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说明
一、《甘肃年鉴（２０２１）》是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写的系统
记述全省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二、《甘肃年鉴（２０２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突出年度特色，全面、客观、真实、系统地记述全省各地、各部 门、
各行业基本情况，为促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各界了解甘肃、研究甘肃提供基

本资料和历史借鉴。
三、《甘肃年鉴（２０２１）》增加＂脱贫攻坚特载＂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类目，

对市（州）县（市、区）概况类目进行调整，从２０２１卷起不再收录县（市、区）概况。
四、《甘肃年鉴（２０２１）》＂脱贫攻坚特载＂，旨在记述全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辉煌业绩和付出的艰辛努力，重点突出反映了＂十三五＂时期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记述时限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为保证记述内容的完整性，部分内容的记述时限做

了适当上溯下延。
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收录＂十三五＂期间受中共中

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脱贫攻坚英模
事迹收录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已故的人物，以生年为序。全省其他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收

录２０２０年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和甘肃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

人物。
六、《甘肃年鉴（２０２１）》设类目、分目和条目３个层次，部分分目下设次分目，以条

目作为记述的基本形式。共设脱贫攻坚特载、２０２０年大事记、省情概览等３０个类目。
七、《甘肃年鉴（２０２１）》所载内容和数据，由省直各部门、单位、社会团体、行业组

织、企事业单位和市（州）提供；插页及正文照片，均由有关单位提供。
八、《甘肃年鉴（２０２１）》附电子版（光盘），插装于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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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到甘肃调研

省管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全员综合业务培训班

常委会工作 ………………………………………２３６

信访举报线上系列宣传活动

协商议政

省纪委监委对派驻（出）机构干部全员培训

凝聚共识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培训班
纪检监察 ……………………………………………２３９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
委员会甘肃省监察委员会

聚焦贯彻中央精神谋划推进工作

政治监督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重要会议…………………………………………２３７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会议
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惩腐打

伞＂视频会议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推动作风转变

巡视利剑作用
反腐败斗争

持续深化改革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部署暨全省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视频会
市州纪委书记学习贯彻中央纪委领导人在甘调研

讲话精神座谈会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惩腐打伞＂专项巡

视整改暨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视频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１

调查研究
提案建言
政党协商
政协协商

全省重点追逃追赃案件推进会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２４１

古浪县脱贫攻坚省直帮扶单位工作联席会议

参政议政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

课题调研

重要活动 …………………………………………２３８ 建言献策
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２４２思想政治引领

参政议政
社会服务

服务青年工作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２

团的基层建设

青年就业

参政议政
课题调研
民主监督

，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２４７

技能培训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巾帼扶贫车间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３

家风建设、家园美化

参政议政

维权关爱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２４７

民主监督

文艺活动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２４３ 文艺创作

参政议政

文艺展演

社会服务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２４９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２４４ 生活补贴和评残补贴
托养补贴和助盲就业
商会改革发展

＂双百千＂培育工程

残疾人康复救助

＂千企调研纾困＂行动

残疾人权益保障
残疾人教育就业

群众团体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２４９

公益事业发展
甘肃省总工会………………………………２４５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成立

劳动和技能竞赛

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成立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２５０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服务职工群众

学术交流合作

工会基层组织建设

首届寒区旱区水环境国际论坛

共青团甘肃省委 ……………………………２４６ 甘肃省法学会 ………………………２５１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换届工作

目 录 ９

２Ｐ杂

甘肃

法治宣传

服务保障

法学研究

双拥共建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２５１

人民防空……………………………………２５４

疫情捐赠
联络交流

工程管理
易地建设费管理

年鉴 甘肃省慈善总会 …………………………………２５１ 宣传教育
２０２１ 疫情募捐

战备建设

慈善募捐

政法工作…………………………………………２５５

慈善项目

平安甘肃建设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５２

社会保障服务

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社会治理

社科宣传普及

法治体制建设

社会组织管理和高校社科联建设

法治政府建设 …………………………………２５５

军事 法治

综述
行政立法
行政执法

甘肃省军区 ………………………………………２５３ 行政复议与应诉

思想政治建设
战备训练
国防动员
基层建设

法律事务
备案审查

后装保障
征兵工作

打击违法犯罪

学生军训
抢险救灾

护航经济发展
智慧公安建设

双拥共建

深化公安改革

公安工作………………………………………２５６

维护政治安全
公共安全管理

退役军人事务 ……………………………………２５４交通安全管理……………………………………２５７

就业安置

交通安全治理

服务体系

＂智慧交管＂建设

权益维护

道路交通管理网格化

１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检察工作…………………………………………２５７ 农村综合改革

六项重点工作

刑事检察

民事检察
行政检察

公益诉讼
检察改革
法院工作…………………………………………２５８

农业机械化
农机购置补贴
畜牧业和兽医事业 ………………………………２６２

粮改饲工作

为民服务

生猪生产扶持措施

司法改革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智慧法院建设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司法行政…………………………………………２５９

非洲猪瘟防控

年鉴
２０２１

生猪屠宰及监管

人民调解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法律服务体系

人畜共患病防控

司法行政改革

兽药产业

监狱管理

兽药质量监管
动物防疫补助

普法宣传工作

甘肃

畜禽种业
饲草产业
奶业生产
生猪生产

职能建设
重点工作

面７拿Ｔ

林业草原资源管理 ………………………………２６５

农业 林草业 水利

综述
林草改革

农业农村发展 …………………………………２６１ 退耕还林工程

农业发展
粮食生产
特色产业

退耕还草工程
退牧还草工程

畜牧养殖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绿色农业

渔业

林草生态扶贫
国土绿化

农村人居环境

保护地体系建设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目 录｜１１

，
甘肃

湿地保护修复

综述

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创建

重点项目建设

森林资源保护

供水补水

野生动植物保护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 …………………………２７０

草产业发展

年鉴 林果产业

２０２１ 森林旅游
林草科技创新

综述
灌区管理
项目建设
引洮工程建设 ……………………………………２７０

白龙江林业管理 ………………………２６７综述
造林育林
林区管理

灌区管理

工 业

小陇山林业实验管理 ……………………………２６７

人工造林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经济…………………………………………２７１

林业生态建设

＂六稳＂＂六保＂工作

水利建设…………………………………………２６８

供水用水
重大水利工程
农村饮水安全
水旱灾害防御

生态产业发展
＂三化改造＂工作
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创新平台培育
钢铁工业……………………………………………２７２

水利规划

综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流域治理

有色金属冶金工业…………………………２７２

河湖长制

综述

水土保持
民生水利

镍钴产业

水利改革
节约用水

稀土产业

铝产业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大入秦工程 ………………………………２７０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

金融业

中铝连城分公司
建材工业与轻工业 ……………………………２７４

建材业
轻工业
石化工业……………………………………………２７４

金融调控管理 ………………………………２７９

金融宏观调控

甘肃
年鉴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

外汇管理
绿色金融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

金融服务发展

综述

。
Ｉ门拿Ｔ

２０２１

煤炭工业………………………………………２７４ 金融改革创新

地质勘探

银行与保险监管 ……………………………２８１

甘肃煤田地质局

银行业运行综述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保险业运行综述

装备制造业和中小企业…………………………２７５ 服务实体经济

装备制造业

规范市场秩序

中小企业

证券监督管理 …………………………………２８１

电力工业 ………………………………………２７５综述

综述

监督管理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地方金融监管……………………………………２８１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绿色金融发展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公司

部分金融单位…………………………………２８２

建筑业 ……………………………………………２７８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生产经营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市场拓展
商业地产布局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

产业培育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

现代服务业
科技研发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国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

目 录１３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贸流通
ＴＤＯ１

烟草生产销售 ……………………………………２８９

烟叶生产
卷烟经营
专卖管理
打假打私
物流管理

甘肃 商业贸易……………………………………………２８５
年鉴 国内贸易
２０２１ 对外贸易
网络建设
对外经济合作
利用外资
招商引资

通道物流
口岸建设
经济合作 ……………………………………２８７

市场监管
贸易促进 …………………………………………２９０

国际经贸展览
商事法律服务
投资贸易促进

综述

交通运输 通信

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推介

交通运输 ………………………………………２９１

第二十六届兰洽会

综述

发展营商环境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供销合作 …………………………………………２８８

运输服务保障

综述

行业治理体系建设

综合改革

绿色智慧交通建设

经营服务

路衍经济发展

粮食和物资储备 …………………………………２８８

安全与应急

综述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２９３

地方粮食储备建设和管理

综述

物资储备管理
粮食市场供给

疫情防控

公共资源交易 ……………………………………２８９

全省高速公路ＥＴＣ建设

综述
服务平台建设
１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优化收费
平安高速建设
撤销省界收费站

高速公路限速标准调整

铁路运输…………………………………………２９４

移 动 ……………………………………………２９９

综述

综述

信息网络建设

基础设施
运输安全
建设投资

联 通…………………………………………３００

路外安全环境整治
航空运输 …………………………………………２９５

ＩＴ门拿重

甘肃

综述

年鉴
２０２１

服务社会

经济管理与监督

综述
航空物流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通航５０周年

发展与改革 ………………………………………３０１

规划政策制定

甘肃省民航机场建设集团

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建设 …………………………２９７农业生态建设

资本运营

交通能源项目建设

项目投资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

抢险救援、参与灾后重建

重点领域改革

通 信…………………………………………２９７ 扩大对外开放

综述

价格调控监管

５Ｇ组网建设发展

保障改善民生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国有资产监管 ……………………………………３０２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

经济运行
国企改革

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

９ 产业布局
邮 政……………………………………………２９９

综述

市场监管……………………………………３０３

行业安全监管

综述
登记注册

电 信 …………………………………………２９９

信用监管

综述

行政许可

服务保障

综合行政执法

快递服务与建设

目 录 １５

反垄断工作

三大攻坚战资金保障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

促进经济企稳回升

网络交易监管

保障改善民生

， 广告监管
甘肃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年鉴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２０２１ 计量工作

兜牢县级＂三保＂底线

国家财政监管 ……………………………………３１２

政策落实
部门预算监管

标准化工作

转移支付资金监管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会计监督检查

食品药品监管 ……………………………………３０６ 地方审计监督…………………………………３１２
食品安全协调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审计成果

食品流通领域监管

扶贫和乡村振兴审计

餐饮服务食品监管

财政审计

药品监管

民生审计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知识产权保护 ……………………………３０８ 经济责任审计

