【环境污染专项整治】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坚持突出
重点、查处并重和“三抓”（抓典型、抓纠正、抓查处）

原则，认真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专项行动。全

年出动执法人员１１８人次、车辆３５台次，关停金家村
一、四社堆场货场１０余家，关停污染企业８家，取缔排
污企业４家，４家洗煤企业正迁入格里坪工业园区洗
煤集中区；关闭格里坪村一、四、六社堆场货场１６家，
关闭小型球磨洗选企业３家；取缔清乌复线至凉风坳
隧道口以东１１个堆场、８个货场、４家球磨洗选企业。
环保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明

显提高。

【综治维稳】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继续深化“平安格里
坪”建设，不断创新社会化管理，为“三个文明”建设与

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环境。全年投入综治工作经

费４２万元。出动宣传车３６台次，书写标语５６４条，散
发宣传资料１５万份，展出宣传画２４０幅，街头法律咨
询４６次。接收来信 ２９件，回复 ２８件，回复率
９６５５％；接待来访人员 ４７０人次。查出不稳定因素
３１起，化解 ２４起，化解率 ７７４１％。调解民间纠纷
１３３起，调解成功１２４起，调解成功率９３２％。清理出
租屋在册流动人口２９０户２３７６人，其中企业务工人
员５２１人。清理吸毒、“法轮功”邪教人员６８人。劝
返“三无”闲散人员５９人次。接收并帮教刑释解教人
员９人，其中刑满释放人员２人，假释３人，监外执行
２人，缓刑２人，帮教率１００％。发生治安案件４６７起，
查处４５４起，查处率９７２％；发生刑事案件９９起，破
案８５起，破案率８５９％。截至１２月底，全镇先后评
选“平安社区”４个、“平安村”１０个、“平安户”
８０１０户。

【社会保障】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办理就业失业登记
１３０６人次，发放就业失业登记证６４５本；办理用工单
位登记１４家，办理失业登记１３５５人，办理就业登记
６７６人。全年新增就业７４３人；下岗失业人员和失地
无业农民再就业１２３人，其中帮助就业困难对象再就
业５０人，完成目标任务的１００％：城镇登记失业率控
制在０６％以内。发放５７人市级社保补贴２２９９７１４
元，发放１０１人区级社保补贴３６４７３９０７元。申报农
村养老保险１２２５人次，依托金保网发放农村养老保
险存折１２１０人次。累计接收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金
人员 １０２０人，接收率 １００％。办理城镇居民医保
２７０８人、新农合８３０３人，参保金额７７１４６２元，参保
率９６％。

【低保救助优抚】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有城市低保
３０１７户次４７０２人次，发放低保金１３０１８１６元；有农
村低保户１２２１户次 １８５４人次，发放低保金４５８０５０
元。城市医疗救助７２人次，发放救助金１２０３３９元；
农村医疗救助９７人次，发放救助金１５８６７９元。发放
冬季救济粮２１２万千克，发放冬春救助金１５万元：救
助４２８人。因灾因病造成１４人生活困难，发放临时救
助金１１７万元。资助 ２０名贫困大学生 ２３４万元。
在格里坪镇敬老院集中供养２３名“五保”人员，每人
每月生活费补助４１２元，每人各添置夏装冬装１套。

发放２９３名８０～８９岁老人高龄津贴１６９０５０元，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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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名９０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３２４万元。发放１５名
现役军人优抚金１３７６４０元，发放一等伤残军人罗阳
春的抚恤金和生活、医疗护理等费用８０４５元。走访
慰问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各 １人，送慰问金各
２００元。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０１２年，格里坪镇有计划生育
协会１５个，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协会 １７个，会员 ５９２
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以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

口素质为中心，夯实基础，健全机制，明确责任，强化

措施。聘请社区村计生信息员２２名，“１２３５６”计生热
线电话保持２４小时畅通。开办婚育学习班２期，２００
余人次参加学习；开办药具培训班 ２期，３６人参培。

投入资金７１３３５元，免费技术服务２９０例，“二查一
检”（查血糖、查血压，妇检）４３７２人次。清理流动人
口２０余次３０００余人次，发放避孕安全套６万余只、
避孕药品４０００片。３９９１人科学选择适合自身生理
特点的节育措施，综合避孕率８２％。全年申报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１３１３户，奖励资金６１４７０元。农村新增
计划生育奖励扶助２人，特别奖励扶助４人。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全镇 ＰＩＰ系统管理人
口２２００８人。其中：育龄妇女４８４１人，占总人口的
２２％；婚育妇女４３７３人，占总人口的１９８７％。全镇
出生２２５人（一孩１６８人，二孩５３人，多孩４人），出生
率１０３２‰；死亡 １３５人（婴儿死亡 ０人），死亡率
６１９‰：人口自然增长率４１３‰。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涉农补贴类资金使用情况
　表２

资金名称
资金总额

（万元）

当年实际发放资金

（万元）

收益农户

（户）

受益人

（人次）

农资综合补贴 ８９ ８９ ３３５１ １１０００

农作物良种补贴 ７ ７ ２４９７ １１０００

退耕还林现金补助现金 ５１ ５１ ２２７６ ６９００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 １５ １５ ２２７ ６２０

农村医疗救助 １６ １６ ９７ ９７

城市医疗救助 １２ １２ ７２ ７２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７ ７ １ １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 ２ ２ １ １

农村生活最低保障 ７０ ７０ １２２１ １８５４

城市低保补助资金 １７５ １７５ ３０１７ ４７０２

汽车摩托车下乡补贴资金 ５ ５ ７８ ７８

粮食直补资金 ５ ５ ３３５１ １１０００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费 ６ ６ １３１０ ２１００

合　计 ４６０ ４６０ 　　 １７４９９户次 ４９４２５

（王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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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我国各地陆续发生了大量恶性群体性
事件，较重的有：２００８年贵州瓮安事件、２００８年云南
孟连事件、２００９年湖北石首事件，２０１２年四川什邡事
件、江苏启东事件等。一起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

生，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不得

不引起我们对新时期西区群众工作的重新思考和

认识。

一、群众工作概述

（一）什么是群众工作

所谓群众工作，是指党群专业工作人员或党务专

业工作人员，依据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历史的根本动

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了完成党组织或单位日常

工作的某方面目的要求，在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和规

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的宣传、发动、教育和组

织、管理人民群众共同开展完成某方面目的的工作，

或在法律法规、政策条例和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

开展维护群众各种权益、组织开展各种有益于群众身

心健康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等工作的总称。

（二）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意义

１．群众工作是我们党制胜的法宝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是我党的群众路线，它是一条实现党的政

治任务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根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

方法。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共产党之所以强大，就是

因为同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什么时候我们

同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赢得了民心，我们的

事业就能取得成功，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人民群众，

丧失了民心，我们的事业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失败。

但民心不是想要就会有的，它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

行动赢得的，它是执政党和政府用炽热的心换来的。

我们的群众工作，其实质就是争取民心。我们党的根

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贯彻群众

路线，才能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得

到实现。离开了群众路线这个基础和保证，离开了人

民群众的自觉和自动，党的这些路线就成为了无源之

水、无根之木，党的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党的执政基础

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２．群众工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是每

个历史时期的普通民众，他们既创造了那个时期的物

质财富，也创造了那个时期的精神财富，而且还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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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人民群众的

人心向背是社会发展中始终起作用的因素。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群众的

智慧和创造力是我们事业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３０
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广大群众的无穷智

慧和冲天干劲。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

关键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否顺利进

行，关键看能不能及时解决那些已经碰到的或即将碰

到的复杂问题和矛盾。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我们信

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

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３．群众工作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只有当广大群

众关心稳定，珍惜稳定，并为稳定积极努力时，社会的

稳定才能真正实现，并得以持久。因此，在稳定问题

上，我们必须把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身上，

积极化解群众中间的问题和矛盾，安定民心。改革开

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是比较满意

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少意见。比如

环境污染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土地拆迁问题、部分官

员的腐败问题，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这些问题和矛

盾，都是引起不稳定的因素。对群众广为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群众工作，及时加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

问题和矛盾，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讲清道理，取得

群众的谅解。事实上，稳定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根本

利益，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群众未来的美好

生活。上下的认识一致了，大家就会和衷共济，共同

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

４．群众工作是领导干部自身成长的阶梯
一方面，做群众工作，是提高领导干部能力的重

要途径，群众工作做好了，领导干部的组织领导能力

就得到了提高。从本质上讲，我们领导干部的所有工

作，都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都应以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为基础。群众工作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领导

干部要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和领导能力，就必须在做

群众工作上狠下功夫，否则很难达到目的。无数优秀

干部的成长经验表明，一个领导干部只有深入群众，

把工作重点、主要精力放在群众身上，才能找到施展

其聪明才智的广阔舞台，才能真正积累工作经验，经

受锻炼，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做好了群众工作，有

利于领导干部树立起良好的作风。官僚主义是领导

干部健康成长的大敌，也是领导干部最容易犯的毛

病。学会做群众工作，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

中，是领导干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改善同群众关系

的重要途径。西区“８·２９”事故就很好地锻炼了我们
的干部，给领导干部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途径。

二、新时期西区群众工作的现状

当前，西区群众工作基本情况是：辖区不稳定因

素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速、

主体多元、内容复杂和形式多样等态势。西区 ２００５
年到２０１０年的信访工作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全区
信访总量呈“∩”，在２００８年达到高峰。而且这些年
的信访总量一直处于高位，群众工作面临巨大的压

力。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利益诉求凸显，成为不稳定主因

利益诉求是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根本原因。随着

改革发展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利益主

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由经济物质利益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大量

涌现。群众各类诉求的现状表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的各种矛盾，往往是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诉求引

起的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已经成为引发人民内部矛

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影响西区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

因素。

（二）多种诉求交织，维稳压力增大

影响西区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企业改

制问题。主要涉及市属企业、区属企业和攀煤沿江改

制企业三个层面的问题。在国有企业方面，西区是全

市国有企业非常集中的区（县），共有改制企业２０家，
涉及人员１６万余人，虽然改制已经完成，但仍遗留
了大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争议、住房安置、生产经

营、社会保险和社区管理等方面，特别突出的是大地

水泥厂、通力公司、广厦公司等企业。二是征地补偿

问题。随着西区“三个集中”战略的推进，大量农业用

地将转为非农业用地，失地农民逐步增多。２００３年以
来，全区共征地５９５４７万平方米，失地农民有３０００
多人，当前主要有拆迁安置、社会保险和环境污染等

问题。三是沉陷治理问题。西区采煤沉陷区主要分

为攀煤安置区和城市安置区，共涉及１９２００户４９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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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着资源的减少，开采力度的加大，煤炭采空沉

陷区影响面逐年扩大。加上私挖滥采和超层越界开

采等问题，特别是受“８·３０”地震的影响，Ｃ、Ｄ级危房
户逐年增加，安全隐患非常突出。四是环境污染问

题。西区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区，环境污染问题严

重，环保压力很大。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有效措施，并通过“创卫”“创模”和城乡综合整治

等工作，空气质量优良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但环境形

势仍然十分严峻。随着群众环境意识的增强，环保方

面的诉求也增多，主要体现在扬尘、噪声、水源污染等

问题。比较突出的是龙洞片区污染，这个片区涉及居

民１１００余户３０００余人。五是相关纠纷问题。房产
纠纷、医患纠纷、水源纠纷和道路交通纠纷等多种问

题交织，形成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六是涉法涉诉问

题。长期以来，累积了一定量的涉法涉诉和特殊个案

问题，主要表现为诉求过高或没有正当诉求，有的精

神偏执，形成了“钉子案”和“骨头案”。

（三）表现形式过激，负面影响突出

不稳定因素往往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西区群体

性事件呈现多发性、组织性、规模性、暴力性、择机性

和艰巨性等特点，对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连锁

的负面影响。各类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增多、涉及面

广，已经成为影响西区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发

生群体性事件，直接原因主要是企业改制、城市拆迁、

农村征地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发的。政策因素也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某些部门的

个别政策不稳定、不连续、不合理，导致特定群体持续

上访。部分群众为了引起重视、尽快解决问题，以极

端方式上访请愿，以过激行为制造影响，以违法形式

表达诉求，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四）责任落实不够，处置手段滞后

西区群众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仍然存

在着与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

要表现为“三个不适应”。一是工作责任不适应。一

些部门和单位对维稳工作还不够重视，没有认真的树

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观念，维稳

工作的主体责任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有时出现推诿

扯皮、不服从指挥而贻误工作。二是工作方式不适

应。当前涉稳问题大部分涉及经济利益，牵扯群众较

多，刚性表现突出，历史沉淀较长，解决难度较大，而

一些干部工作中往往沿用传统思维方式、工作模式，

习惯用行政手段开展工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市场经

济中出现的问题，往往事倍功半，维稳处于被动地位。

三是基层组织的不适应。一些部门和单位没有很好

的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发现、化解和控

制矛盾的能力较弱，往往本该由基层化解的矛盾，由

于没有得到及时化解，从而演变成越级上访和重信

重访。

目前西区群众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难度不

小。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踏踏实实做

好群众工作，意义重大。

　　三、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
实，推动西区群众工作新发展

　　（一）思想大解放，创新群众工作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首

先要努力解放思想，创新工作理念，实现群众工作理

念科学化。第一，强化服务意识。党与群众之间客观

上存在着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这种领导是带领和

引导，而不是强迫命令。党的领导作用能否充分发

挥，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能否以有效的全方位服务来赢

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摆正与群

众的关系，把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自

觉地服务人民群众，是一种高境界的服务意识，是纯

粹党性、高尚人性的崇高体现。勿以善小而不为，“天

大之事作于细”，要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群众无小

事。在日常的利益协调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中，要保

障公民基本权益、维护社会公正。要真正关心群众，

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抓改革、促发展，特别要

重点关注那些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乡贫困人

口等困难群体，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切实安排好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第二，强化民主法治意识。新形势

下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坚决依法办事，

反对“代民作主”、越俎代庖等行为。党员干部要认真

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牢固树立民主法治理念，增强

民主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

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第三，强化

改革创新意识。党员干部要有世界眼光和开放思维，

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某些政党开展民众工作、处理党群

关系的先进理念，重视总结我党群众工作的新鲜经

验，探索适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新

路子。第四，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理念。要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就是保持稳定的发展

环境和社会环境；发展，就是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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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度。稳定是基础，只有稳定，才能更好地推进改

革和发展；发展是目的，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持

久、牢固的稳定。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求，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作风大转变，坚决为群众谋利益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

护与支持，就是因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纷繁复杂的新

形势下，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实际

行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此，要特别重视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办好顺民意、解民忧、

惠民生的实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把思想政治

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

难，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中解开群众的思想疙

瘩。作为全市的能源基地和污染重地，西区必须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全力推进环境综合

整治三年攻坚，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的方针，着力推进全区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为西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市打造阳光

花城、宜居宜业城市作出贡献。

（三）工作大落实，创新群众工作方法

党要成功开展群众工作，不仅需要坚定的群众立

场、先进的工作理念，还要有恰当、正确的方式方法。我

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

“领导工作不仅要解决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

方法。”邓小平十分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一定要

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从实际的工作情况来看，有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

方法，对于我们事业的成败、工作的好坏关系极大。有

些领导干部，人是好人，心也是好心，热情很高，劲头很

足，诚心诚意想把工作做好。可是，往往是心也操了，劲

也费了，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是其中往往跟其工作方法有直接的关系。

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法是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

增强群众工作实效性和针对性的迫切要求。领导干

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密

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实际问题。改变行政命令或行

政管理的粗糙的强制性方法，综合运用说服教育、示

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多种方法，以民主、法制的手段

为主解决群众问题；坚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把依然

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与应运而生的新方法结合起来，

推动群众工作从过多依靠单位集中到主要面向社会

分散，从单一、平面到多样、立体展开，从重点推进到

全面覆盖的根本转变；充分运用高科技手段开辟新渠

道，如通过互联网留言板、“９６１９６”热线电话、市民论
坛等，及时了解群众意见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电视、