商标专利监管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投资审计
金融审计

国家税务 …………………………………………３０９

税费收入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

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

减税降费工作
税种管理
征收管理
税务稽查
财政地方监管 ……………………………………３１０

全省预算执行
政府债务

项审计
国家审计监督 ……………………………………３１３

审计成果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

中央政策资金支持

扶贫审计
资源环境审计

财政平稳运行

统计调查与监测…………………………………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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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国土空间规划

调查业务工作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调查统计服务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耕地保护与监督

脱贫攻坚普查

地质矿产管理……………………………………３１８

Ｎ门拿育

１４ 矿产资源现状
海关监管 ………………………………………３１４
出入境监管防控

地质勘查

打击走私犯罪

矿业权管理

综合治税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优化营商环境

地质灾害防治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能源监管 …………………………………………３１５ 地理测绘与监管 …………………………………３２０

市场监管
行业监管

基础测绘

电力安全监管

测绘地理信息监管

资质许可监管
电力稽查

城市建设 …………………………………………３２１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

煤矿安全监察…………………………………３１６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
老旧小区改造

综述

煤矿安全专项整治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安全风险管控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村镇建设…………………………………………３２２

农村危房改造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传统村落保护
住房保障……………………………………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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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脱贫攻坚大事记
【２０１６年】
３月１８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主持召开省政府
第１１３次常务会议，审议加快推进＂十三五＂易地扶贫搬

迁工作方案等事宜。
３月３０日—４月１日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到临夏州康乐县、定西市临洮县调

研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

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强调要精准发力，持续推

进，打赢全面改善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攻坚战。
９月２７日 首届＂中国扶贫论坛＂在定西市开幕。十
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出席开幕式并宣布

论坛开幕，林铎发表题为《聚焦精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补齐短板助力实现全面小康梦》的主旨演讲。

１０月１３日一１４日 全国＂巾帼脱贫行动＂现场推进

４月１６日一１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
长赵乐际到舟曲调研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会在陇南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
主席沈跃跃，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４月１７日一２０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带领全国政

书记宋秀岩，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出席会议并

协调研组到甘肃省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易地

搬迁＂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５月１０日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甘肃省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

督导实施方案》。
７月５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扶贫办、中央军委

讲话。
１１月２４日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产业

扶贫专项贷款工程实施方案》。
１２月２１日 林铎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
目记者专访，介绍甘肃省脱贫攻坚，尤其是电商扶贫方

面的经验。

后勤保障部在兰州召开全国健康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９月２１日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兰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２０１７年】
６月７日一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脱贫攻坚特载｜ １

，

赴定西市和临夏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

８月３日一５日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率领天津市党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政代表团来甘肃省考察。５日上午，两省市在兰州召开

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

合作交流和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及对口支援工作座谈

实中央和省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策部署，用精细精

会。林铎和李鸿忠讲话，唐仁健和天津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段春华分别介绍有关情况。考察期间，林铎、李

确精微的＂绣花＂功夫，提高帮扶的针对性和精准度，
立足自身优势，做大做强做优富民产业，确保贫困群众

甘肃 脱贫致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６月２６日 全省脱贫攻坚推进大会在兰州召开。林铎
年鉴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２０２４１

鸿忠等两省市领导在甘南会见天津市援甘干部。天津市
党政代表团深入合作市贫困乡村实地考察帮扶项目实施
情况，看望建档立卡贫困户，并到涉农企业进行调研。

８月１５日一１６日 林铎在平凉调研。强调要做大做
强做优特色优势产业，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坚决打赢

要论述和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工作部署，认清面临
形势，下足＂绣花＂功夫，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明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确的责任和更加严实的作风，推进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

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创新方式方法，以＂绣花＂的功

实见效。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会议，并传达习

夫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程。
８月２９日 全国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经验交流会暨村企
对接活动在兰州举行。 通过经验交流、村企对接，引领

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７月８日 刘延东在甘肃出席全国打赢教育脱贫攻坚

战现场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８月１７日—１８日 林铎深人武威、金昌两市调研。

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发展，以产业发展推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

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推动教育

９月１１日 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题工作会议

扶贫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让贫困地区学生接受良好教

在兰州召开。林铎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唐仁健主持并讲
话。孙伟传达国务院扶贫办对甘肃省脱贫攻坚督查巡查

育，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作出贡献。

７月１２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一行在兰

有关情况。

州听取甘肃省的脱贫攻坚工作汇报。
７月１５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在兰州召

１０月１０日 甘肃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暨中央单位定点
扶贫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在兰州召开。孙伟代表省委

开会议向甘肃省反馈督查意见。

省政府向天津、厦门、青岛、福州四市和３３家中央定点

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党组书记巴特尔一行。

扶贫单位一直以来的倾力帮扶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１０月１７日 在第四个国家扶贫日，第二十五个国际

林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国家民委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各项

消除贫困日之际，林铎、唐仁健分别作出批示，要扎实

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国家民委在甘肃经济

开展好扶贫日系列活动，更广泛地动员引导社会各方面

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倾斜和扶持力度。

的力量，关心贫困群众、支持贫困地区，积极参与扶贫

７月１７日 林铎、唐仁健在兰州会见来甘调研的中央

７月１９日一２０日 林铎到所联系的东乡县，调研督
查脱贫攻坚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抢抓政策机

济困，进一步凝聚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１１月１日一３日 孙伟到陇南市康县、文县和甘南州

要按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要求，紧盯＂两不愁三保

舟曲县、迭部县，深入乡村、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农户家中，察看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开发、易地
扶贫搬迁、灾后重建等工作情况。

障＂目标，认识再提升，措施再精准，工作再靠实，力

１１月１０日 全省脱贫攻坚重点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

度再加大，劾力同心，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硬

议在兰州召开。唐仁健作重要讲话，孙伟出席会议并

遇，迎难而上、苦干实干，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唐仁健到所联系的宕昌县两河口镇调研。强调

仗之中的硬仗。
７月２５日—２８日 省委副书记孙伟在联系的积石山

县调研，强调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采取超常措施补齐
短板弱项，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

的硬仗。
７月２８日《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由甘肃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通
过，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讲话。
１１月１５日—１７日 唐仁健深入平凉部分县区的贫困
村和企业，调研脱贫攻坚。
１１月２１日—２２日 林铎在定西市调研脱贫攻坚。
１１月３０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在兰州召开２０１７年
第四次会议。林铎、唐仁健先后讲话。会议研究审议扶

贫开发工作考核评估方面的有关办法和方案，听取领导

小组有关成员单位支持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

汇报。
１２月５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两
州一县＂脱贫攻坚和全省农村＂三变＂改革等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一１８日 孙伟在陇南市调研。深入礼县崖
城镇草坡村、西和县洛峪镇古合村、成县纸坊镇刘家山
村等深度贫困村，了解贫困状况和脱贫工作。

１２月１８日一１９日 全省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现场会

在陇南市召开。
１２月２６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节目《做客中央台》，畅谈脱贫攻坚、县域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工作。
３月１２日一１５日 孙伟到临夏州、甘南州、定西市
调研，随机选择深度贫困村进村入户走访，察实情、看

其贫。
３月２３日一２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胡春华深入甘南州、定西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４月１日 林铎在临夏州、陇南市专题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
４月１０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总书记在中央宣传部呈报的《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推动
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寻乌扶贫调研报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２０１７年省级党委和政

告》上的重要批示，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部署构建生
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等工作。

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落实的具体意见，进一步安排部署

△ 全省产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唐仁健

讲话。
【２０１８年】
１月８日—９日 孙伟在平凉市庄浪县调研，深入了
解支柱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带动贫困户增收情

５月８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安排部署脱贫攻坚

等工作。

情况，看望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题＂开展调研。１９日下午，考察团在兰州召开调研反馈

１月９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在兰州召开２０１８年第
一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

会反馈意见。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扶

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临夏召开。

取有关部门脱贫攻坚工作汇报。

１月１２日一１３日 省委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工作会

议在兰州召开。会议讨论通过《甘肃省贯彻〈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意见》。省
委省政府与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脱
贫攻坚任务重的１３个市州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
１月１５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１７７次常务会
议，通过《助力脱贫攻坚加快自然村组道路建设实施方

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
２月６日一７日 唐仁健深入宕昌、徽县、西和、礼

县等地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２月７日 林铎到平凉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５月２１日 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中央企业深度贫困
２９日 甘肃省四川省脱贫攻坚工作交流座谈会在成

都举行。
６月１日 唐仁健率领甘肃省代表团在四川学习考察

脱贫攻坚工作。
６月４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届省政府第１３次常务会
议，部署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扶贫产业发展和贫困村农民

合作社建设事宜。
６月８日 林铎到帮扶联系县东乡县， 专题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
６月１２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工作年行动作出的
重要批示以及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 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脱贫攻坚等工作。
６月１４日一１５日 唐仁健在陇南市调研脱贫攻坚

２月２５日一２８日 孙伟在庆阳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工作。

３月７日 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甘肃省代表

６月１６日 林铎在定西市通渭县调研脱贫攻坚战
工作。

团在人民大会堂甘肃厅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林
铎、唐仁健等分别围绕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旅游强
省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一带一路＂建设、做大做强特

色产业等回答记者提问。
３月１１日 林铎受邀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会特别

２０２１

５月７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二届省政府第１０次常务
会议，研究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

况，深入了解群众生产生活、脱贫攻坚进展及帮扶工作

作要点》《甘肃省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法》，听

甘肃
年鉴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工作。

５月１６日一１９日 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赴临夏、
天水、陇南、定西等地，就＂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扶贫问

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审议《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脱贫攻坚工

，

６月２６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赴四川省学习

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汇报，学习研究四川脱贫攻坚先
进经验，进一步安排部署甘肃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关工作。

６月２８日 福建省福州市和甘肃省定西市扶贫协作座

脱贫攻坚特载｜ ３

谈会在福州市召开。
６月２９日 福建省厦门市和甘肃省临夏州扶贫协作座

谈会在厦门召开。
△ 山东省青岛市和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协作座谈会

ＰＯＴ

甘肃

在青岛召开。
△ 省政府批准皋兰县、崆峒区、正宁县、两当

县、临夏市、合作市等６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

年鉴 序列。
２０２１

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

１０月１０日 省政府批准七里河区、凉州区、民勤

县、永昌县、瓜州县、甘州区、高台县、山丹县、民乐
县、肃南县、西峰区、白银区等１２个插花县（市、区）
退出贫困县序列。
１０月１１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在陇西县、渭源县
调研中医药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

△ ２０１８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在渭源分

７月２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届省政府第１７次常务会

会场举行中药材产业扶贫论坛，省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

议，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农业保险助推

界代表就中药材产业扶贫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献计献策，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决定大力开展农业保险＂增品扩面

共谋发展。

提标降费＂工作，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风险保障。

１０月１７日 中央第一巡视组对甘肃省开展脱贫攻坚

△ 甘肃省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成立。唐仁健出
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专项巡视工作动员会召开。

△ 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议在兰州召开，

保险捐赠仪式在兰州举行。

１０月１９日 全省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人身意外伤害

表彰２０１７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１０月２２日一２３日 由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

７月１７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

中国光彩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共同举办的全国＂万企

全体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甘肃省乡

帮万村＂产业扶贫现场推进会在兰州新区召开。会议传

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和《中共甘肃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

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

民营企业家的回信，对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出部署。中央

施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好二大攻坚

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中国光彩会会长

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乡村振兴

徐乐江出席会议并讲话。

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林铎受省委常委

会委托报告工作，并作总结讲话。唐仁健就有关文件作

说明。
８月１６日 ２０１８甘肃·陇南油橄榄产业助推脱贫新

产品推介会在北京召开。
８月２４日—２５日 林铎深入兰州市和武威市，就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进行广泛调研。

８月２９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８年第七次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听取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深
度贫困县＂一户一策＂ 工作进展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

下一阶段工作。林铎、唐仁健讲话。

９月１日 天津市甘肃省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
暨帮扶项目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
９月１４日 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在

临夏州召开。
９月１９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在兰州召开２０１８年
第八次会议。林铎主持会议并讲话，唐仁健出席会议并

讲话。
９月２９日 全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暨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０月２８日 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巾帼扶贫车间＂推

进会召开。

１１月１日 省委省政府在兰州召开以＂千企帮千村助
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林铎出席并

讲话，唐仁健主持座谈会。
１１月１５日一１７日 林铎深入陇南市、天水市调研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
１１月１５日一１６日 全省扶贫车间建设暨就业扶贫现
场推进会在天水、平凉召开。

１１月２２日一２３日 林铎深入甘南州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
△ 孙伟带领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武威市古浪
县、白银市景泰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现场办公协调解

决具体问题。
１２月５日一７日 孙伟带领临夏州代表团到厦门市考
察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１２月８日 林铎深入东乡县，就脱贫攻坚、产业发展

等工作进行调研。
１２月１２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安排部署省政府

系统学习贯彻工作。

信县、华亭市、成县、徽县、夏河县、卓尼县、碌曲

【２０１９年】

县、玛曲县、迭部县等１８个县（市、区）退出贫困县

１月１３日一１４日 中共中央政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序列。

席汪洋在临夏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看望慰问贫困群众
和基层扶贫干部。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４月２９日 全省脱贫攻坚重点领域政策落实专题培训
班在兰州开班。唐仁健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

５月９日一１０日 林铎深入陇南市，就脱贫攻坚＂３＋

中对扶贫干部的亲切关怀和对脱贫工作的殷切期望转化
为强大的工作动力，坚决攻克深度贫困的堡垒，确保如

１＂冲刺清零、产业扶贫、抓党建促脱贫等工作进行

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调研。
５月１７日 唐仁健在定西调研＂３＋１＂冲刺清零行动

１月１６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汪洋在临
夏州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

落实情况。

贯彻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１月１８日 中央第一巡视组向甘肃省委反馈脱贫攻坚

在渭源县召开。
６月１９日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２０１９年第八次

专项巡视情况。

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工农＂工作论
述摘编》，全面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

暨省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神，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唐

第一次会议兰州召开。林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的重要指示精

仁健出席会议，孙伟主持。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韩俊应邀作专题辅导报告。

神，传达学习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和有关会

６月２０日 甘津两省市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对接

议、有关通报精神，审议通过《甘肃省中央脱贫攻坚专

会在兰州举行。

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等文件，研究部署２０１９年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

△ 林铎、唐仁健在兰州会见来甘调研定点扶贫工
作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肖亚庆一行。

２月２６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提出贯

７月５日 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在白
银市平川区王家山镇大营水村齐家大岘隧洞进口举行开

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工动员大会。

２月２８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７月８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

议，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部分重点篇目，学习

议，学习《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

意见》。

３月２５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２０１９年中央脱贫攻坚专
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林铎主持会议并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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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２１日 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

２月２３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会议

贯彻落实事宜。

面门拿Ｔ∶

７月１５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５９次常
务会议，安排部署脱贫攻坚冲刺清零工作。

７月１６日 台盟中央对口甘肃省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座

作总结讲话。

谈暨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

３月２９日一３０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改革
委主任何立峰在甘南州开展调研。林铎汇报甘肃省脱贫

央主席苏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唐仁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７月１９日 孙伟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挂职干部座

攻坚有关情况。

谈会。

４月１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４６次常务

８月１日 全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推进会召开。孙伟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元平传

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４月１５日 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４８次常
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
扶贫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部署推进中央脱贫攻坚专项

西召开。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及脱贫攻坚＂３＋１＂冲刺清零行动

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兰州举行。

事宜。
４月２８日 省政府批准永登县、榆中县、玉门市、平

９月１０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甘肃省脱贫攻坚
督查组在兰州召开会议向甘肃省反馈督查意见。

川区、景泰县、武山县、甘谷县、泾川县、灵台县、崇

９月２３日—２４日 林铎深入东乡县调研脱贫攻坚

９月５日 福州定西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推进会在定
９月６日 甘肃省纪念＂希望工程＂实施３０周年暨共

脱贫攻坚特载｜５

工作。
９月２５日—２７日 林铎深入庆阳市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

，

甘肃

６月１８日 福建省厦门市和甘肃省临夏州扶贫协作座
谈会在厦门市召开，共商深化扶贫协作有关事宜。

６月１９日一２０日 甘肃省党政代表团在山东省青岛

９月２７日一２８日 林铎在平凉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１０月１０日 林铎在通渭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市考察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召开山东省

１０月１６日一１８日 林铎深入陇南市武都区、西和

青岛市和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协作座谈会。林铎出席并讲

县、礼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年鉴 在庆阳市华池县举行。
２０２１

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１１月７日 天津市百家企业陇上行暨产业扶贫座谈会

１１月１４日一１５日 胡春华在甘肃调研脱贫攻坚工．

话。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主持座谈会，并
介绍青岛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情况。
６月２１日 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发布会暨消费

扶贫宣传推介活动在兰州、福州、厦门、青岛四地同步

作。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保持攻

举行， 会场通过视频连线，实时进行互动。

坚劲头和工作力度，集中力量加快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组书记杨传堂一行来甘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并召开

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１０月２０日 中共甘肃省委追授甘南州舟曲县扶贫办
副主任张小娟为＂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

１２月１４日 追授张小娟同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称号大会暨张小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兰州举行。

【２０２０年】
１月１８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落
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２月１４日 临潭县、舟曲县、积石山县、永靖县、广

河县、和政县、康乐县、武都区、文县、康县、临洮

县、安定区、陇西县、漳县、渭源县、麦积区、张家川

县、秦安县、清水县、秦州区、庄浪县、静宁县、合水
县、华池县、宁县、庆城县、环县、会宁县、靖远县、

天祝县、古浪县等３１个贫困县（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３月８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套开省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省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

７月１６日一１７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

工作座谈会。
７月２７日 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陇南市召开。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讲话，林铎致辞。

７月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津企陇上行暨产业扶贫座谈会在

天水市举行。
７月２９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甘肃督查组召

开督查情况反馈会，林铎主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８月１０日一１１日 林铎率甘肃党政代表团在天津市
考察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
８月１１日 甘津两省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天津市

召开。
１０月２３日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兰

州举行。
１０月２８日 国务院扶贫办在临夏州举办全国＂携手
奔小康＂行动培训班会议。
１１月１２日一１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在甘肃省调研巩固拓展脱贫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

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
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
３月２４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省中央

乡县、临夏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通渭县、岷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１１月２１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东
县、镇原县等８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甘肃

省７５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出。

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

１２月７日—８日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任振鹤在平凉

馈意见和国务院扶贫办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研

市、庆阳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整改落实工作。

衔接、特色产业发展、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等工作。

４月１日 甘肃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主题全媒体集中
采访活动在 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正式启动。

１１２月１４日一１７日 孙伟在文县、康县、徽县、两当
县、成县，深入受灾村镇、移民安置区、龙头企业、农

４月２９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民专业合作社、田园综合体等，实地察看＂８·１２＂特大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林铎主持会议

暴洪泥石流灾后重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优势特色产
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情况。

并作总结讲话。
５月１２日 唐仁健在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扶贫办

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摘自《甘肃省委大事记》，张红波供稿）

脱贫攻坚辉煌成 就
脱贫退出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

Ｔ盲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对甘肃重要讲话指

甘肃
年鉴

示精神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贫困县摘帽】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之

署，从＂甘肃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这个省情

一，有７５个贫困县，其中５８个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

实际出发，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困县，１７个是省定插花型贫困县。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
脱贫攻坚接续奋斗，到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全省现行标准

始终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牢牢扭住脱贫目标标准，紧紧围绕

下５５２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７２６２个贫困村

提高脱贫质量，以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为重点，

全部出列，５８个国家片区贫困县和１７个省定插花型贫困县

以完善和落实＂一户一策＂为路径，全面夯实精准帮扶、

全部摘帽，特别是纳入全国＂三区三州＂的甘南、临夏及

产业扶贫、各方责任、基层队伍、工作作风＂五个基础＂，
推动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效和决定性成就，２０２０年现行

天祝等深度贫困地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见表１）

２０２１

【贫困人口减贫】２０１５年，甘肃全省有贫困人口２９６ 标准下 ５５２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７２６２个贫
万，２０１７年底减少到１８９万，２０１９年底减少到１７．５万，贫

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５８个国家片区贫困县和１７个省

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５年底的１４．２６？？２０１７年底的９．６？？下降

定插花型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历史性彻底告别困扰陇原

到２０１９年底的０．９？？２０１７年，首次实现历史上贫困县数量

大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净减少。２０１９年底，全省７５个贫困县有６７个脱贫摘帽、