广播等大众传媒，特别是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管理

和利用，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宣传、教育群众中的积极

作用。

（四）机制大创新，强化群众工作保障

机制创新，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关键，也

是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保证。第一，健全群众参与机

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吸引群众参与党政

工作的决策和管理，保证党政工作的科学化。第二，

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主要是建立健全各项民主

制度，丰富民主形式，疏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创新

群众利益表达载体，保证群众意志和愿望能够通畅的

表达。第三，健全矛盾排查机制。针对新形势下的人

民内部矛盾呈现出的多发性、复杂性和局部尖锐性的

特征，采取多种形式，经常性地进行矛盾排查和摸底

工作。对于倾向性的苗头问题，要做到早知情、早反

映、早处理。第四，健全群众工作考评机制。要通过

健全考评制度，明确考评标准、扩大考评主体、严格考

评程序、引入科学考评方法等，保证群众考评工作的

客观性。要加强督察，强化责任追究，把做好群众工

作作为党员干部的重大政治责任，作为绩效考核的重

要内容，作为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保证群众工

作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五）学习大加强，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一是通过理论学习不断提升干部素质。主要是

结合学型党组织建设，加强学习，学深学透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学习市场经济

知识、法律知识、文化科学知识。重点是要掌握矛盾

运动的普遍规律，保持敏锐的政治敏感性，善于见微

知著，从一般现象中发现苗头，洞察其本质，不断提高

预见和发现矛盾的准确性，做到未雨绸缪。二是通过

实践学习增强干部工作能力。能力是一个积累的过

程。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关键是在实践中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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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实践中长才干。做好群众工作必须真正了解群

众，不能一知半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

到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同那里的

干部和群众一道，认真倾听他们的呼声，让他们“诉诉

苦”“吐吐怨”，把掏心窝子的话说给你听，这样，才能

了解群众之所思、所想、所盼、所怨，有的放矢，才能打

开工作局面。特别是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时，不能退

缩，更不能逃避，要把它当成锻炼成长的机会。主要

领导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科学应对，靠前指挥，对

定性准确的群体性事件，果敢决断，及时有效平息事

态；对涉及面广、问题复杂、难以定性的群体性事件，

及时召集相关部门领导，邀请社会有识之士进行集体

会商，倾听意见，寻求良策，在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学

习专家分析问题的思路和处理问题的技巧，提高灵活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做好群众工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摆在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必须研究新特点，把握新规律，探索新途径，创造

新办法，切实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才能真正推动地

方群众工作的发展，为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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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面对国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新
形势，面对区域经济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区委区政

府在清醒认识长期制约西区发展的“一对矛盾、三大

问题”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创新

发展模式，提出了“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坚定不移地

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向江北

集中战略，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进程，有效提升了“两化”互动、“三化”联动的

水平，走出了一条具有西区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保

持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势头。

“三个集中”，

着力破解经济社会发展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西区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定

的工业基础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区上下以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的胆识，走出了一条以工业经济为主导、

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子。与此同时，西区也比其他

地方更早地遇到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传统发展模

式调整升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产业分散布局，严重制约了新型工业化发

展。西区因矿而生，先有企业，后有城市。在建区以

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全区发展都遵循三线建设

“先建厂、后建设，先生产、后生活”的指导方针，城市

工业用地和生产配套设施基本按照“近资源、大分散、

小集中”的原则进行布局。随着生产规模和人口规模

的不断扩大，工矿厂区与城市生活设施犬牙交错，用

地混杂、相互干扰等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环境污染问

题形势严峻，同时，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随

着２００４年攀枝花市被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为全国十大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西区作为全市环境污染

最严重、环保问题最突出的县（区）被推到了风口浪

尖。面对残酷的现实，西区坚定“不要带血的 ＧＤＰ”
“宁愿经济发展放缓一点，也要把环保工作搞上去”的

工作理念，以壮士断腕之气魄全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

中战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关闭污染企业、

淘汰落后产能和推进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中

已经成为西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土地分散经营，严重制约了“三化”联动水

平。攀枝花市是一座典型的资源依托型重工业城市，

西区作为攀枝花市的煤炭及煤化工、钢铁、能源、建材

基地和全市幅员面积最小的区（县），“大工业、小农

业”的产业格局尤为明显，农业总产值对 ＧＤ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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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限，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很大，同时，传统的以家

庭耕种经营为单位的小农业很难发挥土地要素的资

源效益。另一方面，西区辖区面积狭小，用地指标有

限，工业、城镇发展用地矛盾十分突出。面对种种矛

盾，加快“农民向城镇集中”，进一步推动土地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充分发挥土地的资源优势和资本优势，

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破解“三化联动”、产城一体

水平不高难题的突破口。

———人口分散居住，严重制约了新型城镇化进

程。由于特殊发展历史和产业结构等原因，全区逐渐

形成了市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江北居住区与城市

基础设施、生活配套设施严重缺失的江南攀煤片区并

存的局面。随着煤炭资源的日渐枯竭，江南片区棚户

区居民民生压力、采空沉陷区安全隐患以及社会转型

期矛盾纷繁交织等问题不断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区

委区政府科学地提出了“居住向江北集中”发展战略，

通过合理调整空间布局和有效集中人口，一方面能够

积极化解江南片区的民生问题，并通过移民搬迁实现

对工矿废弃土地的生态和植被恢复以及复垦利用，另

一方面，将有效推动主城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切实提升城市对产业的支撑和承载能力，带动城市经

济发展。

面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所带来的重重压力，西

区紧密结合区况区情，进一步研究创新发展举措，在

区委八届七次全委会上响亮地提出了“推进工业向园

区集中、着力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加

快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居住向江北集中、全面改善人

居环境”的“三个集中”战略部署，开辟出一条符合西

区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回答了西区如何发展、怎样

发展等历史性课题，这充分展现了西区党政领导班子

急流勇进、斩关夺隘的豪迈气概和团结协作、敢为人

先的务实进取精神。

通过几年来的探索实践，西区城乡面貌焕然一

新，区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大幅提升，城市综

合竞争力极大增强。２０１２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８２亿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２８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４９２１４元，是 ２００６年的 ３１倍；地方财政收入完成
２８亿元，是２００６年的３２９倍；五年来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完成１４９７亿元，是前五年的３７倍；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１８１３７元、
８２８０元，分别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９倍和１７６倍。空气环

境质量达标率是２００６年的３３倍，五年来万元 ＧＤＰ
综合能耗累计下降２８８８％。

工业向园区集中，打响加快发展攻坚战

工业聚集发展对于有效拓展产业和城镇发展空

间、迅速解决城市居住区环境问题，以及充分发挥园

区载体作用、凸显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具有非常重大而

现实的意义。通过深入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战略，西

区已基本形成了“工业加快向园区集聚，园区产城一

体纽带作用不断凸显，规模经济持续壮大”的良好局

面。一是产业布局优化成效显著。对江北片区散小

乱的２０余家洗煤企业以及高污染企业和其他工业企
业分别实施关闭整合，淘汰或搬迁入园，经过几年的

努力，共关闭落后产能企业３７家，技改搬迁１１家，减
少企业产值５０亿元，减少税收约３５亿元，有效降低
了企业污染排放，极大地改善了清香坪、河石坝和河

门口等片区的环境质量，２０１２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７５０７％，二氧化硫浓度均值控制在每立方米０１０４毫
克以内，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０１０８毫
克以内，均创近年来最佳水平。二是园区载体功能不

断加强。２０１１年，格里坪工业园区进入“１５２５工程”，
成为全省成长型特色产业园区，完成销售收入１２０９
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７６％，实现“百亿园区”目标。园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北线道路已于４月底竣工通车，
北线道路次干路１号支线将于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
３１０省道与翰通连接线、北线干道与煤焦油项目连接
线、格庄路、田华路、园区与丽攀高速出口连接线前期

设计加快推进。园区电力供应条件得以有首效改善，

马上坪２２０千伏输变电站已基本竣工，龙洞１１０千伏
输变电站预计年内竣工，格清线１７号杆线路延伸新
建工程已建成并实现通电，目前园区水、电、路、通信

网基本形成。三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随着４０
万吨煤焦油等重大项目入驻格里坪工业园区，西区将

拥有全国最大的单套焦油加工装置和西南地区最大

的煤焦油加工企业，在延伸煤及煤化工产业链、培育

产业集群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同时，攀创煤基还原

铸造铁、攀钢起重机厂技改扩容等项目进展顺利，有

力推动了西区产业由采洗煤向特色煤化工、钒钛钢铁

机械深加工为主导的转型升级。四是工业规模化效

益日益凸显。翰通捣固焦、华益能源 ＬＮＧ（液化天然
气）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顺利推进，金沙水电站开工

建设，马上坪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基本竣工，紫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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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综合利用项目顺利入驻。全区６３户地方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５１４２亿元，同比增
长３８６％；完成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５２３６亿
元，增速达２７２％，增加值在全市各县（区）排名第一。

农民向城镇集中，唱响统筹发展主旋律

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方面为城镇聚集人气、创造

商机，为二、三产业发展腾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有

利于土地集约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

增收。按照以上思路，西区将农民向城镇集中作为

“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一主三化三加

强”的核心内容，以及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进行定位。几年来，西区在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

实施统筹城乡和新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统

筹城乡发展取得初步成效。目前，完成《攀枝花市西

区格里坪镇发展综合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西区格里
坪镇新村建设总体规划》编制，基本完成金沙滩新村

等规划编制 ６个，庄上村新农村示范片打造初具成
效，大水井村等７个村社进入全省“五十百千示范工
程”，“春风示范村”创建活动全面启动，格里坪镇在全

市率先实现村社环境卫生管理全覆盖，格里坪田家湾

等新村聚居点建设进展顺利。二是土地要素资本优

势充分发挥。通过引导农民集中居住，推进迁村进

城，使农村变成社区、农民变成市民，在格里坪村、经

堂村、金家村等地为格里坪工业园区整合和置换出了

连片的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为推进工业化和城乡一

体化提供了用地保障。目前，已正式启动庄上村土地

增减挂钩试点申报，积极探索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的有序流转、高效利用。三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

加快。苏铁山药、虎泉蒰柑、鸡等特色种养殖规

模不断扩大，产品产销两旺，市场前景广阔，农民收入

明显提升。２０１１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９１７６元，同
比增长２１９％，达历史最高水平。

居住向江北集中，奏响民本西区最强音

由于历史原因，西区有大量的居民一直居住和生

活在棚户区和攀煤采空沉陷区。改善人居环境，已成

为矿区职工和辖区居民最迫切的愿望。推进居住向

江北集中、全面改善人居环境，是西区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围绕这一目标，西区加快推

进居住向江北集中战略，从２００９年起，江南１９０００余
户６万余人将逐渐搬入江北片区，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江

北片区新增家庭达９０００余户３万余人。其中：格里
坪片区约３０００户，动力站片区约１７００户，河门口片
区约１７００户，清香坪片区约３０００户。一是重点抓好
城市建设规划，城市布局更加合理。突出规划的龙头

作用，根据产业集群、人口集聚、居住集中以及金沙江

沿江景观打造等因素，按照“高起点规划引领高水平

发展”的理念，先后聘请上海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等一流规划机构，充分考虑工业发展要求，从完善配

套设施、增强承载功能入手，多规衔接，突出抓好西区

主城区、格里坪镇小城镇和格里坪工业园区规划，基

本完成《攀枝花市西区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规划》

编制、《西区清香坪、大水井片区控制详细规划修编》、

启动西区清香坪“文化岛”项目方案设计，完成《四川

攀枝花格里坪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在规

划中注重以阳光运动休闲为主题，融入“阳光”“鲜

花”“苏铁”“泉水”等元素，突出“融山显水”的城市风

貌，展示西区城市特色。二是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功能不断完善。为顺利确保在短时间内成功

安置接纳江南片区搬迁移民，西区以完善城市服务功

能、增强城市承载力为目标，不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成效显著。新建瑞云农贸市场和政务中心停车

场，完成格里坪片区天然气管道铺设。配合攀煤大力

实施企业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区域的征地拆迁、规划

编制、社区配套、学校建设等一系列社会性事务服务

工作。完成清香坪中小学、蓝湖幼儿园等教育基础设

施和瑞云农贸市场等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加强辖区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实现了城区卫生服务全覆

盖。三是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走在

省、市前列。多方筹措资金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采

空沉陷区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截至

２０１２年，即将完成３１０４户城市棚户区保障性住房建
设任务，其中建成２０７８户，货币安置４７６户，在建５５０
户，积极沟通协调攀煤公司１２６４１户工矿棚户区改造
任务；完成河门口４５２套廉租住房建设，完成１７９０户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工作，开工建设清香坪廉租住

房４０８套；协调攀煤公司实施改造２００套公共租赁房。
四是着力凸显聚集效应，三产经济协调发展。工业布

局和人口的聚集直接带动了服务商贸业、房地产业等

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拉动了消费市场，提升了城市人

气指数。旅游接待水平不断提高，金沙来大酒店荣获

“省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店”及“攀枝花十佳商务

宾馆”称号，西城佳园宾馆等通过三星级初评。“阳光

·７９２·



!"#$%&%'()%&*+,' !"#$%&&'

!"#$%&'(

()*+

亲水节”“美食节”“长江漂流节”等活动成功举办，引

进北京华联、国美电器等知名品牌，城市经济活力显

著增强。

实施“三个集中”发展战略是一项复杂性、艰巨

性、长期性的系统工程。西区在大胆探索、积极试点

和深入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过程中仍然存在一

定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认识不统一，执行政策不

到位。一些干部没有很好地理解和领会“三个集中”

发展战略的精神实质，工作缺乏创新性和超前性，一

些部门受短期和局部利益驱使，不严格按政策办事，

服务跟不上，部分农民存在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等小

农意识，不愿离土离乡，不愿尝试新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导致部分政策执行较难。财政收入低，财政

收支矛盾突出。全面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在短

时间内极大增加了区级财政在城镇配套服务设施、园

区基础设施以及民生工程等领域的刚性支出，因此，

西区财政收入偏低，收支矛盾突出，财政增收支撑不

足的矛盾不断凸显。

面对问题和困难，西区不退缩、不躲闪，勇于化压

力为动力，进一步坚定科学发展信心，明确科学发展

思路，众志成城，矢志不渝，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

战略，以百折不挠的气概抓好各项工作：

———坚持工业向园区集中发展战略不动摇。继

续坚持工业化主导，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以重

大项目为抓手，以投资拉动为支撑，以园区发展为载

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业化发展，力争用三

到五年时间，将西区打造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煤化工产

业基地。一是立足资源优势，壮大产业体系。进一步

巩固和壮大煤及煤化工的支柱地位，确保翰通捣固

焦、华益能源 ＬＮＧ、铁路物流园区一期等项目尽早竣
工投产，加快建设４０万吨煤焦油、铁路物流园区二期
等项目，全力推进兆丰、金元等洗煤技改项目加快投

产达效。着力突出和壮大钢铁机械深加工、能源和建

材产业的优势地位，攀创煤基还原铸造铁项目一期尽

早竣工，重汽集团汽车销售及改组装项目尽快开工，

龙洞１１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尽早竣工，加快推进枣子坪
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抓住“缅气入攀”的机遇，
发展民用、车用天然气，开展天然气化工产业规划编

制，探索天然气化工利用方案，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积极发展汽车零部件、新型建材、新型煤化工、新能

源、生物和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二是破解要

素制约，强化园区建设。按照“布局集中、产业集聚、

组团发展”的要求，坚持“一园多区”的发展模式，大力

建设洗煤集中区、煤化工产业集中区、钒钛钢铁及机

械制造产业集中区，不断优化园区产业布局，努力为

全区产业发展释放更多的空间。进一步加大格里坪

工业园区的建设力度，着力破解基础设施、生产要素

等制约因素，全面谋求园区大发展，“十二五”末园区

销售收入力争达到３００亿元。加快推进企业入驻园
区，确保清香坪、二砖厂、金家村片区洗煤企业搬迁入

园。鼓励有实力的投资者参与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和

经营，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改造，提升园

区产业集聚能力。积极推进格庄路、马庄路新建和田

华路改扩建项目，加快推进格里坪工业园区北线道路

１号支线、３号连接线项目，抓紧完善园区配套设施建
设，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三是坚持发展方向，推进

循环经济。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加快循环经

济重点项目建设，大力打造循环经济示范园区，构建

循环经济体系，力争在提升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上实现

新突破。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进钒钛炉渣循环利用

一体化，充分发挥煤炭资源和粉煤灰、煤矸石等二次

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延伸煤焦化等产业链，加大焦炉

煤气以及其他工业余热余气的回收利用，实施焦炉煤

气“四厂联网”“三产联动”。不断淘汰落后产能，重

点抓好技术水平和技术装备的升级改造，启动冶金、

化工、建材等行业重组工作，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坚持农民向城镇集中发展战略不放松。紧