９４．６？？甘肃省涉藏州县实现整体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问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完成】２０１６年５月出台《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涵盖扶贫开发
各领域的政策文件，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落实＂一户一

题基本得到解决。国家对甘肃省２０１９年扶贫成效考核第三

策＂，重点领域所有任务全部实现清零达标。＂十三五＂时

方评估指出，脱贫攻坚以来甘肃识别准确率一直保持高

期，累计投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８３７．２亿元，年均增长

占８９？？７２６２个贫困村有６８６７个退出贫困序列、占

位，连续４年在９８．９？？上，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稳步提升 ２４．５？？？计劝返复学２．５７万人，贫困家庭失学辍学学生应
并保持高位。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镇原县、通渭县、岷

返尽返，义务教育巩固率达９６？？上，教育精准扶贫国家

县、宕昌县、西和县、礼县、临夏县、东乡县８个深度贫

级示范区建设成效明显；乡村两级基本医疗＂空白点＂全

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省７５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退

面消除，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出。（见表２）

和大病保险全覆盖；改造农村危房３６．６１万户（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１９．０４万户），动态新增危房改造全部完成；集中

＂十三五＂时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逐年加快，２０１６— 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９１？８８？？饮水安全问题
２０１９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
为７．５？？８．３？？９．０？？９．４？？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９．３？？１０．２？？
１０．３？？１１．８？？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均高于同期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２０１９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９６２８．９元，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３８．８？？？省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５９１．７元，较２０１５年增
长 ４８．６？？年均增长 １０．４？？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

２３．３？？年均增长１１．０？？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
【综述】＂十三五＂期间，甘肃省委省政府坚

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实现了从＂苦瘠甲于天下＂贫困村到＂绚丽甘肃·十

大美丽乡村＂的华丽转变
脱贫攻坚特载｜ ７

历史性解决；４９．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幅达到３１．２？？＂十三五＂时期，累计开展临时救助５９２．２

，

甘肃

全面完成。通村公路里程达１９．２万千米，实现建制村１００％

万人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６５．４９亿元。＂十三五＂时期，

通硬化路，硬化村组道路６．５５万千米，全省农网供电可靠

共投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５３４．５亿元。２０２０年新冠肺

率达到９９．８？？实现动力电全覆盖，行政村光纤宽带和４Ｇ

炎疫情发生以来，因疫、因灾新纳入城乡低保对象１１．８５万

网络覆盖率均超过９９？？严把精准识别、脱贫核查、数据比
对关口，全省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一直保持高位。

人，全省实施临时救助人次３０．５万人。启动困难群众动态
管理监测预警机制，截至＂十三五＂末，对２．４万名符合条

【产业扶贫体系逐步构建】坚持产业到户精准扶持和区 件的城乡困难群众落实相应救助，对暂时不符合救助条件

年鉴 盖、覆盖要达标、达标出效益＂的思路，以＂牛羊菜果薯
２０２１ 药＂六大产业为主攻方向，培育壮大富民产业。＂十三五＂
域产业体系构建有机结合，按照＂脱贫靠产业、产业靠覆

的建立台账，长期跟踪关注，将＂人找政策＂＂单一施救＂

的救助现状变成＂政策找人＂＂综合施救＂，有效防止困难

群众返贫致贫。

末，全省高原夏菜产量居全国第一，中药材、马铃薯、苹

【脱贫资金保障绩效良好】＂十三五＂期间，甘肃省投

果产量居全国第二，肉羊存栏量居全国第三，肉牛存栏量

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８３７．２亿元，其中省级安排２３０．７５亿

居全国第九，＂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增加值达到

元、年均增长４６．６２？？占中央到省资金的５２．５６？？累计整

７５３亿元，占农业增加值的６０．９？？比＂十二五＂末提高

合涉农资金９２２．１８亿元，整合率达７３．７４？？坚持财政资金

９．２个百分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３０９６家，农民专

和金融信贷＂两轮驱动＂，为１４５．１３万贫困群众发放扶贫小

业合作社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全省已建成果蔬保鲜库４４３３
座，储藏能力达５３３万吨，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

额贷款６５１．４１亿元，居全国第一；发放特色产业贷款１２７０

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鲜保值能力，有效化解了滞销风险。
农业保险在产业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强化就业扶

年，甘肃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考核均被国家评为＂优
秀＂等次。

贫，至＂十三五＂末累计完成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２１３．２６

【脱贫帮扶卓有成效】天津、福州、青岛、厦门等东部

万人次，输转贫困劳动力６７０多万人次，实现应培尽培、

发达城市、３６个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及一批社会力量参与甘

应转尽转；建成扶贫车间２５４６个，吸纳贫困劳动力４．２万

肃扶贫协作。＂十三五＂时期，累计投入甘肃财政援助资金

人；开发各类农村公益性岗位３０．５万个，实现群众就业不

达８７．８６亿元，实施协作项目４９３１个；累计帮助引进企业

亿元，农产品收购贷款５２６亿元。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

出村、挣钱不离家。＂十三五＂时期光伏扶贫带动５．５万个 ４０５家，投资４２．５３亿元，带动２９．４９万贫困人口增收；向
服务中心、乡镇电商服务站、深度贫困村电商功能全覆

东部输转建档立卡劳动力２．５万人次，通过牵线搭桥、技能
培训输转贫困劳动力到其他地区就业１１．９６万人次；大力推

盖，农产品网上销售年均增长２１．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进消费扶贫，力度前所未有、变化前所未有。累计投入帮

人均纯收入达到８５３９元，年均增长２２．２？？产业扶贫＂庄
浪模式＂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陇南电商扶贫和农

扶资金６．７４亿元，用于贫困地区校舍援建和贫困学生资
助；投入５．４１亿元，建设贫困村卫生室、配备乡镇卫生院

业保险被评为全国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新典型案例。

医疗设备、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诊治能力；投入２．７３亿元，

贫困家庭实现稳定脱贫。至＂十三五＂末实现贫困县电商

【农业农村发展稳定向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２０２０年

改造贫困户危房，改善贫困村人居环境；投入５．７亿元，提

总产突破１２００万吨。建成高标准农田３３１万亩、戈壁生态

升贫困地区供水保障水平，建设乡村道路２１３６．７千米，大

农业２８万亩。创建临洮县现代农业产业园、定西市安定区

大提升了受援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中央定点帮扶单位累

现代农业产业园、酒泉市肃州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宁县现

代农业产业园４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中以（酒泉）

计投入帮扶资金２５．４６亿元，帮助甘肃引进项目１１８５个。
＂十三五＂时期，全省参与＂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的

绿色生态产业园。＂甘味农产品走向全国。农村人居环境

民营企业达到２４９４家，帮扶贫困村５３４６个，有力助推甘肃

整治三年行动顺利完成，国家部委命名的各类美丽乡村

脱贫攻坚。截至２０２１年５月，东部社会力量投入帮扶资金
５９８０．５万元，捐物折款４１９万元，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９７５

（生态文明）示范村达到２１２个。
【兜底保障从严从实】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持续提

人，销售扶贫产品９１０．７万元。

高保障标准等措施，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截

【组织保证坚强有力】省级领导带头联系最贫困的县、

至＂十三五＂末，有力保障全省１４０．８万农村低保对象（一

包抓最贫困的村。＂十三五＂时期，全省１．１万个帮扶单位

类对象１２．８１万人，二类对象６６．９９万人，三类对象４７．７７万

结对帮扶１．３万个村，３６万名帮扶责任人结对帮扶１３６万户

人，四类对象１３．１９万人）和９．０６万农村特困人员，特别是

贫困户，驻村帮扶工作队员达２．２万名。实施重大扶贫工程

８８．９万兜底保障对象的基本生活。积极争取中央支持，优

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专项监督。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

先安排省级困难群众补助资金，中央下拨甘肃省的救助补
助资金从２０１６年的７５．３３亿增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９８．８亿元，增

坚，培训党员干部５０８．９万人次，整顿提升战斗力不强的村

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党组织４２２２个。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提拔重用１８２２名在脱贫

表１甘肃省贫困县摘帽时序及分布

年份

市列
全省
片区县

插花县

陇南市

贫困县

７５

矽
１７
９

２０１７年退出县

２０１８年退出县

１８

１８

６

？
▲两当县

１４

４

▲成县

▲微县

▲迭部县

甘南州

器

▲合作市

Ａ夏河县
Ａ卓尼县
▲球曲县
▲玛曲县

－

２０１９年退出县

２０２０年退出县

３１

咯

３０
▲文县

▲武都区
▲康县

８

ｏ

▲宏昌县

▲西和县

▲礼县

厨段套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Ａ临潭县

▲舟曲县
▲积石山

临夏州

０

▲永靖县
▲广河县

▲临夏市

▲和政县

▲东乡县
▲临夏县

▲康乐县
△秦州区

天水市

▲武山县
▲甘谷县

？

▲麦积区
▲张家川
▲秦安县

▲清水县

平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兰州市
白银市

武威市
张掖市

酒泉市
金昌市

ｒ

。

－

▲崆明区

△崇信县
△华亭市
▲泾川县

Ａ灵台县

▲合水县

▲华池县

△西峰区

▲宁 县
▲庆城县
▲环县

▲正宁县

ｎ

×
２

▲镇原县

▲临洮县
▲安定区
▲陇西县
▲漳县

Ｃ

寸

▲庄浪县

▲静宁县

▲通渭县
▲岷县

▲渭源县
△七里河区

▲永登县

△白银区

▲景泰县

▲皋兰县

▲榆中县
△平川区

▲会宁县

▲靖远县

▲古浪县
▲天祝县

△民勤县
△凉州区
△甘州区

△肃南县
△山丹县
△民乐县

△高台县
△瓜州县
△永昌县

△玉门市

注；▲为国家片区贫困县；△为省定插花型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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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中表现突出的干部。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贫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各级帮扶干部驻村入户、奋战一线，
题专项治理，压茬推进＂两查两保＂＂三纠三促＂＂四察四 涌现出张小娟等胸怀大爱、忘我奉献的模范典型。
治＂专项行动。完善扶贫方式，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群众脱
甘肃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目标实现情况表

房

２０１５年基数

＂十三五＂规划目标

２０２０年实现情况

实现脱贫

全部实现脱贫

建档立卡贫困村（万个）

３２５
７２６２

退出

全部退出

贫困县（个）

７５

退出

全部退出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万人）

４９．９

４９．９

４９．９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１３．２
８７

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９１

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指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万人）

乙
的

４
予

６

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

引

建档立卡贫困户存量危房改造率（？？

９

建制村通硬化路率（？？
义务教育巩固率（？？

１０

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返）贫户数（万户）

１１

建档立卡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万元）

８

西

９０
１２８．６５

市州脱贫攻坚
【兰州市】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市３１．７９万贫困人口全部

？
基本解决

基本解决

≥１

４．６

门实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各

【嘉峪关市】＂十三五＂时期，多方筹措资金２１５６万
元，帮办实事１４０３件，谋划实施农业产业项目１４７个。村

集体经济收入总额２０１８年实现１０１０．８６万元；２０１９年实现
１００９．７６万元；２０２０年实现９３８．１８万元。探索开展农产品

脱贫，２５６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４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对接销售，签订本地农产品供销合作协议，销售额达到
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２年的６２２４元增长到

１４００余万元，农民户均增收２３００元以上。实施农村人居

２０２０年的１４６５２元，增长２．３５倍。＂十三五＂时期，全市

环境综合整治，农村居民点后墙后路整治疏通率达到

适龄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巩

１００？？？升改造饮用水管线７４８６８米；新建污水处理站

固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均为

１１座，新建污水收集管网５２．２９７千米，安装排水检查井

１００？？？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无失学辍学学

２２４９座；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

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保参保率达到１００？？贫困 全市农村公共卫生间覆盖率达到１００？？？成全市农村
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盖。累计改
造农村危房５３５９ 户，顺利实现农村四类重点对象现有存

５５７２户卫生厕所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９６％

以上；农村改暖、改炕、改灶、改厨综合改造有序推进∶

量危房清零目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专项行动，建成１９ 农村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８６？？上；完成９个农村社区服
个集中安置点，搬迁建档立卡群众１５６８户５５４３人。累计
投资１１．４９亿元，有效解决了农村１０５．１３万人饮水问题，

务中心建设；实施建设３个农村公交调度站；全市森林覆

农村饮水安全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各级财政投入专项扶贫

盖率达到１５．２？？？成５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先后公开选
拔５９名优秀年轻干部组成嘉峪关驻环县帮扶工作队，助

资金近４０亿元。民营企业投入帮扶资金７．０２亿元，实施

力环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帮扶项目１８９０个。３３８个贫困村８．１２万贫困人口受益。发

【金昌市】２０１８年，永昌县１５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

展特色产业，种植高原夏菜８４．５６万亩，百合１１．５６万亩，

脱贫退出。２０１９年，金昌市１．１６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中药材１５．７８万亩。建设省级旅游示范村１５个，市级旅游
示范村４０人，新建改建农家乐１８００户，２０２０年乡村旅游

部脱贫。２０２０年，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４０５１

元，同比增长２１．６？？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收入１８．３３亿元。电商乡村覆盖率达到９０？？？政村覆盖 幅１３个百分点左右。金昌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实施
率达到７０？？？类快递企业在乡镇自建网点覆盖率达到

＂３＋１＂冲刺清零后续行动和＂５＋１＂专项提升行动，突出

９０？？？计培训农村电商人才３万余人。

重点领域任务清零达标。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无一

脱贫攻坚特载｜１１

劳动力就业２．５万人。农民专业合作社
达到８０８０家。家庭农场达到１８３９家。

投资４０．４２亿元，建成易地搬迁安置点
（安置区）１０８个，搬迁群众１．４万户５．９

万人，其中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２万
户、５．２万人。贫困群众全部实现搬迁
入住，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无遗漏、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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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扶持全覆盖、劳动力就业有保障。

【天水市】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全

２０２１

市９２．０８万人减贫，１１６５个贫困村全部
清零。２０１３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４３８６元，２０１９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８４３９元。＂十三五＂时期，累计投

永昌县水源镇方沟村河西高原夏菜产业带
人因贫困辍学。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
险，医疗费用保险比例提高到８６．９？？改造农户危房６５５６

入＂两免一补＂及各类补助资金６４．３７
亿元，惠及学生８３６．１万人次。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１００？？建成村卫生室
１３０１个，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１００？？患大病救治率达

院。巩固提升８．３万人的饮水安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９５？？２．３万户用上了卫生厕所。实现村村通硬化路、

１００？？累计投入资金２６．８５亿元，建成农村饮水安全集中
供水工程３９２处，涉及人口２９６．３万人，农村人口安全饮
水全覆盖。依靠产业和＂劳务＋产业＂脱贫６１．６２万人。培

通客车。依托独特自然禀赋，金昌市着力培育高原蔬菜、

育＂短平快＂产业项目２８０个，发展＂五小产业＂１２９８３

优质草畜＂双百亿＂现代农业产业链，打造高品质现代特

处。累计为农村困难群众发放各类救助资金４４．９３亿元。

色农业示范区。金昌市拥有种植面积千亩以上的集中连片

逐年累计纳入农村低保对象５９．４５万户１９９．１万人。累计发

蔬菜生产基地１２个。引进和培育２０余家草产品加工生产

放农村低保金３２．６３亿元。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２３２

龙头企业，牧草种植面积达２５万余亩，年产优质牧草２０

个，搬迁安置人口２．０９万户１０．１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万吨，年产饲草总量达６５万吨以上，年产值超４亿元。建

人口５２５８７人，全部搬迁入住。

成畜牧产业园１个、肉羊养殖龙头企业３家，肉羊饲养量

【武威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市３５．４７万贫困人口全部

达１３５万只，年产羊肉１２万吨，建成养殖技术水平较高的

脱贫，３３９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４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湖羊、奶绵羊繁育和供应基地。扎实推进厕所、垃圾、风

帽。贫困发生率由２０１３年末的２３．１４？？降为零。＂十三

貌＂三大革命＂，着力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废旧农膜回
收、畜禽粪污处理利用等＂六大行动＂。

五＂时期，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５８．１亿元，新建改

【白银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市３７．１２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村卫生室３４９所，改造农村危房１０３８３户，实施安全饮水

贫，３０２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５个县（区）全部摘帽。＂十

巩固提升工程８７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９９．９９？？贫

三五＂时期，认真落实＂两免一补＂等政策，全面完成义

困人口参保率和资助率达１００？？所有乡镇和具备条件的

建农村中小学２２５所、幼儿园８０所，乡镇卫生院１７所、

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等工程。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农网供电可靠率达
９９．８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中无失辍学现象。全市五

９９．７４？？行政村光纤宽带网络覆盖率达９９？？武威市立足

个县区均有１家及以上二级公立医院，６９个乡镇卫生院人

山、川、沙不同区域的立地条件和资源禀赋，充分发挥

员、设备配备到位，７０２个行政村卫生室建设全部达标，

＂高原冷凉＂优势、＂绿洲水土＂优势、＂沙漠光热＂优
势，着力打造沿山沿川沿沙＂三大特色产业带＂，大力发

实现了每个村至少有１名合格村医。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
约率和帮扶措施落实率均达到９８？？上。将３．５４万名慢性

展＂牛羊鸡菜果菌薯药＂八大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

病患者、１．９３万名常见病患者纳人到＂一人一策＂健康帮 域产业发展带。２０２０年底，羊存栏和鸡存栏均居全省第１
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达１００？？累计投资１１．４４亿

位；食用菌产量跃升至全省第１位；牛存栏居全省第２

元，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６５处，解决了３１．４２

位；藜麦种植面积达到１１．６万亩以上，约占全国种植面积

万户１２３．２３万人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全覆盖鉴定（认定）

的一半；引培农业产业化企业１６９家，组建农民专业合作

农村住房３０．５万户，完成危房改造２．６５万户，农村危房清
零任务全部完成。有龙头企业４４３家。各类经营主体吸纳

社６８５２家，建成扶贫车间１９５家。统筹脱贫攻坚和祁连山

１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生态修复保护，大力实施生态移民，从根本上改善生产生

活条件。针对南部山区山大沟深自然条件严酷、＂一方水 模３７．６６兆瓦电站２２４８个，４７９６户贫困户年均增收３０００元
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实际，坚持科学规划、集中安置、

以上，每年为３７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５万

分步实施。累计将４．４２万户１７．０２万人搬迁到交通便利、 ￣７万元。共落实各类扶贫资金３２．６５亿元。新建改建农村
地势开阔、容易培育产业的古浪县黄花滩、天祝县松山滩 公路５７５０千米。完成危房改造８．５１万户。建成集中供水
等９３个集中安置区，其中搬迁建档立卡贫困群众７．６７万

工程１５６处，分散供水工程２１处。改良盐碱地１４．５万亩。

人。同步配套完善移民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下功 衬砌渠道６０８千米。建成农田防护林１．０３万亩。
夫培育发展后续增收产业，彻底解决贫困群众行路难、饮

【平凉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底，７４８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

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培育产业难等突出问题，实现了

困序列，４０．６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７县（市、区）全部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摘帽。＂十三五＂时期，新建、改扩建校舍１００万平方

【张掖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市５．３万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２７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５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米，有需求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
段无失学辍学学生。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空白点＂全部

＂十三五＂时期，张掖市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消除；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

建设取得长足进步，３１个有建园需求的贫困村全部建成

报，贫困人口参保率和资助率均达１００？？建档立卡贫困

规范幼儿园；贫困户家庭医生签约率和贫困人口参保率均

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全覆盖，慢性病

达到１００？？？镇客运站覆盖率１００？？建制村客车通达率

签约应签尽签。累计改造农村危房１９万户，其中建档立

１００？？？困村硬化路通村率１００？？？政村４Ｇ网络覆盖
率１００？？？村饮水安全保障率１００？？？村危改任务全部

卡贫困户２．６７万户；易地扶贫搬迁９５３８户，其中建档立

用电难、饮水难、用网难等问题得到普遍解决。农村贫困
人口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达３３？？全市６５个贫困村特色

自来水入户率９８？？建制村通畅率达到１００？？５７？？自
然村通了硬化路，自然村动力电实现全覆盖，光纤通村率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卡贫困户７４１２户，农村危房实现动态清零。累计建成农
完成。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上学难、看医难、住房难、 村集中式供水工程１７２处，农村饮水安全覆盖率１００？？

产业发展到１０万亩。发展培育＂五小产业＂１６８０个，建 达到９９．８？？？村户用卫生厕所、行政村公厕覆盖面分别
成扶贫车间６８个。出台建立健全防止返贫致贫长效机制