紧围绕打造“攀西第一镇”和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先行

区的目标，按照“产业园区化、农村社区化、农民组织

化、保障一体化”的要求，破解瓶颈制约，实行城乡一

体，打造新村亮点，力争用三到五年时间，基本实现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统筹城乡发展上走在全市

前列。一是破除瓶颈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着力破解

农民身份、社会保障、规划建设、土地流转等方面瓶颈

制约，鼓励农民转变身份、集中居住和自主创业，尊重

农民主体地位、农民生产资料和农民意愿，大力推进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建立现代民生保障体系。

积极开展农村产权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更好地

推动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为统筹城乡发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紧紧抓住“攀西第一镇”的打造，

加快新庄村、格里坪村、金沙滩等新村聚居点建设。

加快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依托农村社区，规范集中管理，提升居住质量。

强化“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参与”的投入运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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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深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先行试点区的改革，积极

探索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和高效利用机

制，筑牢新村建设保障体系。二是打造特色农业，推

动产业发展。大力依靠农业科技创新，积极发展现代

循环农业、立体生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积极推动

农业信息化服务、现代农业物流配送服务等三产服务

模式，促进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大力发展精品特

色农业，继续围绕晚熟芒果、蒰柑等特色农产品做文

章，引导农民扩大苏铁山药、鸡等特色种养殖规

模，重点培育庄上村高端花卉苗木和竹林坡、大麦地

村核桃、花椒等一批富有特色的农产品，力争鸡

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认真贯彻强

农惠农政策，切实落实国家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政

策，继续实施科普惠农计划，不断夯实农业农村持续

稳定发展基础。坚持走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结合的

发展道路，高起点规划庄上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发展和

旅游项目，完成庄上村乡村旅游点建设，努力把庄上

农业生态园区建成攀枝花西大门的一颗明珠。继续

壮大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探索组建以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入股的专业公司，对土地统一实施招商经营

和开发。开工建设梅子箐水库改扩建工程，继续推进

农村小水窖建设，加大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力度，

切实提高农村抗旱减灾能力。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工

程，切实解决农村用电难的问题。全面提高农村道路

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基础设施承载能力，提升

公共服务能力。

———坚持居住向江北集中发展战略不懈怠。紧

紧抓住攀枝花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机遇，按照“阳

光花城”的总体构想，遵循“融山显水”的建设理念，进

一步明晰“一个原则、两项重点、三大工程”的城市发

展新思路，即围绕“系统思考，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

体推进”的原则，突出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两个重点，

全力实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经营城市“三大工

程”，高起点、大手笔、快节奏推进我区城市建设，力争

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一是高起点

规划，着力描绘发展新蓝图。按照“高起点规划引领

高水平发展”的理念，加快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编制，完

成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概念性规划、控制性详规和

修建性详规。以“阳光、运动、休闲”为主题，注重塑造

西区的城市特色，着力展示宜居风采，全力推进城市

开发和建设。以苏铁大道为城市发展主轴线，以清香

坪片区为城市发展核心区，突出建设清香坪至河门口

政治文化商贸居住区，加快发展格里坪工业发展集中

区，协调推进陶家渡工矿生产服务保障区，实现三大

片区联动发展，形成“一轴、一核、三区”的城市空间布

局，凸显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生态宜居、精致有序的

城市发展特色。坚持“布局合理”，按照以人为本的原

则配置资源、优化管理，以最大限度、最快速度、最好

服务来满足人的需求；坚持“特色鲜明”，着力做好大

水井“水”和大黑山“山”的文章，打造鲜明的城市风

格；坚持“生态宜居”，做好各类基础设施的完善配套，

着力消除或减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坚持“精致有

序”，注重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强化建筑精品意识，提

升城市魅力、丰富城市内涵。二是高水准建设，倾力

打造精品新城区。按照“政府主导、基础先行、项目带

动、市场运作、滚动发展”的思路，创新城市建设模式，

采取“对外引，向上争，社会集，联合建”等多种方式，

走多元化、多渠道的筹资路子，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投

入撬动城市建设，重点推进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在

新区开发上，强力推进“文化岛”新城和大水井新区的

开发建设，重点打造集文化中心、商务中心、金融中心

和高品质商住区于一体的“文化岛”新城；重点开发集

居住休闲、餐饮娱乐、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大水井新区，

抓住金沙水电站建设的契机，建设大水井至金沙江通

江大道，将大水井新区空间拓展延伸至江边，凸显“融

山显水”的景观特色，实现中心城区在江北片区连片

发展、整体打造、综合开发。在旧城改造上，进一步完

善征地拆迁、土地出让、居民安置、规划建设和资金筹

措等配套措施，为旧城改造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重点推进清香苑、九附二宗地、老法院宗地、大水井供

销社宗地、河门口商场片区和宝鼎商场片区的旧城改

造工作。以完善城市功能为主线，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优先发展城市交通，完成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

沿江快速通道、省道３１０格福段改造和金竹路、格庄
路建设，把西区建成川滇交界处的重要交通枢纽。强

化市政基础设施，主动适应西区城市发展的新要求，

加快建设与城市规模容量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加强城

市供水、防洪、排污、垃圾处理和城乡电网等建设，进

一步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

快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旅游、社区和集贸市场等社

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实施一批功能性项目，提升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三是高效能经营，全力推行管理

新模式。以城市管理信息化为抓手，倡导精细化管

理，推动城市管理水平向高效化、人性化、科学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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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完成

数字化城市管理体系建设，打造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平

台，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坚持管理重心下移和属地

管理，加大网格化监管力度。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长效机制，扩展环卫服务，规范城市道路和公共场地

管理，加大绿地建设管理力度，提升亮化层次，使市容

面貌每年都有新变化，环境质量每年都有新改善，城

市形象每年都有新提升。四是高标准要求，努力提升

人居新环境。加快生态区建设，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整

治三年攻坚，积极实施格里坪、河门口等区域环境污

染综合整治，大力开展面源污染专项整治工程，加强

饮用水源保护。大力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加大对二半

山区、城区视野区、金沙江沿江景观带等区域的生态

涵养和保护力度，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

生态恢复等生态建设工程，力争用五年时间使清香坪

等城市生活区环境质量达全市平均水平，实现省级生

态区建设目标，将西区建设成一个人居环境较好、可

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生态型城区。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新目

标、新挑战和新征程，西区将进一步坚定信心、振奋精

神和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开拓创新，继续纵深推进

“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努力谱写“十二五”发展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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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省上下正大力推进“两化互动”总体战
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并走出具有地方自

身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路子，已成为各地发

展中必须破解的一大课题。与此同时，“因煤而兴”的

攀枝花西区在未来１０余年也将面临煤炭资源枯竭和
煤炭产业链衰退的尴尬局面，因此，积极探索出路、主

动谋求产业转型升级是西区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国家发改委制定了《全国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征求意见稿）》，如果能够
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争取列入规划，找准当前全力

推进“两化”互动发展战略与老工业基地振兴相关政

策的结合点，深挖政策潜力，充分实现以国家老工业

基地优惠政策促进“两化”互动，并以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引领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良好局面，这对正

处于经济转型与结构变革的关键时期的西区来说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我们需要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区情，充分学习借鉴

阜新、辽源和沈阳铁西区的经验和做法，以期实现西

区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西区既属于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区，又是典型的

资源型城区。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过程中，必须要

研究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布局，完善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质，并要重点研究促进城市功能中产

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和经济、环境、文化之间的协调可

持续发展。一要重点解决资源枯竭和接续产业的发

展问题。积极培育新兴产业，突破“原字号产品”，不

断延长现有产业链条，开拓精深加工领域，逐步实现

产业的多元化，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之

路。二要切实解决二、三产业同步发展问题。大力实

施“退二进三”“壮二活三”举措，坚持一手抓做大做

强工业，一手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真正实现二、三

产业比翼双飞，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解决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三要着力解决政策、项目和资

金支持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真正属于真

金白银、直接就能够享受到的很少，实际上多数都是

导向性、倾向性、鼓励性政策，是靠努力争取来的。只

有把西区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具备了享受政策的条

件，再加上积极争取，才能实现与老工业基地振兴政

策的有效对接。四要力求解决发展空间问题。应积

极争取适度区划调整，扩大行政区域管辖面积，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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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引进入驻和城市整体调整改造升级提供空间保障。

一、西区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

攀枝花市西区始建于１９７３年，作为一个典型的
“三线”建设中期、高度计划经济时期应时而生的城

区，在攀枝花市由不毛之地建设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

“百里钢城”的过程中，西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估算，仅在原煤和电力资源方面，辖区累计为全市

及周边省市区县分别输送了约１５亿吨和１６００亿千
瓦时，成为攀枝花开发建设的能源、建材和工矿原材

料供应基地。同时，因老工业发展沉积下来的环境污

染、城市基础设施、住房、就业等问题逐渐暴露，成为

了制约西区发展的绊脚石。

（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因长期发展以原料输出为主的重工业，导致三产

发展滞后，农业逐步弱化，产业结构极不合理。２０１１
年，三次产业比重为０９∶８５６６∶１３４４。二产业中工
业比重过高，而二产业中的重点又是煤炭行业，对煤

炭的依赖度达到７０％左右，产品品种单一，附加值和
科技含量低，产业链短，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小，抗御

风险的能力偏低。同时，全区真正具备自主创新能力

的高新技术企业几乎为零，经济增长的潜力不足。

（二）发展空间严重受限

首先，西区现有行政区域仅１２３平方千米，东西
长约３７７千米，攀煤公司占地就达３８平方千米，地域
十分狭窄，工业用地本来十分有限，再加上火力发电

厂密集的高压线覆盖大量土地达６６６６７万平方米而
不能开发，可供工业发展的土地十分有限。其次，由

于辖区内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多，加之周边区县大量

工业企业在与西区交界处分布，加重了对西区的污

染，使全区环境容量受到严重影响。再次，由于大型

输变电站、骨干输变电线路等输变电基础设施的不

足，导致长期自身用电紧张。第四，由于历史上大量

开采，西区的煤炭资源已近枯竭，按照２０１１年区属煤
炭生产能力９５万吨、保有储量２０００万吨计算，剩余
开采年限仅１０年左右。

（三）改制企业包袱沉重

西区是市属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区（县），现有市

属、区属改制企业２８家，攀煤沿江煤矿资源枯竭政策
性破产企业８家，涉及改制企业职工２８万余人，占全
区总人口１６余万人的１７３％，且多属“４０４５”人员，下
岗失业多，再就业难。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低保

对象占全市低保总数的近三分之一，２０１１年，仅在劳
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人员就有８５２５人，共保障城
市低保对象７６２１８人次，累计发放低保金２０２２万元。
此外，全区棚户区改造和沉陷区治理涉及 １９万户
５３万余人，需要投入资金１８亿元，是攀枝花市最大
的民生工程。

（四）城市建设欠账较多

１９９７年攀枝花城市总体修编前，西区一直按照
“纯工矿区”模式建设，造成西区规划标准低，城市基

础设施严重滞后，公路未成环城网，交通瓶颈依然存

在；城市无供气管网，供水、电力、防洪管网建设极不

配套，部分小区市政设施破烂不堪；城市产业不发达，

高层次的文化、商贸、休闲、体育空间缺乏。建区 ３９
年来，建成区面积仅拓展１２４平方千米，城区人均道
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人均拥有城建资金均排

在全省１８１个区（县）倒数第１位。
（五）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西区集中了全市所有的火力发电厂、大部分煤矿

及煤化工企业、主要的水泥厂以及攀煤、攀钢等污染

重、能耗高的企业，加之周边县（区）大量工业企业在

与西区交界处分布，结构性环境污染压力巨大，西区

堆存的固体废弃物已上亿吨。另外，作为攀枝花市毗

邻云南的西南门户，横贯全区的主要道路承担了大量

原煤、水泥、建材、钢材等原材料及大宗货物出入境运

输任务，长期的超负荷运输使道路破损严重，加重了

沿途抛洒及扬尘污染。２００４年攀枝花市曾被国家环
保总局公布为全国十大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西区作为全市环境污染最严重、环保问题最突出的区

（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六）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从全市地方财政收入来看，西区排名末位，且与

其他县（区）差距越拉越大。２０１１年，西区完成地方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２１２亿元。排名第四的盐边县是
西区的２８９倍，排名第一的东区是西区的２９５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区在教育投入、卫生事

业、就业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所承担的各种社会事

务极其繁重，民生刚性支出十分巨大。仅分离国企社

会职能、改善企业移交学校办学条件就投入资金４４８
亿元；接收攀煤、攀钢、发电公司２２所中小学校，教职
工１５８４人，导致财政供养人口固定支出增加５６００万
元。“十一五”末，西区财政供养人口达到４００８人，五
年间财政供养人口增长了 １７４％。财政基本支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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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末的４１００万元增加到“十一五”末的２２亿
元，增加了１７９亿元，是“十五”末的５倍。“十一五”
期间，西区财政支出高达 １８亿元，收支矛盾十分突
出，并形成近８亿元的债务；“十二五”末，西区地方财
政收入预计完成５亿元，预计支出将达到８亿元，占财
政收入的１６０％，五年间财政缺口高达１５亿元左右。

　　二、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和有利
条件

　　西区经过近４０年的开发建设，尤其是经过“十一
五”的加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更加牢固，发展

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断增强，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奠

定了较好的基础。一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工业

基础。西区依托辖区内煤炭、石灰石等资源优势，已

形成了煤及煤化工、钢铁及机械深加工、电力、建材四

大优势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建立了煤及

煤化工产业体系。２０１１年，全区煤及煤化工产业完成
产值１３８４８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７２８％。二是
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采取关停

并转迁手段，先后淘汰水泥、机焦、小冶炼等落后产能

１７０余万吨、火电２０余万千瓦，关闭落后型企业８０余
家。全力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发展战略，格里坪工业

园区吸附了周边１０００万余吨原煤，形成了６００万吨洗
煤生产能力和２６０万吨焦炭生产能力。２０１１年，完成
销售收入１２０９亿元，实现“百亿园区”目标。三是循
环经济发展模式增强了发展的内生动力。利用丰富

的煤矸石、粉煤灰、高炉渣等二次资源，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２０１１年，全区循环经济工业产值达１３６亿元，
占地方工业总产值比重７１６％。煤矸石发电、固废硫
酸钠生产硫化钠、４０万吨煤焦油等一批循环经济项目
的建设，形成煤—电—冶、煤—电—新型建材等多条

循环经济产业链，园区被命名为省级循环经济示范试

点园区。四是“三个集中”发展战略增添了发展活力。

近年来，西区坚定不移地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

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江北集中、农民向城镇集

中，有效提升了“两化”互动、“三化”联动的水平，走

出了一条具有西区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保持了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势头。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壮大，攀

煤联合焦化、德胜等龙头骨干企业不断做强，聚集效

应迅速扩大，推进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极大

地改善了清香坪等片区的环境质量。近三年来，累计

完成１５万余户城市棚户区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惠

及５万余人，直接带动了商贸业、服务业、房地产业等
其他产业协调发展，城市经济活力显著增强。农村变

成社区、农民变成市民，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农

民收入明显增加。

三、西区老工业基地振兴思路与措施

（一）工作思路

充分高效地利用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相关政

策，以产业升级转型为抓手，以城市空间布局调整和

城市功能完善为突破，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城

市环境治理生态恢复为保障，不断完善促进转型的体

制机制，逐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城市空

间布局和社会保障体系，将西区打造为全省主要的煤

化工中心、川滇交界地区的铁路物流中心和特色现代

农产品基地。

（二）具体措施

实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要突出加快推进三个

转型重点：一是加快产业转型，坚持“两化”互动发展

战略，在夯实煤及煤化工、钢铁机械深加工、电力、建

材四大支柱产业优势地位的同时，以提高资源性产业

附加值为方向，促进下游产品和关联产品的引进和研

发，大力培育以园区为依托的生产性物流业，全力构

筑多元产业支撑体系。二是加快社会转型，坚持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在妥善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础

上，着力建立新的老工业基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切

实强化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层次，为人的生

存和发展构建安居乐业的和谐环境。三是加快环境

转型，纵深推进“三个集中”发展战略，着力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同时，不断淘汰落后产

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全力破解环保难题。

围绕三个转型重点，将着力在以下几方面开展

工作。

１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着力完善壮大产业体系
按照规模化、产业化、精细化、品牌化的思路，大

力发展产业集群和不断延长产业链，着力于做大做强

传统优势产业和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全力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切实增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一

是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以特色煤化工和钒钛钢铁机

械深加工等产业为重点的传统优势产业。全力支持

４０万吨煤焦油、翰通１００万吨焦化、华益能源 ＬＮＧ等
现有特色煤化工重大项目，全力争取更多重大项目落

户西区，着力打造西南地区特色煤化工基地。依托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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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花市钒钛钢铁工业的产业优势，内联外引，培育骨

干企业和优质品牌，着力延长产业链，打造全市钒钛

钢铁机械深加工基地。充分利用煤矸石、粉煤灰等丰

富的二次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打造全国老

工业基地循环经济示范区。要抓住“缅气入攀”的机

遇，探索天然气化工利用方案，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二是培育和扶持以现代物流业和阳光休闲旅游为重

点的特色产业。要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扶持壮大已

建成的年产值１８亿元的天骏汽车交易市场和年产
值９０００万元的川滇林产品交易市场，并力争到２０１５
年，将格里坪物流园区建成为总规模３３３３４万平方
米、年中转交易货物量１０００万吨以上的新型现代物
流园区，着力将现代物流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要加快发展消费三产、现代特色种养殖、生物制药、阳

光休闲旅游等转型替代产业。

２以开发改造为突破，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布局
要充分利用国家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在土地、棚

户区和沉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建设等环节的政策支

持，全面启动城市建设三年攻坚，突出新区开发和旧

城改造两个重点，着力实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经

营城市“三大工程”，高起点、大手笔、快节奏地推进城

市建设，全面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人居西区。一是高起

点规划，描绘发展新蓝图。统筹编制江南片区工矿区

和江北片区主城区城市发展规划，融入“阳光”“鲜

花”“苏铁”“泉水”等元素，展示西区城市特色，同时

确保城镇规划与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的有效衔接。二

是高水准建设，打造精品新城区。抓好新区开发，推

动旧城改造，不断完善供水、供电、防洪等市政基础设

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努力实现拓展

城市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承载力，与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人居

品质的有机统一。三是高效能经营，推行管理新模

式。树立经营城市理念，探索城市管理多元化投入机

制，全面推行城市公共资源市场化运作模式，进一步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３以环保治理为重点，着力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以生态区建设为载体，以环境整治项目为抓手，

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坚决打赢环境污染治理三年攻

坚战，让西区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使人居环境

有一个新的提升。一是强化污染治理，提升环境质

量。全面实施点源、线源、面源三大治理工程，强化交

通沿线道路运输抛撒和汽车尾气专项整治。实施堆

场规范化整治工程，启动重金属污染等综合整治项

目。完成区域环境污染防治规划编制，突出抓好大气

环境治理，加强饮用水水源的保护。狠抓节能工程，

深入开展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六大高

耗能行业能效达标活动。二是推动生态保护，建设森

林城市。加大对国家级苏铁自然保护区、城区视野

区、二半山区等生态涵养区的保护力度，加快城区视

野区景观打造，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矿

区生态恢复等生态建设工程。配合新区开发和旧城

改造，打造一批精品绿地和特色景观，全面提升阳光

花城的品味和形象。

４以改革开放为推手，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发展
活力

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适应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不断优化投

资、创业环境，健全完善土地、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

市场，为更好地承接产业转移提供重要支撑。一是创

新体制机制，积极推进改革。继续坚持机制和体制创

新，巩固国有企业改革成果，加快解决大地水泥等企

业改制遗留问题。积极促进城乡就业、教育、卫生、文

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

建设。二是提高开放水平，抓好招商引资。充分利用

现有产业基础，引进符合西区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导向的重大项目。充分挖掘利用攀钢、攀煤等大

企业的钢渣、矿渣、尾矿等二次资源或副产品，加大对

产业链的延伸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招商。

５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着力增强转型发展后劲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参

与重大项目开发、技术攻关，同企业开展科技合作，形

成科研、生产、市场紧密结合机制。积极推动企业自

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着力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力争在煤化工、天然气化工、钒

钛炉渣综合利用等领域取得一批新成果，突破制约产

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积极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争

取省级煤及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落户西区，

切实为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检验检测服务。

四、几点建议

西区一旦被列入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城市

范围，建议可在以下环节积极争取国家层面的扶持和

帮助，以全面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振兴步伐，并最终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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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争取上级对重大产业化项目的适度

倾斜

目前西区四大支柱产业为煤及煤化工、钢铁深加

工、电力、建材。其中，根据全市的产业发展规划，钢

铁深加工产业主要布局在仁和区，建材产业主要产品

为干法水泥，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条件要求，西区已对

金沙水泥厂、九鼎建材、仁和水泥厂共计１００万吨的
落后产能进行了淘汰，西区的建材产业在逐步萎缩，

电力产业因国家产业政策，无新上项目。因此，现有

支柱产业中仅有煤及煤化工产业具备发展潜力。鉴

于西区当前经济发展中极为突出的产业结构单一的

实际困难，建议应积极向国家、省、市争取有利于西区

产业转型和接续产业发展方面的项目推荐、项目引导

和政策扶持。

（二）加大上级财税政策支持的争取工作力度

由于历史、政策、体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限

制，西区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巨大，且财权和事权不相

匹配。建议西区应在财税政策阶段性支持方面多向

上级争取，以求上级对西区在攀枝花开发和建设中做

出的贡献和牺牲，予以适当补偿，帮助西区渡过难关。

建议参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补助模式，积极争取

国家、省、市给予西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均衡性转

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解决辖区内因资源开发产生

的遗留问题，补助社会保障、生态恢复、环境改善、企

业改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欠账，以及产业结构调整

和城市转型。

（三）加大上级对民生工程支持的争取工作力度

西区是全市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最集中的

区（县），有沉陷区、棚户区搬迁户１９３万户，近６万
余人，约占全市 ８０％左右，是全市最大的民生工程。
要实施“居住由江南向江北集中”的发展战略，后期还

需要资金６亿元，建议进一步加大争取国家政策资金
扶持力度，力求国家能继续给予西区５０％的沉陷区治
理、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补助。

（四）加大上级要素保障支持争取工作力度

西区现有行政区域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特别

是仁和区太平乡与攀煤公司相互交错的城乡地带，问

题十分突出。同时由于西区发展空间小，土地资源、

环境容量等均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议尽可

能按照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现行的

行政区划进行合理调整。此外，西区属攀枝花市主城

区之一，自身没有规划权和土地审批权，影响项目推

进效率，建议争取将辖区范围内的规划权和土地审批

权下放给西区。

西区玉泉广场夜景

（区住建局供稿）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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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表３

　　　　　　　　　　　项　目

指　标

区人代会

确定目标
完成数 与目标相比±％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９５００ ８５６７ －９８０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１４００ １１３０ －２７０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亿元） ４９００ ４１０７ －１６２０

地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２７００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５３００ ６０６３ １４４０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１７００ １５９０ －１１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１４００ １５７０ １７０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１４００ １４１３ ０１３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２２６ ２１１ －６６０

　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年度指标，“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市考核目标。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国内生产总值
　表４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地区生产总值 ８５６６９６ １１３

　 ＃第一产业 ７９３０ ４０

　 第二产业 ７２５３９７ １１６

　 第三产业 １２３３６９ １０１

·５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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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二、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４１０７０５ １１９

　 ＃第一产业 ４６７１ ４３

　 第二产业 ３２４６１０ １２４

　 第三产业 ８１４２４ １０６

三、县域经济增加值 ７１８８０２ １５５

　说明：绝对数按现价计算，相对数按可比价计算。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农村居民现金收支情况
　表５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１５１８３ １１３

　 ＃工资性收入 ５７７０ １８２

　 家庭经营现金收入 ８０００ ８４

　 财产性收入 ５３２ １７８

　 转移性收入 ８８１ －５７

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 １０５６６ １２１

　 ＃生产费用支出 ３７６１ ４５

　 生活消费支出 ５４７８ ９０

　 转移性支出 １３１７ ７１９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城镇居民现金收支情况
　表６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８３０ １５７

　 ＃工资性收入 １５０８３ １３４

　 财产性收入 ２２２ ４１２

　 转移性收入 ６７１３ １２４

二、人均消费性支出 １３２３３ －２０

　 ＃食品 ５８５０ ２４

　 衣着 １０９９ －１２６

　 居住 １３７５ ２７０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６２６ －４６０

　 医疗保健 ８１０ １２３

　 交通和通信 １２９４ －２０８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１４２６ －２１

　 其他商品和服务 ７５３ ５５７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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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农业生产情况

　表７

指标名称 单位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农业总产值（现价） 万元 １４９２４ １０２

二、粮食产量 吨 ２９２３ －４８

三、蔬菜产量 吨 １００７０ ０４

四、肉类产量 吨 ３１０４ ０６

五、禽蛋产量 吨 ２２２９ ４１

六、牲畜出栏

　 ＃生猪 头 ２１３２１ －０５

　 羊 只 ２３１０ １７

　 牛 头 ２７３ －１４

　 家禽 只 ９２３９９３ １７

七、牲畜存栏

　 ＃生猪 头 １５６４８ ３９

　 羊 只 ２００９ ４４

　 牛 头 ６３０ ０６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工业生产情况

　表８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工业总产值（现价） １７４４６７８ －２７

　 ＃规模以上 １７４４６７８ －２７

　 ＃地方工业总产值 １４６３２０３ ００

　 攀煤（集团）公司 ２８１４７５ －１４７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６５９７２１ １１７

　 ＃攀煤（集团）公司 １３７８９４ －９８

　 地方规上工业增加值 ５２１８２７ １３５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表９

指标名称 单位 １２月 １２月底累计 比上年同期累计±％

啤酒 千升 ５８６６００ ６１３０９００ －２２３

原煤 万吨 ３６５５ ５１６３２ －２４

洗煤 万吨 ７９７０ １１６３１３ －５３

焦炭 万吨 ７００ １５４５０ ６１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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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９

指标名称 单位 １２月 １２月底累计 比上年同期累计±％

水泥 吨 ７２０００００ ７５９５１５００ －１７６

发电量 万千瓦时 １９２１７００ ２９１６２１００ －１３８

小麦粉 吨 ２１８０００ ２９２９１００ ２６８

钢锭 吨 １９７５１００ ２４４３１６００ ２００

铁球团 吨 ５５１８９００ ９３１４６４００ ４２７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情况
　表１０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地区工业企业 １７４４６７８ －２７０

　 ＃攀煤（集团）公司 ２８１４７５ －１４７０

地方工业企业 １４６３２０３ ０００

　 ＃清香坪街办 ４５３８５ ５８５０

　 玉泉街办 ６２２２８ －１２１０

　 河门口街办 ７６２８７ －７９０

　 陶家渡街办 ２４４９４ －３２００

　 摩梭河街办 ９０８０１ －１２１０

　 大宝鼎街办 ８５１５８ ２６１０

　 格里坪镇 １０７８８４９ ０５０

　说明：“规模以上”指国有及年销售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企业。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表１１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主要经济指标

　 企业单位数（个） ６７０ —

　 ＃亏损企业（个） １９０ ９０

　 亏损面（％） ２８０ 上升１３４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１６２９６０ －４７

　 利润总额 ９７０２０ －８７０

　 亏损企业亏损额 ３９３１１０ ２９６６

　 利税总额 ７３２７３０ －５２０

　 资产合计 １９２７７６００ １２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９３８５１４０ １２２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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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１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应收账款 １０６０５６０ －１３４

　 产成品存货 ３６５９３０ －４２５

　 负债合计 １６０３５９７０ １３５

　 产销率（％） ９７７ 下降０３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 ６５９７２１０ １１７

二、四大支柱产业产值

　 煤及煤化工 １２７１５４５０ －５５

　 钢铁深加工 ７０８０２０ －２３

　 建材 ５８２９１０ －１７４

　 电力 １４２３２８０ ２５

　说明：“规模以上”指国有及年销售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上非国有企业；“—”表示未发现或未查实。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商贸经济情况

　表１２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２３３４１ １５９

（一）按行业分

　批发业 １９２６３ ８０

　　 ＃限额以上 １７５２５ ２２６

　零售业 １７３６１０ １４２

　　 ＃限额以上 ４１１６４ ３５４

　住宿业 １９０ １１６６

　餐饮业 ３０２７８ ３２５

　　 ＃限额以上 １０５０３ ３０２

（二）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２２３３４１ １５９

　　 ＃城区 １９８５７７ １６５

二、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６０６４００ １０９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表１３ 单位：万元、平方米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６０６３１７ ３８．９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５９１２１７ ３７．３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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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３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攀煤 ４９１９５ －４５．３

　（一）按构成分

　　 建筑工程 ４２９８８８ ５３．１

　　 安装工程 ４１１２３ ９５．７

　　 设备工器具购置 ８３７６８ －４．７

　　 其他费用 ３６４３８ －１１．１

　（二）按管理渠道分

　　 基本建设投资 ３５２９４２ ７２．１

　　 ＃攀煤 ６４４２ －２７．８

　　 更新改造投资 ２２１１０８ ２５．８

　　 ＃攀煤 ３８３９２ －４３．１

　　 房地产开发投资 ８４７６ －７５．８

　　 其他投资 ８６９１ －４１．１

　（三）按产业分

　　 第一产业 １２８００ ２１１．２

　　 第二产业 ２６７２９３ ６．６

　　 ＃工业 ２６７２９３ ６．６

　　 第三产业 ３１１１２４ ７７．０

二、房地产开发情况

　（一）房屋施工面积 ４０４６６１ －４９．６

　　 ＃住宅 ３７８４９４ －４９．９

　（二）商品房销售面积 ２３０１０ －５．９

　　 ＃住宅 １８９１５ －２２．６

　（三）商品房销售额 ７５１８ １７．１

　　 ＃住宅 ６２３４ －３．０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财政税收情况
　表１４ 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一、地方财政收入 ２８８３０ ２．８

　１一般预算收入 ２１１３７ －０．５

　　 ＃税收收入 １４５５２ －３．３

　　 非税收入 ６５８５ ６．５

　２基金收入 ７６９３ １３．１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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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４

指标名称 年末累计 比上年同期±％

二、地方财政支出 ８１８７２ １５．２

　１一般预算支出 ６６８４８ ８．８

　　 ＃一般公共服务 １０９７１ －１．３

　　 教育 １６５７７ １５．４

　　 社会保障和就业 ６８０２ ７．３

　　 医疗卫生 ２４１９ １６．２

　２基金支出 １５０２４ ５５．８

三、国税组织收入 ４０５７８ －７．９

　　 ＃增值税 ３７４１９ －７．７

　　 消费税 ８４７ －２３．９

四、地税组织收入 ５１２５４ －１．９

　　 ＃税收收入 ３９４３４ －５．４

　　 ＃营业税 ８７０１ ９．３

五、非公有制经济实交税金 ５９５５９ １．８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
　表１５ 单位：亿元

地区生产

总值

非公有制

经济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

全社会

固定资产

投资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元）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

收入

地方财政

一般预算

支出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年末

累计

增长

％

四
川
省
２３８４９８０ １２６１４０６２００ １５０ — １６１ １８０３８９０１９３ ７００１ １４２０ ２０３０７ １３５ ９０８７９０１６０ — — — —

攀
枝
花
市

７４００３ １４０ ３２３９３１６０ ４６０１０ １６８ ４６３２５２０８ ８７２８ １４４３ ２２８０８ １５６ １９２１０１６０ ５７２０ １５６ １０８６５ １７７

东
区

３０６７０ １０４ １０５４５１２１ １６４８５ １０１ １３４６６２２９ １０７８１ １４２２ ２４９６０ １６０ １１７０５１６１ ７６４ ２２０ １１３２ ８８

西
区

８５６７１１３ ４１０７１１９ ６５９７ １１７ ６０６３３８９ １０４７２ １４１３ ２１８３０ １５７ ２２３３１５９ ２１１ －０５ ６６８ ８８

仁
和
区

１５１９３ １９５ ８４６３２０７ １００８１ ３０６ １３２１６ ６７ ９３２５ １４３１ １９５２０ １５９ ２２６４１５７ ７２９ １８６ １３４９ １０１

米
易
县

９３２０１９０ ５００８２０５ ５９１６ ３１１ ８２２９２５２ ８９５９ １４５３ ２０７２１ １６３ １９８７１５７ ７６８ ２２７ １５８０ １８８

盐
边
县

１０２５４ １５０ ４２７０１６５ ６９３１ １７４ ５３５１３１５ ７９９７ １４４２ ２００７３ １５８ １０２１１５６ ７３７ ２０４ １５１９ ２１１

　说明：“—”表未发现或未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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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索引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重要文件索引