达到３４．５？１００？？？成美丽乡村示范村４３７个，清洁村

的实施意见。通过＂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企业＋贫困

庄８５２个。依托得天独厚的优势，平凉市确立＂远抓苹果

户＋市场＂模式用资源换收入，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市参加
专业合作社贫困户近１万户，６５个贫困村建成各类合作社

近抓牛、当年脱贫抓劳务＂的产业扶贫思路，把牛产业作
为脱贫攻坚首位产业。全市牛饲养量达到７４万头；苹果

４０４家，吸纳１８００多名贫困群众就业。张掖市持续推进生

果品年均产量达到１８７万吨；年输转劳务近５０万人。累计

态补偿、易地搬迁３８４６户，１３２４７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 投入产业扶贫资金３０．５亿元，就业扶贫资金３．２亿元，发
搬迁入住。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３２９９户家庭实现

放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１６．３亿元，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

至少１人就业。

业２００个、农民专业合作社５６９１个、扶贫车间２３６个。

【酒泉市】至２０１９年，全市共减少贫困人口２．０５万

７０？？贫困群众依靠产业实现稳定脱贫。推进＂三变＂

户，７．１７万人，３７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退出。瓜州县、
玉门市分别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实现摘帽。２０１９年，全市

改，形成庄浪模式、静宁模式、灵台模式，７．３４万户贫困
户通过参与＂三变＂改革，获得配股分红５５７１．３万元，贫

建档立卡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达到７４５０元，较上年增长

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到２万元以上。平凉市加大生态保

１２？１个移民乡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１１１７０元，较上年

护修复和林果产业开发力度，通过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效

增长１０？？＂十三五＂时期，全市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入学

益补偿、林果产业扶持等方式，有力地促进了贫困群众增

率１００？？巩固率９９．５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义务教

收致富。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平凉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育阶段零辍学目标全面实现。７５家乡镇卫生院住院医疗

３３．６２？？林地面积达到５５２万亩，苹果种植面积达到２００

＂一站式＂结算实现全覆盖，４０４个村级卫生室＂即时结
报＂全部落实。完成危房改造清零任务２８８１户。累计投

多万亩。２０２０年，果品产量２３１．６万吨，产值９５．３６亿元，
果农人均果品纯收入超过６０００元，７０？？贫困人口实现稳

入１．１５亿元新改扩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８８处，解决了

定脱贫。

１７１３７户５５８４５人安全饮水问题。扶持贫困户新建日光温
室３２４４座，钢架大棚４０１５座，养殖圈舍９４６９座，调引牛

【庆阳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全市６１．０５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５７０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８个贫困县（区）全部摘

羊１５．４万只，发展＂五小产业＂５０８５户。全市移民贫困

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３６７

乡村枸杞、葡萄等高效经济作物达到２２万亩以上，占到

元增加到２０２０年的８９０１元，增加了２．８倍，年均增长

耕地面积的７５？？建档立卡贫困村主导产业覆盖率达８６％
以上。探索光伏扶贫模式，累计投资４．０２亿元，建成总规

２１？？与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１１．５？？
比，增幅高出９．５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落实资助资

脱贫攻坚特载｜１３

金３９．４亿元，惠及贫困学生４３２．５２万人次，义务教育阶段

入使用，４８所寄宿制学校主体全部完工，办学条件明显

适龄人口无一人失学辍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保，

改善，乡村教师队伍进一步选配调优。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报销比例稳定在８５？？上。实现标准化村卫生室全覆盖。 设和合格医生配置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率
累计改造危窑房１２．３７万户，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１００？？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１０．３万户，受益４９万多人，易

，

１．４６万户，实现贫困人口安全住房全覆盖。累计建成各类

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４８７４户６１７８７人，搬迁群众

供水工程８．２５万处，解决了１２５．９６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 全部入住。累计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及巩固提升工程３４６７

甘肃 问题。实施苦咸水＂改水＂项目，新建集中净化处理工程
３８处，涉及３５个乡镇１３０个行政村１７．４３万人的供水水质
年鉴 得到彻底改善。行政村硬化路、自然村动力电、行政村通

处，解决了全市１９７个乡镇３２０１个行政村２３０．５万农村人

信网络、行政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累计落实直接

带动就业超过２２万人，形成电商扶贫＂陇南模式＂。特色

到户产业扶持资金９．４５亿元、人股配股１５．１９亿元。平均

产业面积稳定在１０００万亩以上。省市县三级１２６２个单位

每年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６４．８万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

帮扶２３３６个村，贫困村实现了驻村队伍全覆盖。建成覆

困劳动力１８万人次。累计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２８．９

盖市、县、乡、村四级的３４９７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２０２１

口饮水安全问题。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有跨境电商企业１１

家，网店达到１．４万多家，累计实现销售额２００多亿元，

万人次。＂十三五＂时期，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１６５．９亿 （所、站）。青岛市全力帮扶陇南，累计援助帮扶资金
元，平均每年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１０．５７亿元，累计投放特 ２３．２７亿元。８家中央定点帮扶单位共投入帮扶物资资金
色产业贷款５０．４８亿元，受益贫困户达到１１．４６万户。发展
四区四带特色产业，加快建设肉羊、肉牛、肉鸡、生猪四

５．５８亿元，实施帮扶项目７７７个。
【临夏回族自治州】截至２０２０年，临夏州５６．３２万贫

个产业区，优质饲草、苹果、中药材、瓜菜四个产业带， 困人口全部脱贫，６４９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８个贫困县市
着力打造肉羊、苹果、肉鸡、生猪、饲草五个产业集群。
先后招引培育各类农业企业３３１家，建办专业合作社７８２５

全部摘帽。以大决战状态推动清零见底，学前三年毛入园
率９５．３６？？？年义务教育巩固率９７．２３？？？中阶段毛入

个，培育家庭农场５４０个，新型经营主体带贫近１５万户， 学率８０．８６？？？建幼儿园９９４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１４９７
分红１．４３亿元。４．０４万名干部结对帮扶１４．９９万户贫困

所，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达２４０３所。建档立卡贫困

户，５７０名第一书记、１７２６名驻村工作队员常年扎根

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达到１００？？住院报销比例

一线。

达到８５？？上。累计改造危房１１．６７万户，农村Ｃ、Ｄ级危

【定西市】截至２０２０年底，８４．２４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房全面清零。７．５１万群众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挪穷窝、换穷

全部脱贫，１１０１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７个县区整体脱贫摘

业、拔穷根。全州农村自来水入户率达到９９？？上，供水

帽，贫困发生率下降为零。＂十三五＂时期，所有贫困家 保障率达到９５？？上，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
庭适龄学生在家门口有学上，全市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文务

决。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临夏州先后投入产业奖补奖金２７．５９

教育阶段无因贫失学辍学学生。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范

亿元，扶持贫困户发展特色种植、畜牧养殖、＂五小产

围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５个百分点，确保基本医疗保

业＂。临夏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４７４７家、入社农户９．７

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保障贫困人口全覆盖。改造农村

危房２１．３５万户，２．０９万户９．２３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

万户、带动１７．６万户。新培育引进农业龙头企业６９家、
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１３１家、带动农户

现＂挪穷窝＂。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７１项，全

８．４４万户。积极推进光伏扶贫、消费扶贫、旅游扶贫、电

面解决贫困人口安全饮水问题，全市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商扶贫，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把就业扶贫作为促进群众

９３？？上，自来水普及率达９１？？上。健全牛、羊、菜、 脱贫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大规模开展技能型、精
果、薯、药、种＂７＋Ｘ＂产业全覆盖体系。全面推行

准化的就业创业培训。累计建成使用扶贫车间３４０家，吸

＂５５１＂产业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扶贫车间、公益性岗

纳就业１５５６１人，其中贫困劳动力７９３９人，月工资２０００

位、＂五小工程＂等８个新型扶贫业态。累计整合各类资
金５６．９７亿元用于产业发展，７５？？上的农户依靠产业有

元以上。

了稳定收入。累计开发公益性岗位５１２６４个，建成扶贫车

２０１８年，夏河、卓尼、迭部、碌曲、玛曲５县脱贫摘帽。

【甘南藏族自治州】２０１７年，合作市率先脱贫摘帽。

间３２２家，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４３２２人。全市农民人 ２０１９年，临潭和舟曲两个省定深度贫困县脱贫摘帽。３０９
均可支配收入由２０１３年的３６１２元，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８２２６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序列，３．９万户１７．１２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３０．４３？？降为零。甘南
元，年均增长１４．７？？
【陇南市】截至２０２０年，陇南９个贫困县（区）全部 州依托＂环境革命＂和＂生态文明小康村＂两大平台，创
脱贫摘帽，８３．９４万建档立卡困人口全部脱贫，１７０７个贫

新实施文化旅游＂一十百千万＂工程。做大做强＂全域旅

困村全部退出。＂十三五＂时期，９８所小规模学校建成投 游无垃圾·九色甘南香巴拉＂１个特色品牌，着力打造１６

１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个文化旅游标杆村，探索创建１００个全域旅游专业村，加

１７４．９万户农村群众完成危房改造，解决近７００万人住房安

快建设１０００个具有旅游功能的生态文明小康村，创新培

全问题。

育１００００个精品民宿和星级农家乐。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州
建成文化旅游标杆村１１个、全域旅游专业村８０个，实施

全省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实施

旅游扶贫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６７个，扶持农（牧）

饮水安全有保障冲刺清零后续行动。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全

家乐 １４４９ 户，３．８万农牧民群众通过旅游实现稳定增收。

省冲刺清零后续行动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确保农村饮水

着力培育＂牛羊猪鸡果蔬菌药＂八大特色产业；创新完善

＂水源稳定、水管通畅、水质达标＂。

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壮大县级以上龙头企业 ４４家；扶持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甘肃省针对

【全面实现交通扶贫＂两通＂兜底性目标】２０２０年，

发展具有较强带贫能力的专业合作社４３１２个，３．３５万脱 甘肃省聚焦８个挂牌督战贫困县和偏远山区、高寒阴湿、
贫户通过参股经营每年都能获得稳定分红。

民族地区，巩固提升交通扶贫建设成果，不断改善人民群
众安全便捷出行条件。提前两年实现全省具备条件的建制

７拿章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村１００？？硬化路，顺利实现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