　表１６

文　号 标　题 发文时间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

意见
２０１２－０１－０９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２０１２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２０１２－０２－１３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４号
关于印发《中共攀枝花市西区九届二次全委会报

告》《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２０１２年经济工作安
排》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２－１４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５号 关于给予叶勇同志一次性奖励的决定 ２０１２－０２－２２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６号
关于印发《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第九届委员会工作规

则、常务委员会议事决策规则和常务委员会加强自

身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３－２６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７号 关于对２０１１年度为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
贡献的企业和有关单位进行奖励的决定

２０１２－０１－１０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西区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１２－１１

攀西委发〔２０１２〕９号
关于深刻汲取“８·２９”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思想
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主题教育活动的

实施意见
２０１２－１２－１３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重要文件索引

　表１７

文　号 标　题 发文时间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号 关于审查《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１－０５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号 关于《攀枝花市西区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项目法人组建方案》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１－１１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号 关于西区２０１１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分析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１－１２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号 关于２０１１年度西区耕地保护暨国土资源管理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的自查
报告

２０１２－０２－０９

攀西府〔２０１２〕８号 关于胡恒娅等十三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２－０７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１号 关于审批《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２号 关于同意格里坪平江天主教堂拆迁异地重建的批复 ２０１２－０２－２７

·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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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７

文　号 标　题 发文时间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３号 关于呈报《西区２０１２－保障性安居工程实施方案》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２－２９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７号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西区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３－１３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９号 关于表彰创建省级依法行政示范区活动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的通报 ２０１２－０３－１９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１号 关于贯彻落实市安全生产工作会暨市安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３－２９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３号 关于支持攀枝花市西区建立省级煤及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

请示
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４号 关于梅子箐水库扩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及配套资金承诺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６号 关于２０１２民兵组织整顿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攀西府〔２０１２〕２８号 关于徐琰等十六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４－１７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０号 关于对雷本常等四名同志记公务员三等功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４－１８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１号 关于确认《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４－２０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５号 关于将攀枝花市格里坪铁路物流园区一期建设项目列入省重点物流项目

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６号 关于将攀青煤炭物流中心（攀枝花电煤战略储备基地）一期项目列入省

重点物流项目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７号 关于梅子箐水库扩建项目前期工作计划及配套资金承诺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４－２８

攀西府〔２０１２〕３８号 关于瑞云等５家农贸市场主要农副产品价格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４－２７

攀西府〔２０１２〕４１号 关于对《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予以确认的

批复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攀西府〔２０１２〕４２号 关于转报西区政务公开基本目录及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５－１６

攀西府〔２０１２〕４５号 关于西区申报四川省区域污染防治示范试点区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５－２５

攀西府〔２０１２〕５０号 关于对《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予以确认的

请示
２０１２－０６－０６

攀西府〔２０１２〕５２号 关于张洪等四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５－１０

攀西府〔２０１２〕５３号 关于报送２０１１年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６－１１

攀西府〔２０１２〕６０号 关于李明等十七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攀西府〔２０１２〕６６号 关于给予刘辅宏行政开除处分的批复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攀西府〔２０１２〕６７号 关于给予刘静行政开除处分的批复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攀西府〔２０１２〕６８号 关于呈报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建设动员会工作方案的请示 ２０１２－０８－２８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１号 关于周兴等八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２号 关于陈开清同志免职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３号 关于邹渝同志免职的报告 ２０１２－０９－２４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４号 关于赵安志同志免职的通知 ２０１２－０９－２５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５号 关于对道中桥煤矿、老花山煤矿依法予以关闭的批复 ２０１２－０９－２６

攀西府〔２０１２〕７６号 关于对姚家坪煤矿依法予以关闭的批复 ２０１２－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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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７

文　号 标　题 发文时间

攀西府〔２０１２〕８１号 关于贯彻落实省、市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报告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６

攀西府〔２０１２〕８２号 关于表彰２０１１年度冬季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通知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攀西府〔２０１２〕９０号 关于胡先进、曹继伦两名同志任职的通知 ２０１２－１１－１３

攀西府〔２０１２〕９１号 关于２０１２－工作总结及２０１３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

攀西府〔２０１２〕１０３号 关于新建机动车安全检测线落户西区的请示 ２０１２－１２－１７

表　彰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先进单位（集体）
　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群众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区（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
等奖

攀枝花市西区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攀枝花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５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区（县）综合工作目标考核三等奖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区（县）“一把手抓科技、抓人才”
目标任务考核第四名

２０１２－１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区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办公室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直机关工委
２０１１年度市直机关党建宣传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组织部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攀枝花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优秀成果奖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组织部 攀枝花市组织工作重点调研课题三等奖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文明办 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宣传部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文明办
创建文明城市和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工作

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文明办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文明办 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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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群众信访工作先进集体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群众工作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

体性事件联席会议
２０１２年信访综合业务工作优秀单位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纪委
（监察局）

２０１２－０５ 中共攀枝花市纪委 ２０１１年度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目标考核
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全市“两基”迎国检工作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招商引资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西区政府２０１１年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工业经济目标考核先进单位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优秀目标责任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耕地保护暨国土资源管理目标
考评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我市清理劝返外来三无闲散人员目
标责任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非公经济工作先进县区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２年度全市政务调研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

小组、市目标督查办

２０１１年度区（县）《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情况
目标督查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１１年度流动人口目标考核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领导小组
２０１１年度计生“三结合”目标考核优秀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　　　　
民族宗教事务局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综合目标考
核一等奖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区委

党史研究室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

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县（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考评一
等奖

政协攀枝花市西区　　
委员会

２０１２－１０ 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办公厅 全省政协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全市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
检察院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三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检察机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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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法院 ２０１１年执行信息宣传调研工作二
等奖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法院执行工作一等奖

攀枝花西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年度“公信法院”创建活动三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年度调研工作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年度全市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工作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４ 共青团四川省委员会 五四红旗团支部攀枝花西区人民法院　
团支部 ２０１２－０５ 共青团攀枝花市委员会 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

法警队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法院司法警察执法规范化活动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公安部消防局 清剿火患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公安消防
大队

２０１２－０４ 四川省公安厅 清剿火患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消防支队 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 攀枝花市消防支队 冬训考核中取得第一名攀枝花市西区公安消防
大队苏铁路中队 ２０１２ 攀枝花市消防支队 基层指挥员及新兵比武第二名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 综合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综合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经济服务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会员组织建设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换届工作二等奖攀枝花市西区工商业
联合会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宣传工作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教育工作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对外联络及招商工作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创新工作三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工商业联合会 维权服务工作三等奖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财务工作综合竞赛区（县）组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工会领导班子考核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两个普遍”考核一等奖

攀枝花市西区总工会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县（区）大企业工会领导班子考核一
等奖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２年度工会刊物征订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２年度工人报纸征订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总工会
攀枝花第九届篮协怀暨２０１２欢乐阳光节职工
篮球比赛男子组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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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妇女联合会 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妇女
联合会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妇女联合会

“幸福攀枝花，巾帼齐行动”征文演讲活动优

秀组织奖

２０１２－０４ 四川省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办公室

推进党团共建创先争优活动全省五四红旗

团委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　
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８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度攀枝花市关爱留守学生暨进
城务工随迁子女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公安厅
四川省公安厅集中整治执法过程中涉案人员

非正常死亡问题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公安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公安调研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公安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公安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
分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公安局
“破案会战”率先完成目标任务１００％给予通
令嘉奖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公安局
“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成绩显著给予通令

嘉奖

格里坪派出所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公安厅 全省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先进集体集体三等功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２０１２年药械安全性监测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民政局 ２０１２－０４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先进单位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攀枝花市工商局政务信息先进单位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河门口

工商所
２０１２－０６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级“三满意”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２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度县级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政务服务
中心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市级优秀县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
管理奖

攀枝花市西区政务服务

中心发改局窗口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市级政务服务示范窗口

攀枝花市西区政务服务

中心公安分局窗口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政务服务中心 第二届四川省政务服务示范窗口

攀枝花市西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２０１１年度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目
标考核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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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
２０１１年度交通运输系统安全生产优秀责任
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交通
运输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交通系统目标管理工作先进
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枝花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三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２０１２年信访维稳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２０１２年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扶贫和
移民工作局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２０１２年居民安置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扶贫和移民工作局 ２０１２年扶贫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全市两基迎国检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教育局 ２０１１年电教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教育局 ２０１１年度教育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教育局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教育局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教育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全市教育宣传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协会 第２７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教育局 高中阶段教育学校质量突出贡献单位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市教育局
四川省第八届中小学生优秀艺术人才大赛优

秀组织单位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教育局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义务教育教学质量进步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教育局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中学生排球联赛大会组

委会

体彩杯２０１２年四川省中学生排球联赛体育道
德风尚运动队

２０１２－０２ 四川省绿化委员会 四川省绿化模范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教育局直属系统纪念“三八”国际劳

动妇女节 １０２周年“幸福攀枝花，巾帼齐行
动”征文演讲比赛优秀组织奖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总工会 攀枝花市模范职工之家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教育系统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宣传工
作先进集体

攀枝花第七高级中学校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教育局 全市教育系统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度高中阶段教育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突出贡献单位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政府“攀枝花市人才开发奖”

２０１２－１０ “和谐校园先进学校”评委会 全国和谐校园先进学校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教育局
攀枝花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学校活动先进

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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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０６ 四川省总工会

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省“安康杯”竞赛优秀组织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全市抗旱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水务局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
防汛工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

指挥部
全市山洪灾害防治工作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投资促进
和商务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招商引资优秀项目团队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总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工会经费（筹备金）代征工作先进
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地方　　
税务局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１年度税收法制工作一等奖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统计局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攀枝花市城乡住户调查工作先进
单位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统计局 攀枝花市系统第五届职工运动会团体第三名

２０１２－０５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全国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首批全省阳光计生行动示范单位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度人口计生统计信息工作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四川省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集体

攀枝花西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局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业务目标考核
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度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工作先进
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全市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２０１２年度三项制度、信访工作先进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计划生育
协会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计划生育协会 ２０１２年市计划生育协会工作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２０１２年全市森林防火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
农林畜牧局 ２０１２－１１ 国家统计局攀枝花调查队

攀枝花市农牧局
国家畜禽监测三等奖

攀枝花市西区文化体育
旅游局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旅游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旅游行业、综合治理工作先进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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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第三届全民读书节

组委会
攀枝花市“第三届全民读书节”优秀组织奖

攀枝花市西区文体旅游
广电新闻出版局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
四川省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生态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先进单位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环境信访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攀枝花市西区环境
保护局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环境监察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及城考工作先进
单位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２０１２年度政务信息工作先进单位一等奖

攀枝花市西区卫生局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

公室

“纪念爱国卫生运动６０周年健康知识与技能
电视大赛”三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卫生执法监督总队 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卫生监督局
２０１１年度攀枝花市卫生监督信息工作先进
单位

攀枝花市西区卫生

监督所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卫生监督局 文书制作奖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卫生监督局 综合技能二等奖

２０１２－０２ 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质量考评优秀奖

２０１２－０４ 四川省结核病防治领导小组办

公室

四川省２０１１年度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
工作优秀奖

攀枝花市西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卫生局 ２０１１年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１年度艾滋病疫情工作质量奖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卫生局工会 ２０１１年度工会工作目标考核二等奖

２０１２－１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人才开发奖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西区结核病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

攀枝花市西区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创建工

作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卫生局 ２０１１年度卫生目标考核优秀单位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攀枝花市第二人民
医院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９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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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中共攀枝花市第二人医

院委员会临床第二支部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卫生局委员会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护理组、急诊

科护理组、内一科、门诊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巾帼建功”活动领导

小组

攀枝花市妇女联合会

攀枝花市巾帼文明岗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１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

格里坪镇大水井村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全省城乡综合治理２０１１年度环境优美示范村

格里坪镇格里坪村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全省城乡综合治理２０１１年度环境优美示范村

格里坪镇金家村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全省城乡综合治理２０１１年度环境优美示范村

格里坪镇庄上村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省人民政府 省级文明村

攀枝花市西区河门口
街道

２０１２－０１ 国家人口计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第一批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乡

镇（街道）

河门口街道北街社区 ２０１２－１２ 国家减灾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

河门口街道高家坪社区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民政厅 四川省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社区（二类）

攀枝花市西区大宝鼎
街道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总工会 先进乡镇（街道）工会
攀枝花市西区玉泉街道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民政工作先进乡街道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军分区 二○一二年度基层武装工作先进单位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

四川省科普示范社区

２０１２－０６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全国科普示范社区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体育局

攀枝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２０１２年“全民健身日”市系列群众体育活动中
老年排舞比赛优秀奖

玉泉街道巴关河社区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民政工作先进社区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委

员会
花园社区

玉泉街道席草坪社区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重大节日活动领导小组 “五一”广场群众文艺展演秧歌比赛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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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８

单位名称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玉泉街道动力站社区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体育局

攀枝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２０１２年“全民健身日”市系列群众体育活动老
年排舞比赛优秀奖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玉泉街道动力站社区

党总支 ２０１２－０９ 中共四川省委员会 全省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玉泉街道矸石电厂社区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委员会
花园社区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集体
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
街道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年度征兵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攀枝花市西区清香
坪街道工作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中共攀枝花市委创先争优活动先进基层党

组织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清

香坪街道委员会
２０１２－０５ 共青团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五四红旗团委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 川商产业园

四川攀枝花格里坪工业
园区 ２０１２－１１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十二五”第一批省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攀枝花市西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２０１２－０３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枝花市第二轮修志工作三等奖

西区政府办公楼警报台 ２０１２－０８ 攀枝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攀枝花市民防局
２０１１年优秀警报台站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质
量技术监督局

２０１２ 攀枝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全市质监系统绩效考核一等奖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先进个人

　表１９

姓　名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省级及以上

秦福贵 ２０１２－０５ 中央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 第１８９期培训班优秀学员

李　进 ２０１２－０３
卫生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教科文

卫体工会
个人综合三等奖

李荣利 ２０１２－０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林　泉 ２０１２－１２ 国家统计局 全国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先进个人

谭序刚 ２０１２－０２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先进个人

李雨洧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统计局
四川省统计系统先进个人

王玉兰 ２０１２－０５ 四川省国家税务局 四川省国税系统岗位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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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杨国蓉 ２０１２－０７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先进个人

李　旭 ２０１２－０２ 共青团四川省委 优秀共青团员

周　燃 ２０１２－０１ 四川省安全管理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省安全生产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谭学华 ２０１２－０８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全省检察机关优秀侦查能手

陈　竹 ２０１２－１０ 四川省军区 征兵工作先进个人

张度波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法院系统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何国环 ２０１２－０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法院系统第十四届学术讨论会优秀奖

张　林 ２０１２－１０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十届书法美术作品优秀奖

杨发彬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全省法院“我心中的四川法院精神”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

彭光平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开展“服务质量年”活动先进个人

田维云 ２０１２－０９
四川省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

动指导小组
全省医药卫生系统创先争优活动指导工作先进个人

谭雪莲 ２０１２－１１ 四川省女检察官协会 四川省女检察官书画摄影赛绘画类三等奖

赵立波 ２０１２－０９
第三届川西北、攀枝花五地市检察

机关公诉论坛组委会

第三届川西北、攀枝花五地市检察机关公诉论坛优秀论

文奖

耿世燕 ２０１２－１０ 四川省消防总队 三等功

李　兵 ２０１２－１０ 四川省消防总队 优秀教练

市　级

陈　进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米景坤 ２０１２－０５
中共攀枝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攀枝花市监察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查办案件工作先进个人

邱小平

赵　英
余　淼

２０１２－１１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２０１２年度政务调研成果评选一等奖

王兴华

史真真

李帮建

杨太超

余　芳
周　兴
赵勤忠

钟世卫

郭建勋

康　楠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全市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

胡　蓉
李治国

毛河雨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群众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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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周玉辉 ２０１２－０４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拥军优属先进个人

李建国

敬茂全
２０１２－０７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参加全省第一批“千名干部人才援助藏区行动”

记个人三等功人员

吴　秦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卢　静 ２０１２－１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市“十佳”优秀基层图书管理员

徐永彪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森林防火工作先进个人

徐永彪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科协技术协会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科协工作先进工作者

杨明海 ２０１２－１１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市第三届读书节读书致富能手

周富玉 ２０１２－１１ 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攀枝花市第三届读书节读书致富能手

牛峰婷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价格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关孔元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全市抗旱先进个人

孙正朝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全市抗旱先进个人

栗国仁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民政局 民政工作先进个人

王玉兰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总工会 攀枝花市国税系统岗位能手

易代泉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园区建设先进个人

高剑飞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汪　熊
何歆雅

曾启会

邓艳琼

普发超

蒋　旭
林　泉

２０１２－０６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枝花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

沈德华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攀枝花市２０１１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雷　亮
周　滔
李德仟

刘杰琼

曹　林
宋晓红

王　妮
任流康

向　滨
张玲玲

陈雅琼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地方税务局 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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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周　滔
李德仟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地方税务局 三等功

曹　飞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地方税务局党组 ２０１１年度纪检监察先进个人

唐　纪 ２０１２－０５ 共青团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文　雯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地方税务局 十佳“我身边的好税官”

胡　波
付汝周

徐永彪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 ２０１２年全市森林防火先进个人

李存雨 ２０１２－１０ 攀枝花市消防支队 十八大消防安全保卫先进个人

李存雨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抗旱先进个人

杨　磊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抗旱先进个人

黄友琴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协会 第八届优秀科技论文著作

曾月宏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协会 第八届优秀科技论文著作

李　进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卫生监督局 个人一等奖

周丽辉 ２０１２－０５ 攀枝花市卫生监督局 个人二等奖

毛利梅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市级政务服务标兵

谢　毅 ２０１２－０５ 共青团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田地祥

程元洪

骆世海

２０１２－０２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全生产先进个人

罗方洲 ２０１２－０１
攀枝花市总工会

攀枝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安康杯”竞赛先进个人

刘荣超

曾丽娟

严　波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１年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先进个人

鲍俊华 ２０１２－１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抗旱工作先进个人

陈　竹 ２０１２－０７ 攀枝花军分区政治部 优秀共产党员

安洪志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军分区政治部 新闻报道三等奖

杨德明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军分区政治部 新闻报道三等奖

杨明学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军分区政治部 优秀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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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９

姓　名 颁奖时间 颁奖单位 荣誉称号

冯玉龙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军分区政治部 嘉　奖

曹世乾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妇女联合会 平安家庭

杨晓丽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卫生局工会 优秀女工干部

曹利芸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卫生局工会 优秀女工

李顺品 ２０１２－０４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田维云 ２０１２－０４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攀枝花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刘　刚
余　虹

２０１２－０６ 中共攀枝花市卫生局委员会 创先争优活动优秀共产党员

２０１２－０８ 中共攀枝花市委员会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度攀枝花市关爱留守学生（儿童）、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工作先进个人

张　洁

２０１２－０５ 共青团攀枝花市委员会 攀枝花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李治国 ２０１２－０２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全市群众信访工作先进个人

姚昌怀

应建英
２０１２－０３ 攀枝花市民政局 民政工作绩效管理先进个人

２０１２－０４ 中共攀枝花市委办公室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先进个人

周玉辉
２０１２－０９ 攀枝花市民政局 全市民政工作先进个人

余兴红 ２０１２－０４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年度全市法院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张度波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年度调研工作先进个人

但亚欣 ２０１２－１２ 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 全市司法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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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本年鉴设主题（条目）索引、表索引２个分目。“特载”“大事记”“专文”“附录”未做索引。

二、主题索引采取分析索引法，标引词第一字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同音字按声调排序），第一

字母相同，按第二字音序排序，以此类推。标引词开头为阿拉伯数字，按序数排列。标引词后的阿

拉伯数字，表示内容所在页码。页码后的拉丁字母ａ、ｂ分别表示左栏、右栏。
三、表索引按表序排列，标注方法同上。

主题索引

０—９

１２号机组大修 １４９ａ

“２０１２－霹雳行动” １１３ａ

２０１２西区深化创新厂务公开管理

工作会 ９４ａ

３００兆瓦机组扩建工程 １４８ｂ

“３·１５”普法与“两进”活动 ２１４ａ

“３·１５”消费者权益宣传 １６３ｂ

“３Ｃ”产品监管 ２１８ｂ

３号机组凝汽器胶球清洗装置

改造 １４９ａ

４个农业科技项目通过市级验收 ２２８ａ

“８·２９”矿难善后处理 １２４ｂ

“８·２９”事故救援 １０３ａ

“８·２９”事故救援与善后处置 ６９ｂ

“８·２９”事故救灾防疫 ２５５ａ

“８·２９”事故抢险 ２１１ａ

“８·２９”事故抢险救援后勤保障 ７６ｂ

“８·２９”事故善后 ２８４ｂ

“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 １０７ｂ

“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置 ３５ａ

“８·２９”事故医疗救治 ２６１ｂ

“８·２９”事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 １８１ｂ

“９＋３”工作目标完成 ２４４ａ

Ａ

艾滋病综合防治 ２５６ｂ

安华投资公司入驻园区 ２０６ｂ

安全工作 ２７５ｂ２７７ａ

安全管理 １４７ａ１５０ｂ１５５ａ１５６ｂ

安全管理及培训 ２４２ａ

安全监管 ２８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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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社区创建 ２１１ａ

安全生产 １４１ｂ１４２ｂ１５１ａ１５９ｂ

安全生产工作会 ９３ｂ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６６ａ２０９ｂ

安全生产管理 １９０ｂ２８７ｂ

安全生产检查 １６４ａ

安全生产月活动 ２１０ａ

安全“双基”工作 １４３ｂ

安全文化建设 １４３ｂ

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２１０ｂ

安置帮教 １２１ａ

安置房建设 ２７０ｂ

案件办理 ２２５ｂ

案件督查 １２１ｂ

案件管理改革 １１６ａ

案件执行 １１７ｂ

Ｂ

“八条禁令”出台 １８１ａ

“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创建

工作会议 ２１４ａ

百日安全生产活动 ２１０ａ

帮困助学 ９７ａ

保健化妆品专项整治 ２２４ｂ

保密机构调整 ５７ａ

保密基础资料登记 ５７ｂ

保密综合检查 ５８ａ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１９０ａ

备战省运会工作会 ２６３ｂ

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 １３０ａ

编辑出版《西区廉政》 ８６ａ

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标准化建设 ２８８ａ

标准化考点建设 ２３５ａ

并联审批 ７３ａ

病媒生物防治 ２５２ｂ

病媒生物监测 ２５６ａ

部门预算改革 １８０ａ

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２２１ａ

Ｃ

才艺展示 ２７４ｂ

财务暨经审工作培训 ９４ａ

财政收入 ３０ａ

财政贴息妇女小额贷款 ９８ｂ

财政投资评审 １８０ｂ

财政预算审计 ２２１ａ

财政专户清理 １８０ｂ

采空沉陷区移民搬迁 ２８３ｂ

参公事业单位招录计划申报 １２４ａ

参加第九套广播体操选拔赛 ２６４ａ

参加省老年人太极拳（剑）大赛

获奖 ２６４ａ

参加市五人制足球赛获奖 ２６４ｂ

参与“８·２９”事故善后处理工作 ８６ｂ

参与集中销毁行动 ２５０ａ

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２２４ａ

餐饮、药品经营许可 ２２５ａ

餐饮业量化分级管理 ２２５ａ

残疾人帮扶培训 ２７４ａ

残疾人代步轮椅分发 ２７４ｂ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２７３ａ

查办“８·２９”事故玩忽职守案 １１５ａ

查办商业贿赂案 １１５ａ

查办贪污残疾人专项资金案 １１５ａ

查处病死猪抛尸案 １３３ｂ

掺烧西北煤炭 １５０ａ

常规免疫 ２５５ａ

“畅通生命通道”集中整治 １０２ｂ

超额完成高考任务目标 ２４０ｂ

超额完成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１６１ａ

车辆管理 １０１ｂ

车辆管理 ７５ｂ

承办攀枝花市成人宣誓仪式 ２３９ａ

承办市疾控系统年会 ２５７ｂ

城市公共文明指数测评 ５１ａ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１９７ｂ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１９０ａ

城乡规划建设 １８９ａ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宣传 ４９ｂ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２８９ａ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企业”活动 ９４ｂ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 １９１ａ

城乡建设 ３０ｂ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 ２６７ｂ

城乡社区建设 ２６８ｂ

城乡医疗救助金发放 ２６７ｂ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１３０ａ

城镇空巢低保老人居家养老服务２７３ｂ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

会议 ８２ａ

初中语文教研会 ２３７ｂ

初中政治教师命题竞赛 ２３８ａ

初中政治教研活动 ２３７ｂ

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 ２５３ｂ

窗口服务 １２７ｂ１３５ｂ

创办《科技特刊》 ２２７ｂ

创办青年党校 ２４２ｂ

创建国家ＡＡＡ级婚姻登记机关 ２６９ｂ

创建国家园林城市指挥部会议 １９３ａ

创建“十子工作法” ８５ａ

创先争优表彰会 ２８７ｂ

创业扶持 ２１４ｂ

春耕农资打假 ２１８ａ

春节旅游 １６７ａ

春暖行动 １２３ｂ

慈善募捐 １６５ｂ

村（社区）大学生干部管理 １２５ｂ

Ｄ

搭建“９６１９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 ７３ｂ

搭建实名制管理平台 ５４ｂ

打非治违 ２８１ａ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２１０ｂ

“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１７０ｂ

打击传销 ２１３ａ

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２５１ａ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 １３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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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商标侵权及销售假冒伪劣

商品专项行动 ２１２ｂ

打击私挖盗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

行为 ２１６ａ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 １０１ａ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违法行为２８３ｂ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行为 ２８１ａ

打击私挖盗采煤炭资源专项行动 ２１３ａ

打击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 １８５ａ

“大排查大调解”专项活动 １２２ａ

大型会议接待 ７６ａ

大学生社会实践 ９６ｂ

党报党刊征订 ５０ａ

党的建设 ３４ｂ

党风廉政建设 １５７ｂ

党风廉政建设 ５６ｂ

党风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结果通报

及整改工作安排部署会议 ８２ａ

党内互助与捐资助困 ２０９ｂ

党群组织建设 １５５ｂ

党史资政 ５９ａ

党校教育 ２４２ａ

党员现代远程教育 ４５ｂ

党员志愿者宣传活动 ９５ａ

档案法制工作 ７５ａ

档案规范化建设 ７４ｂ

档案培训 ７５ａ

档案信息发布 ７５ａ

档案信息化建设 ７４ｂ

档案资料利用 ７５ａ

档案资料征集 ７４ｂ

道德模范评选 ５１ｂ

道路交通百日安全活动暨春运

工作会 １１２ａ

道路交通运输检查 ６１ｂ

德佑工贸公司开工建设 ２０７ａ

德育工作 ２４３ｂ

德育教育 ２４０ｂ

低保救助优抚 ２８９ｂ

低保与救助 ２７６ａ

低保与社会救助 ２８１ｂ

低保与社会救助服务 ２７９ｂ２８４ａ２８５ａ

地貌 ２７ａ

地区生产总值 ２９ａ

地税收入 １８６ｂ

地质灾害防治 ２１５ｂ

第二届幼儿教师技能大赛 ２３７ａ

第二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签约 １６１ａ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 ９１ｂ

典型赔案 １７８ｂ

碘盐监测 ２５６ｂ

电费管理 １５３ａ

电力、煤化工生产要素保障 １４０ｂ

电力设施保护 １５１ｂ

电网建设 １５１ｂ

电子政务平台公开事项保密指导

审查 ５７ａ

电子政务信息公开 １８１ａ

调研第三产业发展情况 ７９ｂ

调研农民集中居住情况 ７９ｂ

调整园区管理体制 ５５ａ

定点医疗机构分级管理 １２９ａ

动态维稳 １１７ｂ

动物免疫操作规范培训 １３３ｂ

督查督办 ３５ａ

读书月活动 ２４８ａ

“堆浸法先提钒流程扩大试验”

通过验收 ２２８ｂ

队伍建设 １８７ｂ

对标挖潜 １５４ｂ

对口支援 ２６０ｂ

对外宣传 ４８ｂ２６０ｂ

多名优秀教师获省市荣誉称号 ２４０ａ

Ｅ

儿童预防接种规范化建设督导

检查 ２５６ａ

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监测 ２５４ａ

二甲复审 ２６１ａ

Ｆ

法巴路洗车场选址 １９２ｂ

法律服务进企业 １２２ｂ

法律援助 １２１ｂ

法企共建 １２０ｂ

法制宣传 ９８ａ１１６ａ１２１ｂ

反腐倡廉教育大会 １１９ａ

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会议 ８１ａ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 ８４ｂ

防汛工作会议 １３８ｂ

放射卫生管理 ２５３ａ

非公有制经济调研 ９１ｂ

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 ２９ａ

非公有制企业与驻外团组织建设 ９６ａ

非营利性服务业发展 １６３ａ

风险建设 １７８ｂ

服务地方经济 １５８ｂ

附条件逮捕 １１５ｂ

Ｇ

改革开放 ６３ｂ

概况 ３３ａ４２ａ４６ｂ５２ａ５４ａ５５ｂ

５７ａ５８ａ５９ａ７２ｂ７４ａ７５ｂ７６ａ７７ａ７７ａ

８１ａ９１ａ９３ａ９５ａ９７ａ９９ａ１０２ａ１０６ａ

１０７ａ１１２ａ１１４ａ１１７ａ１２０ａ１２３ａ１２７ａ

１２８ａ１２９ａ１３１ａ１３６ａ１４２ａ１４５ａ１４８ａ

１５０ａ１５０ｂ１５４ａ１５６ａ１５７ａ１５８ａ１５９ａ

１６０ａ１６５ａ１６９ａ１７１ａ１７２ａ１７３ａ１７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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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ａ２８０ａ２８２ａ２８４ａ２８６ａ

干部队伍建设 ４３ａ

干部基本情况 ４２ａ

干部监督管理 ４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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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教育培训 ４３ｂ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４３ｂ

干部职工管理 １０１ｂ

高考再创佳绩 ２３９ｂ

高考中考禁噪专项整治 １９６ｂ

高考中考卫生安全专项检查 ２５３ｂ

高龄津贴、长寿生活补贴金发放 ２７３ａ

高危客户管理 １５２ｂ

格福路改造工程搬迁补偿工作

全面完成 １７０ａ

格里坪工业园区获“川商产业园”

称号 ６９ａ

格里坪铁路物流中心建设 １６２ａ

各项指标全面完成 ２６５ｂ

耕地保护 ２１５ａ

工程建设 １５９ｂ

“工人先锋号”创建 ９４ｂ

“工业固废制取硫化钠、硫酸铵的

生产工艺技术研究”通过验收 ２２８ａ

工业运行情况 １３９ａ

工业总产值 ２９ｂ

“工资集体协商”宣传 ９４ｂ

工资收入分配管理 １２５ｂ

工作调研 １９３ａ

公共场所监测 ２５７ａ

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 ２５３ａ

公开述职述廉 １０５ｂ

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５０ｂ

巩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５４ａ

共青团攀枝花市西区第十次代表

大会 ９５ｂ

孤儿养育保障 ２６８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３０ａ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２２３ｂ

关爱妇女儿童 ９８ｂ

关爱特殊青少年志愿服务 ９６ｂ

关停并转迁企业整合入园 １４０ａ

管理创新 ２４３ａ

管网建设 １５８ｂ

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 ２４９ａ

广告监管 ２１３ｂ

规范农村客运经营行为 １７０ｂ

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２０４ｂ

国防教育 １０１ａ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宣传 ４９ｂ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培育工作 ２３１ａ

国库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支付

转轨 １８０ａ

国民经济发展统计 ２１９ａ

国庆旅游 １６７ａ

国税收入 １８２ａ

“国卫复审”迎检 ２１４ａ

Ｈ

Ｈ形省煤器改造 １４９ａ

合同格式条款侵权整治 ２１２ｂ

和谐矿区建设 １４４ｂ

河门口饮用水源地保护项目建设 １３７ｂ

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 １１６ｂ

红盾帮扶 ２１４ｂ

后勤保障服务 ７６ａ

花城景观打造验收 １９１ａ

花园单位创建 １９３ｂ

华茂工贸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 ４５ａ

环保工作 １５７ａ

环保诉讼服务 １１８ａ

环保信访 １９８ａ

环保知识培训 １９８ｂ

环境安全排查 １９７ａ

环境保护 ３１ａ

环境保护调研 ６１ａ

环境监测能力建设 １９６ａ

环境卫生整治 ２７７ｂ

环境污染专项整治 ２８９ａ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和创国模

宣传 １９５ｂ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

创国模

项目实施 １９５ｂ

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誓师大会 １９５ａ

环境综合治理 ２７５ｂ２７９ａ２８１ｂ

２８３ａ２８５ｂ

环卫工作 １９４ｂ

《辉煌西区四十年（１９７３—２０１３）》

完成总纂 ５８ｂ

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１８１ｂ

惠民帮扶 ７３ｂ

婚前检查与计生服务 ２６７ｂ

火灾扑救 １０２ａ

霍乱监测 ２５６ａ

Ｊ

机动车尾气治理 １９６ｂ

机关党建 ８０ｂ

机关党建工作满意度测评 ４５ａ

机关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 ４６ａ

机关军事训练 ９９ａ

机关软件正版化 ２４９ａ

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管理 １２５ａ

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 ２１９ｂ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２５１ｂ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８３ａ