脱贫攻坚八大亮点

车的交通扶贫＂两通＂兜底性目标任务。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甘肃省聚焦深度

【４９．９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

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精准抓控辍，多形式多途径保

甘肃省因地制宜，＂十三五＂时期将４９．９万居住在生存条

学施教。２０１５年率先在全国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偏远

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建

乡村学校教师月补助超过１０００元，全力保障每一名农村学

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到生存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８

生稳定就近入学。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已实现动态清零，＂有 个挂牌督战贫困县１１．０５万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
务全面完成。
学上、上好学＂目标基本实现。
【三重保障让＂看病难＂成为过去式】甘肃省大力实施

【转移就业成为贫困家庭脱贫重要渠道】甘肃省多措并

健康扶贫，确保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基本医疗

举推动贫困劳动力输转工作，被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保险，做到应保尽保。２０２０年９月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列为值得总结提炼和推广的６条经验之一。＂十三五＂时

实现应参尽参，并按政策规定给予全部资助。通过倾斜照

期，建成各类扶贫车间２３５４家，１０万贫困群众实现家门口

顾政策，确保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

就业增收。转移就业已成为贫困家庭脱贫的重要渠道。

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

【拉开架势构建扶贫产业体系】甘肃省主攻＂牛羊菜果

【近７００万人住房安全问题解决】２０１９年底，甘肃省

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和地方优势特色产品及＂五小产业＂，

实现了全省现有存量危房改造全面清零。２０２０年，甘肃省 培育引进龙头企业，推进合作社规范提升。通过入股分
对２０１３年以来１３６．３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情

红、吸纳务工就业、技术服务、订单收购、生产托管等多

况进行逐户现场核验，８个挂牌督战贫困县所有贫困户住

种形式，带动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房安全均得到保障。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甘肃省累计支持

重大决策 部署
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

脱贫攻坚专题会议

脱贫攻坚工作，确保打赢＂两州一县＂（临夏、甘南和天
祝）脱贫攻坚战。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强调，

【省委常委会】＂十三五＂期间，尤其是中共甘肃省第十

要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

区脱贫攻坚的严肃性，切实肩负起重大政治责任和崇高历史
贫攻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使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上。要充分认识
三次党代会以来，省委常委会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全省脱

下一番＂绣花＂功夫的重要指示，扎扎实实做好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为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任务的艰巨性，找准攻坚克难的着力点，

仗＂奠定了坚实基础。

智相结合。要下足精细、精确、精微的真功夫，努力增强脱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３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真正做到把物质帮扶和扶志、扶

贫攻坚实效，深入贫困村贫困户开展调查排查，查缺补漏，

脱贫攻坚特载｜１５

下＂绣花＂功夫，确保各项扶贫措施到村到户到人、见到实

信＂的现实检验，作为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

效。要调整思路，进一步修改完善＂两州一县＂脱贫攻坚实
施方案，深入调查研究，扭住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制定

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直接考验，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工作的紧迫

更具针对性、务实管用的攻坚方案。要把握深度贫困个体的 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着力增强推进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感

，

甘肃

不同实际，实施精准帮扶动态管理，＂两州一县＂党委政府

和历史使命感，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担负起本区域深度贫困攻坚的主体责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８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省上

任，强化充实帮扶力量，＂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动态管

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年鉴 理，紧盯贫困老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等特困群体，切实解
决好贫困人口产业培育、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
２０２１

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坚定决

方面存在的问题，坚决打好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

胜的信心决心，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要高度重

＂硬仗中的硬仗＂。

视专项巡视，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巡视组的部署要求，如实反

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３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习近

映情况，找准工作偏差，切实把发现的问题整改到位，努力

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水平。要真抓实干，围绕＂＂一户一

研究确定甘肃省的思路和举措。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政

策＂、构建产业体系等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各方责任，咬定

府要发扬敢死拼命的精神，更加扎实有效地推进精准脱贫工
作。要突出精准、聚焦难点，紧盯＂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

目标加油干，做到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确保与
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标，对照＂六个精准＂和＂四个有限＂的要求，下足＂绣

２０１９年３月７日，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甘

花＂功夫抓脱贫，重点推动＂一户一策＂落地见效。要落实

肃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甘肃的领导干部和广大

责任、协调联动，压实市县乡村、帮扶单位和专责小组的责

人民群众深受鼓舞和振奋，极大增强了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力

任，建立高效精准的运转机制，凝聚形成帮扶力量合力，做

量。当晚，省委常委会第一时间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

到人到位、身到位、心到位、措施到位。要集成政策、完善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

保障，整合运用国家和甘肃的扶贫政策，实施好各类扶贫开

林铎强调，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发项目，把扶贫资金用足用好，切实强化脱贫攻坚的要素支

神，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要带着感情、带着

撑。要加强督查、确保质量，用好督促检查等有效方式，推

责任、带着问题，原原本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动各类帮扶政策和举措落实，提升工作质量和脱贫成效。要

话，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和脱贫攻坚提出的各

抓实监管、防止腐败，扎实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活 项要求，逐项研究谋划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推动重要讲话
动，加大扶贫领域腐败问题整治力度，以严格的执纪监督问 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迅速在全省上下兴起
责，确保脱贫攻坚有力有序开展。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热潮，精心组织安排，营造浓厚氛围，，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提出甘肃
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专题听

凝聚起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到２０２０年甘肃同

取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情况汇报时发表的

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７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意见，进一步安排部署打赢打好脱贫攻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举行，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坚战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
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反映了对贫困群众脱贫致

和全国两会精神。林铎强调，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是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富的关心和期待，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抓好学习，始终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方向推

坚定意志和决心，为我们推动脱贫攻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甘肃各项事业发展。要全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把习近平

动指南。全省各级各方面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作出的五个方面重要指示作为根本指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脱贫攻 引，坚决做到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确保如期打
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始终把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头号

赢脱贫攻坚战。要按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脱贫攻坚

政治任务，不断把甘肃省脱贫攻坚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切

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努力实现阶段性目标。要坚持稳中

实做到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真正

求进工作总基调，抓项目、帮企业、创环境，巩固提升经济

让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让党中

企稳回升良好局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生态文明建

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 设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坚持不懈把生态文明建设推向深入，
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全省各级各方面 用更实的工作争取更好的效果。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狠抓
始终把抓好脱贫攻坚作为践行＂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作风转变和工作落实，把关系人民群众的每件事办好，把党
１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奋力开创富民兴陇新

月在脱贫攻坚发起总攻、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中央向甘肃

局面。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学习习近

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成效考核意见，在肯定甘
肃省脱贫攻坚成效的同时，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脱贫攻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

坚，就要坚决扛起抓整改的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一抓到底，

门要持续深入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推动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见底见效，确保完成

重要论述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的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任务。林铎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脱
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重要讲话紧密结合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不断

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 护＂，如期高质量兑现军令状和责任书，以实际行动同以习
指导工作实践，结合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展和中央专项巡视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站到前沿一线促
反馈问题整改，联系实际、带着问题，把理论学习抓实抓具

整改，认真履行整改责任，扎实推进＂３＋１＂冲刺清零后续

体，通过学习主动扛责任、解难题、促工作，推动脱贫攻坚

行动和＂５＋１＂专项提升行动，带头研究部署、指导督促、

取得新成效。要营造良好氛围，严格执行学习制度，加强对

跟踪问效，深入基层面对面指导、实打实督战，盯细节、抓

各地各部门理论学习的督促指导，强化理论阐释和宣传，形

环节，做到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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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成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浓厚 要加大攻坚力度破难题，动态掌握整改进展，对重点事项、

氛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全

难点问题开展专项攻坚，采取更多硬招实招解决影响脱贫进
程和质量的各种问题，保证脱贫成色。要传导责任压力保落
实，靠实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具体责任，紧盯党政一把
手传导压力，做到整改事项件件落实、脱贫工作全面提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如期实现

省脱贫攻坚工作。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重要讲话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同

脱贫攻坚目标是２０２０年必须完成的硬指标硬任务，要求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代表团发表的重要讲话结合起

省各级各部门要保持定力抓进度，把握好时间节点，防止由

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结合起来，同省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于抢时间做＂夹生饭＂。要巩固提升抓质量，紧盯＂三保
障＂、安全饮水、就业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重

话精神、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

点任务，在提质增效上持续用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色。

面的决定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采取更加有针对性

要举一反三抓整改，保证每个问题都有针对性整改措施，每

的措施，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

项整改措施都能及时落实到位。要查漏补缺抓提升，把盯细

处，确保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为２０２０年全面

节、抓过程、保结果贯穿始终，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和

收官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会议强调，在脱贫攻坚战进入决
胜的关键阶段，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认真分析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坚定打赢脱

实践检验。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各级
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一

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增强抓好脱贫攻坚的使命 体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３年２月视察甘肃、２０１９年３月
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要高度聚焦脱贫标准，全面准确摸清

全国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２０１９年８月视察甘肃时的重

＂两不愁三保障＂底数，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切实做到全面消化、融会贯通。要坚定

全、饮水安全的工作往细处做、往实处抓，明确时间表和路

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作为全部工

线图，逐项逐户对账销号。要抓住攻坚重点，加快推进＂两

作的统揽和主线，一以贯之在抓落实上用力，与时俱进推动

州一县＂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步伐，既要保证数量又要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到实处。要把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结合起来，坚决扛好底线任务，努力补齐发展短

保证质量，坚决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这块硬骨头。要坚持问题
导向，全面推动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见底见

效，举一反三解决好脱贫攻坚进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对整
改不积极、不主动、不扎实、不较真的要坚决追责问责。要
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突出抓好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

板，切实巩固和谐稳定局面，不断放大贯彻落实成效。要靠
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树立鲜明贯彻导向，确保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甘

工作落实，加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确保扶贫工 肃省委省政府决定∶甘肃省扶贫攻坚行动协调推进领导小组
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更名为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９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 的成立，标志着甘肃的脱贫攻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５年
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指出，３ 来，在甘肃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省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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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都根据省委常委会的部署，及时召开会议，对全省

中之重的政治任务，坚定必胜信心，提升能力水平，坚持问

脱贫攻坚做出具体安排。
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７年第

题导向，把握工作标准，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增强紧迫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拿出超常规举措推动各项任务落实，确保

二次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脱贫攻坚领导

脱贫攻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面对打赢脱贫攻

小组组长林铎要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坚战的艰巨任务，全省上下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不断增

书记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强紧迫感，调动各方积极性，振奋精神状态，营造打赢打好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抓好脱贫攻坚作为增强＂四个意