基层党建 ２７６ｂ２７８ｂ２８０ｂ

２８２ａ２８５ｂ

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项目立项 １２６ｂ

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２５１ａ

基础教育质量 ２３３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７ｂ

基础设施建设 ２６０ｂ

急需紧缺人才招聘 １２４ｂ

计划生育 ２７６ｂ２８０ａ２８１ｂ

计划生育宣传 ２６６ｂ

计量监督 ２１８ｂ

计生活动开展 ２６６ｂ

计生协会工作 ２６７ａ

计生优惠政策落实 ２６６ａ

技改项目 １４０ｂ

技能培训 １６８ａ

技术创新示范区创建 ２２９ａ

技术服务平台搭建 ２１７ｂ

技术管理 １４７ａ

技校教育 ２４１ａ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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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档案管理 ７４ａ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１０８ａ

加强农村、社区党员教育管理 ４５ｂ

加强乡镇街道纪检组织建设 ８３ａ

家庭教育专题讲座 ２３６ａ

价格认证 ２２５ｂ

监督检查 ８３ｂ

检查组接待 ７６ｂ

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重大项目

新模式 ４４ｂ

建立涉税信息交换机制 １８２ａ

建设项目环保审批 １９７ａ

“建言献策”活动 ９４ｂ

建筑业招投标监管 １９０ｂ

健康体检 ２６１ｂ

健康体检及培训 ２５４ｂ

健康知识竞赛 ２５２ｂ

降低厂用电率 １５０ａ

降低灰渣含碳量 １５０ａ

交通环境治理 １７０ａ

交通违法行为查处 １１３ｂ

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清香坪支行 １７６ａ

交通银行攀枝花分行陶家渡支行 １７６ａ

胶囊药品清查 ２２５ｂ

教师获奖 ２４５ｂ

教师培训 ２４２ｂ

教师培训培养 ２４４ａ

教师培养与参赛获奖 ２４１ａ

教师专业发展服务队成立 ２３８ｂ

教学改革 ２４３ｂ

教育 ３１ｂ

教育督导检查 ２４５ａ

教育督导评估 ２３５ｂ

教育机构卫生监督 ２５３ｂ

教育科研 ２４０ａ

教育科研课题开题 ２３７ａ

教育民生工程 ２３３ｂ

教育培训 １５４ａ

接种率抽样调查 ２５５ｂ

街道经济 ２７５ａ２７７ａ２７９ａ

２８１ａ２８２ａ２８４ａ

节能环保 １４４ａ

节能减排 ２０４ａ

节日专项整治 ２２４ａ

结核病、艾滋病防治知识竞赛 ２５８ａ

结核病防治 ２５７ａ

结核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总结会 ２５７ｂ

解决区属改制企业遗留问题 ２０５ａ

金融安全教育 １７２ｂ

金沙滩全民健身户外营地维修 ２６３ａ

金竹路建设加快推进 １７０ａ

禁毒严打行动 １１２ｂ

经济发展 ６２ａ

经济发展状况 ２８６ｂ

经济平稳发展 ３３ａ

经济税源调查走访活动 １８５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２２１ａ

经营管理 １４３ａ１４６ｂ

经营性服务业发展 １６３ａ

经营者无过错赔偿 ２１２ａ

精神病患者救助 ２７４ａ

景区绿化 １６６ｂ

警民座谈会 １０５ａ

纠风工作 ８３ｂ

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８１ｂ

九三学社西区支社 ９０ｂ

酒类随附单专项治理 １６３ａ

救灾物资储备 ２６９ａ

居民健康教育素养培训 ２５７ｂ

居民收入 ３０ｂ

举办ＭＳＭ人群社区活动 ２５７ｂ

举办妇女维权法律知识讲座 １１９ｂ

举办家庭教育巡回讲座 ９８ａ

举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学习

报告会 ４７ａ

举办首届迎新春趣味运动会 ２０８ｂ

举办学雷锋讲座 ９７ｂ

举办中共十八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４７ｂ

举行“１１９”消防宣传周启动仪式 １０５ａ

举行实体化大团委建设新建直属团

组织集中成立仪式 ９６ａ

Ｋ

开通纪检监察专业网站 ８６ａ

开通《西区之声》栏目 ４９ｂ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月”活动 １０４ｂ

开展“百千万·干群心连心”活动 ６２ａ

开展慈善助学助医活动 ２６８ａ

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１０３ａ

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２５３ｂ

开展党员网上接转组织关系工作 ４６ａ

开展“挂包帮”活动 ４６ａ

开展纪检监察系统“三项建设”

活动 ８５ａ

开展就业专项活动 １２７ａ

开展“量服”工作 ２７４ａ

开展“绿色”电脑进西部活动 ５２ａ

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 ２１４ｂ

开展“千名群众评机关”活动 ８４ｂ

开展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 ２４３ａ

开展“三大主题”教育活动 ４８ｂ

开展统一战线服务社区社会管理

工作 ５３ｂ

开展喜迎中共十八大系列活动 ４８ａ

开展学雷锋活动 ５１ｂ

开展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全国

试点区工作 ７１ａ

开展“质量兴区”活动 ２１７ａ

刊播《西区关注》 ５０ａ

看望留守儿童 ９７ａ

抗旱保电 １５２ｂ

抗旱防洪蓄水 ２８８ｂ

抗旱救灾 １３８ａ

考察学习 ２４６ａ

科技 ３１ａ

科技创新 １４４ａ

科技富民强县推进会 ２３０ｂ

科技攻关 １５７ａ

科技降成 １５５ａ

科普月宣传 ２２９ｂ

科研 ２６０ａ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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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 １７２ｂ１７３ａ１７３ｂ

课题研究 ２０１ａ

课题研讨 １８１ａ

控制煤炭外销 ２１６ｂ

口语交际示范课 ２３８ａ

矿产资源 ２８ｂ

矿产资源管理 ２１５ｂ

Ｌ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７６ａ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７９ｂ

劳动和社会保障 ２８１ｂ

劳动竞赛 １７２ａ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 １２３ａ

劳动与社会保障 ２８５ａ

劳模档案管理 ９４ａ

劳模座谈会 ９４ａ

老干部工作 ４５ｂ

“雷霆－１”集中清查行动 １１２ｂ

丽攀高速公路西区段工程建设 １６９ｂ

联合举行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仪式 ２３１ｂ

联系培训人大代表 ６０ｂ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８３ａ

廉政建设 １８７ｂ２６２ｂ

廉政谈话 ８２ｂ

廉政文化宣传月活动 ８５ｂ

粮食生产 １３２ａ

“两定点”监督检查 １２８ａ

“两个收入”统计 ２１９ａ

“两新”组织党建 ４４ｂ

林地清理 １３５ｂ

林业经济建设 ２８６ｂ

临聘人员管理 １２５ｂ

零点行动 １９６ｂ

领导调研 ２３４ａ

领导接访 ５６ａ

领导视察 １６８ｂ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２６６ａ

“流动仲裁庭”进病房 １２３ｂ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２６８ｂ

“六五”普法 １２２ａ

“六一”儿童节慰问 ９７ｂ

龙洞１１０千伏变电站开工建设 ２０８ａ

旅游收入 ３０ａ１６５ａ

绿盾执法检查 １３５ｂ

绿化美化 ２０２ａ

落实殡葬惠民政策 ２６９ｂ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８２ｂ

落实扶持就业优惠政策 １２７ａ

落实惠农政策 ２８８ｂ

Ｍ

麻风病防治 ２５６ｂ

麻疹及脊灰疫苗强化免疫和查漏

补种 ２５５ｂ

矛盾纠纷大调解 １１１ａ

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 １３７ａ

梅子箐水库扩建工程开工建设 ７０ａ

煤焦油深加工项目签约 ６９ａ

煤矿安全管理 ２８２ｂ

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２１１ｂ

煤矿关停并转 ２１１ａ

煤矿警示教育暨复产复工验收

工作部署大会 ２１１ｂ

煤矿瓦斯综合治理体系建设 ２１０ｂ

煤炭保供 ２１６ａ

煤炭采空沉陷区安全监管 ２７０ｂ

煤炭采空沉陷区居民安置 ２７０ａ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 ２１６ｂ

煤炭经营资格证年检 ２１６ｂ

煤炭生产 １４２ｂ

煤炭运输管理 １０１ａ

面源污染整治 １９６ａ

民办培训学校安全检查 ２３６ｂ

民兵实战演练 ９９ｂ

民兵整组 １００ｂ

民革西区支部 ８７ａ

民间组织管理 ２６９ａ

民进西区总支 ８９ａ

民盟西区总支 ８７ｂ

民生工程 ３１ａ３４ａ６５ａ２７８ａ

民营医疗机构量化分级管理 ２５３ａ

民族村经济发展 ２７１ａ

民族事务服务 ２７１ｂ

民族宗教宣传活动 ２７２ａ

名木古树保护 １９２ａ

Ｎ

脑瘫儿童康复救助 ２７４ａ

内控管理 １６０ａ

能耗统计 ７５ｂ

年检验照 ２１２ａ

农村妇女增补叶酸 ２５８ｂ

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 ２１５ａ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９６ｂ

农村“五保”老人供养 ２６８ｂ

农村饮用水监测 ２５７ｂ

农工党西区总支 ８９ｂ

农机安全检查 １３１ｂ

农机年检 １３１ｂ

农技“１１０”建设 ２３１ｂ

农技培训 ２８８ｂ

农技推广应用 ２２９ａ

农民工工资清欠 １２４ａ１９１ａ

农民收入 ２８７ａ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１３６ａ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２８８ａ

农业产业化发展 ２８６ｂ

农业科技项目工作会 ２３１ａ

农业总产值 ２９ｂ

农资市场整治 ２１２ｂ

女干部培训 ９８ａ

Ｐ

排污费征收 １９８ａ

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 １６２ａ

攀青煤炭物流中心建设前期工作

启动 ２０６ｂ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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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西工业贸易集中区发展规划》

通过评审 ７０ｂ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 １６２ｂ

攀西铁路物资集散中心开工建设 ７０ａ

攀枝花鸡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７０ｂ

攀枝花鸡养殖技术指导 １３３ａ

攀枝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区支行 １７６ｂ

攀枝花市建财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ｂ

攀枝花市九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ｂ

《攀枝花市西区２０１２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出台 ２０３ａ

《攀枝花市西区年鉴（２０１２）》

出版发行 ７７ｂ

《攀枝花市西区志（１９７３—２００５）》获

四川省第十五次地方志优秀成果

一等奖 ７７ａ

攀枝花苏铁授粉研究项目启动 ２０１ｂ

培训 ２６０ａ

棚户区改造 １４４ｂ

批捕“８·２９”事故犯罪嫌疑人 １１４ｂ

品牌战略 ２１７ｂ

评（调）残工作 ２６９ｂ

评估管理 １８７ａ

破案打击行动 １１３ａ

破获拐骗人口案 １１３ｂ

普法进校园 １１９ｂ

Ｑ

气候 ２７ｂ

企业军转干部维稳解困 １２６ｂ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１８４ｂ

启动三个“三年攻坚” ３３ｂ

签订共建大学生与社会实践基地

协议 ９６ａ

签署《“医检共建”实施意见》 １１５ｂ

欠税管理 １８３ｂ

抢险救援 １０１ｂ

“清剿火患”战役总结表彰大会暨

十八大消防安全推进会 １０５ｂ

清明节革命烈士纪念活动 ２６９ｂ

清香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创建

为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２５２ａ

清香坪污水处理厂截污管网配套

工程建设 １３７ａ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会 ２３４ｂ

区工商联换届选举 ５３ａ

区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 ２１１ｂ

区十届人大常委会会议 ５９ａ

区十届人大二次会议 ５９ａ

区委常委会议 ３６ａ

区委九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３５ｂ

区委九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３５ｂ

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 ４６ｂ

区政府常务会议 ６６ａ

区政协常委会议 ７８ｂ

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７８ａ

区总工会二届七次全委（扩大）会 ９３ｂ

渠道建设 １７１ｂ１７４ｂ

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 ２６８ｂ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５４ａ

全面推行公务卡改革 １８０ａ

全民健身月活动 ２６４ａ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督查 ２３０ａ

全区信访工作会议 ５６ｂ

全市首座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建成

６９ａ１６２ｂ２０７ａ

缺陷隐患治理 １５２ａ

群众健身活动开展 ２６４ａ

群众文化活动 ２４８ａ

Ｒ

燃料管理 １４７ｂ

燃烧器改造 １４９ｂ

人才工作 ４５ａ

人才评选推荐 １２４ｂ

人才引进 ２５９ｂ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 ７１ｂ

人大代表批评、建议和意见办理 ６１ｂ

人大代表视察调研 ６１ａ１２０ａ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合视察

环保工作 ８０ａ

人防工作 １０６ａ

人工干预实验 ２０１ｂ

人口变迁 ２９ａ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２９０ａ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 ２６５ａ

人力资源管理 １４３ｂ１５３ｂ１５７ａ１６０ｂ

人事任免 ６０ａ

融资 １７９ａ

融资管理 １４７ｂ

肉类市场屠宰场夜间突检 １６４ａ

瑞津工贸公司洗煤厂建成投产 ２０７ａ

Ｓ

“三八”妇女节文艺汇演 ９８ａ

三个“三年攻坚”启动 ６３ｂ

三级干部会议 ２８７ａ

三级联网 ７３ａ

“三结合”帮扶活动 ２６６ｂ

三星级饭店通过省级终评 １６８ａ

“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管理 １２５ｂ

森林保险试点 １３５ａ

森林病虫害防治试验 １３４ａ

森林防火 １３４ａ２００ａ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１３４ｂ

山火扑救 １０１ａ

商标培育与申报 ２１３ｂ

商品房开发建设 １９０ａ

上市动物检疫 １３２ｂ

少数民族纠纷处理 ２７１ｂ

设备改造升级 １５８ｂ

设备管理 １５５ａ１５６ｂ

设备检修维护 １５８ａ

设立《今日西区》专版 ５０ａ

设施建设 １５８ａ

社保资金专项审计 １２９ｂ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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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收支 １２９ａ

社会保障 ２８９ｂ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 ２２２ａ

社会保障资金审计检查 １２８ｂ

社会各界关爱特教 ２４５ｂ

社会管理创新 ２７６ｂ２７９ａ２８３ａ

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２００ｂ

社会事业 ３４ｂ６４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 １６３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３０ａ

社会宣传 ４９ｂ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２６９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１０ａ

社会组织管理 ２６９ａ

社区慈善爱心超市建设 ２６８ｂ

社区建设 ２７７ｂ２７９ｂ２８５ｂ

社区矫正 １２１ａ

社区矫正监督 １１５ｂ

社区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 １０４ｂ

涉密资料管理专项培训 ５７ｂ

申报老工业基地社会事业和产业项目

２０４ｂ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４４ａ

生产管理 １６０ａ

生产经营 １４２ａ１４８ｂ１５０ｂ

１５６ａ１５７ｂ１５８ｂ１５９ｂ

生产许可证管理 ２１８ａ

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１９２ｂ

生物资源 ２８ｂ

生猪屠宰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１６４ａ

省级园林城市复查工作部署 １９１ｂ

省市领导调研 ２０８ｂ

省政府督察组督察西区高考备考

工作 ２３５ａ

失业保险金办理 １２７ｂ

师资队伍建设 ２３３ａ

十一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７１ａ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２５２ａ

实施青少年帮护工程 １１８ｂ

实现成本倒逼目标 １４９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１３ｂ

食品安全监管 ２１７ｂ

食品抽检 ２１３ａ

食品生产培训与监督 ２１８ａ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２２４ａ

市场价格监测与行政事业性收费

年审 ２２５ａ

市场营销 １６０ｂ

市三十一中小学举办第三届

儿童漫画节 ２３８ａ

市政设施管护 １９４ａ

事业单位公招 １２４ａ

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１２６ａ

事业单位网上登记与年检 ５５ａ

视察“创卫”“民生工程”推进情况 ７９ａ

视察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７９ｂ

视察食品安全工作 ８０ａ

手足口病监测 ２５６ｂ

首次举办“执行开放日”活动 １１８ａ

首次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 ８５ｂ

受损房屋成因鉴定 ２７０ａ

“瘦肉精”监测 １３２ａ

蔬菜生产 １３２ａ

数字化医院创建 ２６２ａ

“双打”专项整治行动 ２１８ａ

水产养殖 １３７ｂ

水产养殖秩序整治 １３８ａ

水果生产 １３２ｂ

水环境专项治理 １３７ｂ

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协调 ２７０ａ

水网户表改造 １５８ａ

水政执法 １３７ｂ

水资源 ２８ｂ

税收调查 １８５ａ

税收稽查 １８７ｂ

税收宣传 １８７ｂ

税收宣传月系列活动 １８５ｂ

税收征管 １８７ａ

税源管理 １８６ｂ

“司法大拜年”活动 １１７ａ

司法服务 １１８ｂ

司法救助 １１８ｂ

司法培训 １２１ａ

司法所建设 １２０ｂ

司法行政调解 １２２ｂ

四川德胜集团攀枝花煤化工

有限公司 １４５ａ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生态旅游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获批复 １９９ｂ

《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获批复 １９９ｂ

四届十一次执委会 ９１ａ

送法进幼儿园 １１９ｂ２３６ａ

送温暖活动 ９５ａ

送文化下乡 ２４８ａ

送医下乡 ２６２ａ

苏铁文化旅游节开幕 １６７ｂ

苏铁艺术团成立 ２４９ａ

苏铁艺术团选手参赛获奖 ２４８ｂ

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工作检查 １２０ｂ

Ｔ

太阳沐歌乡村酒店举行开工典礼 １６６ａ

泰能工贸公司技改扩能工程前期

工作启动 ２０７ｂ

特别关爱行动 ９５ｂ

“特供”“专供”等标识酒类商品

清理 １６４ｂ

特殊教育科研课题立项 ２４６ａ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１７ｂ

提案办理督查 １９３ａ

提案工作 ８０ａ

提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

工作思路 ４０ｂ

提出三个“三年攻坚” ４０ａ

体育 ３２ａ

体育工作成绩优异 ２４０ａ

体育设施建设 ２６３ａ

天然林保护工程一期档案验收 １３５ａ

天然气工程建设 １９３ｂ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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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家卫生城市首次复审 ２５２ａ

通过依法关闭四煤矿的两个报告 ４０ｂ

通用定额有奖发票启用 １８３ｂ

统计从业资格培训考试 ２２０ｂ

统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 ２２０ａ

统计执法 ２２０ａ

统计资料编发 ２１９ｂ

统一战线迎春座谈会 ５２ａ

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１１８ｂ

土地巡回检查 ２１６ａ

土地资源 ２８ａ

土壤 ２８ａ

推荐“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 ５３ａ

推进２０１２年传统服务业发展

工作会召开 １６３ｂ

推进“两个普遍”建设 ９３ａ

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并联审批 ２０４ｂ

推进质量标准化 ２１８ｂ

推行国税地税联合办证机制 １８４ａ

Ｗ

完成“两纲”审定 ９７ｂ

完成“清流程、减资料”工作 １８４ｂ

完成“全市通办”推行工作 １８４ａ

完善人才培养就业模式 ２４４ｂ

完善“三位一体”效能监察机制 ５５ａ

完善质量档案 ２１７ａ

“万村千乡工程”店检查回访 １６４ｂ

网点转型 １７１ｂ

网格化管理 ２５３ａ

网络建设 １７２ｂ１７３ｂ１７４ａ２４９ａ

网上申报培训 １８６ａ

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 １７０ｂ

微小企业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执行

情况检查 １８０ｂ

微型课题立项培训会 ２３８ａ

“为民服务”宣传 １９３ｂ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０９ａ

维修市场管理 １７０ａ

卫片执法 ２１６ｂ

卫生 ３１ｂ

卫生监督信息 ２５４ａ

卫生行政处罚 ２５４ａ

卫生行政许可证发放 ２５４ｂ

卫生知识宣传培训 ２５４ｂ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５１ａ

文化 ３１ｂ

文化场馆免费开放 ２４７ｂ

文化培训 ２４７ｂ

文化市场安全监管 ２５０ｂ

文化市场执法检查 ２５０ａ

文建明工作法推进会 ２８７ｂ

文明城市创建 ５０ｂ

文史资料编撰 ８０ｂ

文艺采风与交流 ２４８ａ

文艺创作 ２４８ｂ

污染物总量减排 １９６ｂ

无照经营监管 ２１３ｂ

“五打两防三查”集中行动 １１３ａ

“五十百千”示范工程创建 １９２ａ

武装大巡防 １１４ａ

物资采购和物资仓储管理 １６０ａ

Ｘ

西部开发助学 ５１ｂ

西佛寺景区建设 １６５ａ

西区被评为“十二五”第一批省级

循环经济示范区 ７０ｂ

西区成功创建为省级依法行政

示范区 ６８ｂ

西区第十五届中小学生田径

运动会 ２６４ｂ

《西区机构编制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 ５４ｂ

《西区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稳定

培养暂行办法》出台 ４２ｂ

西区考察团赴东北老工业基地

学习考察 ６９ａ

西区首个业主委员会成立 １９０ｂ

西区首届电工、钳工、焊工技能

大赛 ９４ａ

吸毒人群集中干预 ２５８ｂ

洗煤集中区北线道路建成通车 ２０８ａ

洗煤集中区建设 ２０６ａ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救治 １２８ｂ

限期治理项目 １９７ａ

乡村少年宫建设 ５２ａ

相关产业生产经营 １４２ｂ

项目拓展 １４８ａ

项目与经费 ２２８ａ

消防安全培训 １０３ｂ

消防通道整治 １０２ｂ

消防业务培训 １０３ｂ

消防知识技能培训 １０３ｂ

消费维权服务 ２１４ａ

销售拓展 １７８ａ

小餐饮店专项整治 ２２４ｂ

小微企业发展服务 １８２ｂ

校安工程督查 ２３５ａ

校园建设 ２４４ａ

校园文学成果及研究获奖 ２３８ｂ

校园周边环境整治 ２３５ｂ２５０ａ

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 ５２ｂ

新村建设 ２８８ａ

新村聚居点建设 １９０ｂ

新农合参合 ２５１ｂ

新区建设与旧城改造 １８９ｂ

新闻宣传 ４９ａ

新兴服务业发展 １６３ａ

新《刑事诉讼法》学习 １１６ａ

新型工业化建设 １４１ａ

信访督导检查 ５６ａ

信访积案清理 ５５ｂ

信访事项复查 ５６ａ

信访维权 ９８ｂ

信访维稳 ２７１ｂ２８１ａ

信访与案件查处 ８６ｂ

信息发布 ２２５ｂ

信息工作 ３５ａ

信息与宣传 ２０２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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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文明市场评比 ２１４ｂ

刑事被害人救助 １１６ａ

行政区划 ２９ａ

行政执法 １３５ａ２１８ｂ２６７ａ

行政执法监察 ８４ａ

行装工作检查 １２０ｂ

形势任务教育 １５７ｂ

形势政策宣讲教育 ４７ａ

畜牧业生产 １３２ａ

畜禽免疫检测 １３３ａ

宣传报道 ２２６ａ

宣传培训 ２２７ｂ

学生获奖 ２４２ｂ

学术交流 ２６０ａ

学习培训 ２０２ａ

学习推广“文建明工作法” ４４ａ

学习型城市建设 ４８ａ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 ４７ｂ

学校概况 ２３３ａ

学校消防演练 １０４ａ

巡山守护 ２００ａ

Ｙ

延伸基层纪检组织建设 ５５ａ

严打侵财犯罪 １１３ａ

沿江环境安全检查 １９６ｂ

沿江快速通道西区段建设 １６９ｂ

扬驰胶业公司技改搬迁项目开工

建设 ２０７ａ

阳光家园计划实施 ２７３ｂ

“阳光政务之声”开通 ７３ｂ

药品抽验 ２２５ｂ

药品广告整治 ２２４ｂ

药械不良反应监测 ２２５ａ

药、械专项整治 ２２４ａ

冶金企业安全监管 ２１１ａ

业务发展 １７２ａ１７３ａ１７３ｂ１７７ｂ

业务培训 ７４ａ

业务拓展 ２６１ｂ

医保“无差别服务” １２９ｂ

医保业务档案通过达标验收 １２８ｂ

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记分管理 ２５３ａ

医疗卫生专项整治 ２５３ｂ

医疗业务 ２５９ａ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５ａ

依法行政 １７０ａ

依法治税 １８７ａ

依法治校示范学校验收 ２３８ｂ

移民服务 ２８０ａ

义务植树 １３４ｂ

艺体工作成绩优异 ２４０ｂ

艺体竞赛获奖 ２４６ｂ

疫情处理 ２５５ａ

应急分队集训 １００ａ

应急管理 ７２ａ

营销管理 １５８ａ１５８ｂ

营销项目工程管理 １５３ａ

优待抚恤补助金发放 ２６８ａ

优抚自然增长金发放 ２６８ａ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５４ｂ

优生促进工程实施 ２６６ａ

优质服务 １５２ａ１５８ａ

邮政收入 １７１ａ

邮政业务 １７１ｂ

友邻县（区）及企业考察团接待 ７６ｂ

幼儿园校车规范管理 ２３６ａ

幼教交流会 ２３６ｂ

舆情应对 ５０ａ

与法国大学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２４０ａ

《玉泉赋》雕塑落成 ２４９ｂ

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

阻断 ２５８ｂ

园林绿化管护 １９４ａ

园区北线道路次干路１号支线

建成通车 ２０７ｂ

园区被确定为省“十二五”第一批

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２０５ｂ

园区党建 ２０９ａ

园区获“川商产业园”称号 ２０５ｂ

园区领导班子调整 ２０５ａ

园区绿化工程设计方案通过评审 ２０８ａ

园区洗煤集中区次干路至众一煤

化工公司道路施工图通过评审２０８ｂ

园区至丽攀高速公路庄上出口

连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编制完成 ２０８ａ

园区至宁华路段连接线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编制完成 ２０８ａ

源头治超 １７０ｂ

远程培训学习点建设 １７２ａ

孕产妇及儿童保健 ２５８ａ

孕产妇及儿童信息监测 ２５８ａ

Ｚ

在建企业纳税服务 １８３ａ

暂住人口大清查 １１４ｂ

增值税低税负管理 １８３ａ

战备工作 １００ａ

招商引资 ３０ａ

招投标、比选监管 ２０４ｂ

召开中共十八大精神学习会 ４７ａ

侦破“１０·１７”重大交通肇事

逃逸案 １１３ｂ

珍稀濒危植物专项调查 ２００ｂ

镇十一次团代会 ２８７ｂ

镇十一届人代会二次会议 ２８７ａ

争创“两个一流” １１９ａ

争取环保专项资金 １９７ｂ

争取上级资金补助 １７９ａ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２０４ａ

争取资金支持 １４１ａ

征兵工作 １００ｂ

征地拆迁补偿 ２７０ｂ

政法队伍建设 １１１ｂ

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１８０ａ

政府大楼安全保卫 ７６ａ

政府法制建设 ７１ｂ

政府工作会 ６５ａ

政府集中采购 ７５ｂ

政府全体会议 ６５ｂ

政务调研 ７２ｂ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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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 ２５２ｂ

政务信息公开 ７２ｂ

政银座谈会 ６５ａ

政治学习 １０１ｂ

支部建设 １１６ｂ

支持民主党派参政议政 ５２ｂ

职工登山活动 ９５ｂ

职工培训 １５５ｂ

职业技能鉴定 ２４２ａ

职业培训 １２７ａ

植物区系地理及苏铁保育研究 ２０１ｂ

指导特殊教育实习 ２４６ａ

志愿服务 ５１ｂ

制订《攀枝花市西区地方志工作

“十二五”规划》 ７７ｂ

制订《攀枝花市西区中长期人才

发展规划》 ４３ａ

制定“百千万·干群心连心”

活动实施意见 ４１ａ

制定环境综合整治“三年攻坚”

实施意见 ４０ｂ

制定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进优惠

政策 １２５ａ

制定开展法治西区创建活动意见 ４０ａ

制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４１ａ

制定政法综治信访维稳十项制度 １０７ａ

质量管理 １５５ｂ

质量监督 ２１７ｂ

“致公爱心鼓号队”器材捐赠 ５３ｂ

致公党西区支部 ９０ａ

中共十八大及省党代会期间信访

稳定 ５５ｂ

中共十八大期间保密安全 ５７ｂ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分行陶家渡支行 １７６ａ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

实录（２０１１）》出版发行 ５８ｂ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执政

实录（２０１１）》撰稿培训 ５８ｂ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组织史资料（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出版发行 ５８ｂ

中国建设银行攀枝花分行河门口

支行 １７６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

分行大水井街支行 １７５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

分行清香坪东街支行 １７５ｂ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

保护法》宣传 ５３ａ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宣传 ２７２ｂ

中秋茶话会 ５２ｂ

中小学生校园艺术节落幕 ２３６ａ

种植养殖技术培训 ２２９ａ

重大活动接待 ７６ｂ

重大理赔 １７７ｂ

重大项目建设 ３４ａ１３９ａ２０３ｂ２０６ａ

重点单位“户籍化”管理 １０４ｂ

重点电力项目建设 ２０４ａ

重点工作服务 １１９ａ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报批 ２１５ａ

重点税源监管 １８２ａ

重点行业整治 ２１３ａ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费补助 ２６８ａ

重症病房开诊 ２６２ａ

重症、慢性病及异地居住申办 １２８ａ

“周末大讲堂”活动 １９３ａ

猪肉检查 ２１３ａ

专家踏访苏铁景区 １６５ａ

专利知识培训 ２３２ａ

专题研究贯彻落实“三大主题教育”

活动实施意见 ４１

专武干部训练 ９９ｂ

专项调查 ２１９ｂ

专项治理 ８４ａ

专业技术职称管理 １２５ｂ

庄上村提灌工程建设 １３７ａ

庄上花卉产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７０ｂ

庄上农产品交易市场项目对接 １６１ｂ

资金投入 １７９ｂ

资金支持 ２０２ａ

资源接续与项目储备 １４３ａ

资源专项整治 １９９ｂ

紫茎泽兰项目建设 １３１ｂ

紫茎泽兰综合利用项目前期工程

启动 ２０６ｂ

宗教场所建设 ２７２ｂ

“宗教慈善周”活动 ２７２ｂ

宗教法规政策培训 ２７２ａ

宗教活动场所监管 ２７２ａ

总结表彰会 １１２ａ

综合信息化建设 １４４ａ

综合应急救援大队成立 １０４ａ

综合应急救援业务培训 １０４ａ

综治维稳 ２７８ａ２８３ａ２８４ｂ２８９ａ

走访慰问 ２６８ａ

组团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西部

国际博览会 １６１ａ

组织非公有制企业高管参加礼仪

培训 ９１ｂ

组织流动儿童参加“童缘”夏令营

活动 ９６ｂ

组织模拟法庭 １１８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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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索引

　　表１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技改项目产能设计情况 １４０

　　表２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涉农补贴类资金使用情况 ２９０

　　表３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３０５

　　表４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国内生产总值 ３０５

　　表５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农村居民现金收支情况 ３０６

　　表６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城镇居民现金收支情况 ３０６

　　表７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农业生产情况 ３０７

　　表８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工业生产情况 ３０７

　　表９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产量 ３０７

　　表１０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情况 ３０８

　　表１１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３０８

　　表１２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商贸经济情况 ３０９

　　表１３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３０９

　　表１４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财政税收情况 ３１０

　　表１５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各县区主要经济指标 ３１１

　　表１６　２０１２年中共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重要文件索引 ３１２

　　表１７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重要文件索引 ３１２

　　表１８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先进单位（集体） ３１４

　　表１９　２０１２年攀枝花市西区先进个人 ３２２

·８３３·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页 9
	页 10
	页 11
	页 12
	页 13
	页 14
	页 15
	页 16
	页 17
	页 18
	页 19
	页 20
	�
	编委1.pdf
	目录2.pdf
	英文目录3.pdf
	正文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