这场硬仗的浓厚氛围。要用好政策和资源，推动各项政策措

年鉴 识＂的具体体现，作为甘肃省当前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大力开展＂绣花＂式扶贫，把握节奏步伐，提高脱贫质
２０２１

施落实，持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同时发挥各种帮扶力量作
用，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

小组成员单位在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承担着特殊而重要

整改工作，正视出现的问题，弥补存在的不足，加大限期整
改、督办整改力度，整改不力的必须严肃追责问责。要坚持

的职责。各成员单位要积极主动作为，认真研究谋划，落实

总体目标和具体标准相匹配，特别是在细抠标准上下功夫，

工作责任，推动举措落地，把精细、精确、精微的功夫下

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强化责任

足，切实履行职能作用，解决＂上热中温下冷＂的问题，以

担当，狠抓落实，逐级传导压力，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

＂绣花＂的实际行动全力以赴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断提升各级干部能力，严查扶贫领域各种违纪违规行为，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齐心协力把脱贫攻坚工作推向

量，推动脱贫攻坚有力有序开展。会议强调，脱贫攻坚领导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４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８年第

署，以敢死拼命的精神冲锋在前，推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落

深入。省级包抓领导的＂统领统揽统筹＂职责要继续强化，
省扶贫办要发挥好牵头和中枢作用，各专责小组和相关部门
要深入指导，市县要甩开膀子抓落实，基层要切实抓好＂最

地见效，全力以赴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林铎指出，作为全省

后一公里＂，努力使得各类帮扶力量高效协作、各类帮扶资

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难中之难，１８个深度贫困县任务更加

源高效配置。政策落实要精准精细，按照省里的政策设计、

繁重，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

向贫困发起背水一战的总攻。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指挥部＂

指明的路径方法，发扬敢死拼命的精神，拿出过硬的作风，
推动各项任务抓实到位。工作落实要实之又实，做到行动

的总指挥，必须进入战斗状态，保持战斗姿态，时刻冲在第

快、工作实、督战严，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二次会议，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一线、拼在第一线。要确保脱贫项目抓实见效，统筹做好进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８年第

度安排、资金使用、人力调配、督查验收等工作，一项一项

八次会议，林铎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以高度政治自觉、

抓好落实，多管齐下提高项目实施的质量效益。要推动扶贫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

举措到村到户到人，根据群众的能力和意愿，一户一策完善
脱贫措施，坚持精准方略，把规划好的、能给群众带来实惠

述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八个着力＂重要指示精神相结
合，与全省脱贫攻坚的实际相结合，全面学、系统学、深入

的项目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村、贫困户、贫困群众身上。要提
高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加大对基层干部和帮扶干部的培训

学，把握精神实质，抓好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真学、
真懂、真信、真用，推动全省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要以

指导，学习借鉴成功经验，引导基层干部深入研究破解难
题，想尽一切办法把工作干好。要坚决整治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深化各类专项治理行动，加强扶贫资金监管，坚决堵塞
漏洞、消除隐患，确保把每一分扶贫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要

高度政治责任感做好＂两州一县＂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工作，把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贯彻＂六

个精准＂要求，紧抓六大特色产业，完善易地搬迁产业配
套，提高扶贫资源整合使用效益。要以专项监督发现问题整

下决心解决作风顽疾，层层传导压力，着力整顿软弱涣散基 改推动重点任务落实，监督单位要及时作出反馈，持续跟踪
层组织，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和激励机制，加大问责力度，切 问效；相关部门和市县对反馈的具体问题要采取务实管用措
实解决表态多行动少、调门高落实差，扶贫措施不精准、帮 施，抓紧整改解决。同时，重视监督结果的运用，省级领导
扶工作不扎实等问题。要认真抓好一户一策扶贫、产业扶贫

要带头组织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省直部门要研究完善政策设

准备、龙头企业引进培育、２５００亿元贷款基金使用、公益性

计、工作制度和责任体系。要把从严从实要求贯穿贫困退出

岗位建立、土地流转等工作，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下大力气

验收全过程，聚焦＂两不愁三保障＂，防范提高标准倾向，

解决农民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真正打好打赢脱

以基础的扎实、数字的准确、程序的规范，保证验收结果客

贫攻坚遭遇战、歼灭战。

观真实；对贫困退出发生的重大失误和问题，以＂零容忍＂

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８年第

的态度严肃问责、严肃处理；强化贫困退出政策宣传和解疑

六次会议，林铎强调，全省上下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

释惑，保证贫困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验收

１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结果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４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８年第

严格的问责，增强工作执行力，推动全省脱贫攻坚迈上新

台阶。

十一次会议，林铎强调，各级各方面要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２０年第

放在首位，进一步细化实化各项政策措施，既不急躁蛮干也

一次会议，林铎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激发斗志、坚定信

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确保扶贫工作务

心，坚持现行标准，保持政策稳定，聚焦深度贫困地区，不

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要持续不断推进责任和

断提升脱贫质量。要认清形势、自我加压，扎实抓好＂３＋

Ｉ门拿Ｔ

压力传导，始终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脱贫攻坚上，保护和

１＂冲刺清零后续行动、重点领域质量提升行动、特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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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好广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凝聚起抓好脱贫 群体兜底保障、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激发等任务，促工作、抓
攻坚的整体合力。要大力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集中整 过程、保结果，从严从实推进各项工作。要把整改责任坚决
治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贪污挪用扶

扛在肩上，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整改工作务实、过程

贫资金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

扎实、结果真实。要狠抓政策落实、制度落实、资金落实，

甘肃落地生根。

严格落实挂牌督战机制，全面提高各项工作执行力，确保全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至２２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并发

年鉴
２０２１

面完成精准脱贫攻坚任务，确保甘肃省同全国一道如期全面

表重要讲话，对深化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

建成小康社会。

求。８月２８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七次会

议，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
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暨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

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加大工作力度、细化实化措施、严格落
实责任，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确保如期打赢打好脱贫攻

坚推进大会召开，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以较

坚这场硬仗。

真碰硬的态度整改各类问题，以背水一战的魄力攻克贫困堡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９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９年第

垒，奋力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林铎指出，习近平总书

十次会议，林铎强调，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根本之策和重中之
重来抓，把当前和长远、规模和效益、区域和农户、个人和

记密集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作出系

企业、省内和省外更好统筹起来，用好管好到户产业扶持资

了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动力。全省各级各方面要

列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

金，扎实做好种养加结合、产供销并举、农工贸一体这篇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脱贫攻
文章，努力让产业长期发挥作用，保障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艰巨性，见人见事、见底见效抓好整

持续致富。要把抓整改作为常态化任务贯穿脱贫攻坚全过

改，自加压力、快马加鞭推进工作。会议要求，全省上下一

程，全面排查＂穷尽＂问题，举一反三改，触类旁通改，定
期更新清单、完善措施、检验成效，做到对账销号、见底见

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盯目标抓落实，思想上再警醒、责
任上再加码、行动上再加速。要以强烈的担当精神紧盯责任

效。要从严从实做好迎接国家考核工作，紧扣考核重点和要

求，弥补短板弱项，把牢时序进度，靠实工作责任，保证数

抓落实，拎清各自领域重点工作，细化量化、全力攻坚，压
实促脱贫责任；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及时帮扶有返

据准确真实、台账资料完备齐全，展示好甘肃省脱贫取得的

贫和致贫风险人员，压实防返贫责任；高度关注可能因疫致

成效和发生的变化。要把摘帽退出验收摆在重要位置，严格
把握验收标准，严格执行认定程序，抓细抓实各个环节，确
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贫群体，落实好就业、兜底措施，压实阻致贫责任。要以
＂倒计时＂状态紧盯任务抓落实，统筹好任务、调配好力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１９年第

中力量、集中资源强力攻关，扎实开展＂３＋１＂冲刺清零行

十一次会议，林铎强调，各级各方面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

动和＂５＋１＂专项提升行动，奋力＂攻堡垒＂；对医保低保、
公益岗位、驻村帮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再打扫清理，努力

识，保持政治定力，对各项工作再细化、再实化、再盯紧、
再落实，始终绷紧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这根弦。要充分认清
形势，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工作，确保劲头不松、力度不

减，拿出过硬措施来攻克短板、解决问题，保质保量完成脱

贫任务。要细化考核要求，坚持动真碰硬，克服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从严从实开展考核评估工作，确保脱贫攻坚成果
经得起实践检验。要持续抓好脱贫攻坚突出问题整改，按进
度、按要求把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逐级靠实责任，实行最

量，敢死拼命３个月，大干冲刺９０天，全力＂抢效率＂；集

＂补漏洞＂。要以见底清零的清醒紧盯问题抓落实，加快清除
存量问题，严格控制增量问题，确保脱贫底色更足、质量

更高。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２０年第

十四次会议，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鼓足信心底气，保持攻坚态势，继续在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上

脱贫攻坚特载｜１９

使劲加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各级各方

总体稳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历

面要保持定力，把牢底线要求和具体标准，倒排工期查漏补

史、实践和人民检验。

缺，细化完善落实措施，压茬推进各项工作。要继续把深度

贫困地区作为重点，坚持投入力度不变、工作力度不减，统
筹用好各类扶持政策，实施好各类重点项目，重视抓好非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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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政策

困县、非贫困村脱贫攻坚，挂牌督战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

【保障政策】义务教育方面。严格落实中央关于义务教

要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坚决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持续推

育有保障的部署要求，以教育扶贫国家唯一示范区建设为

年鉴 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金融信贷、驻村帮扶等
政策举措落地，保障脱贫攻坚成效。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
２０２１

抓手，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统筹推进＂发展教育脱贫
一＂任务，着力构建到村、到户、到人的教育精准扶贫体

止返贫致贫摆在突出位置来抓，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

系，组织实施＂９＋１＂精准扶贫教育专项支持计划，２０１８

扶机制，有效开展事先预防、事后救助相结合的针对性帮

扶，不断夯实脱贫攻坚基础。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要

年出台《甘肃省重点地区控辍保学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９
年出台《义务教育有保障冲刺清零工作方案》，大力实施全

在最后关头稳住神、绷住劲，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各项扫尾工

面改薄五年规划，围绕＂控辍保学＂，建立＂政府主导、部

作。要＂软硬兼施＂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硬件＂上优先安 门联动、齐抓共管＂的联控联保机制，采取＂一对一、人
排重建基础设施，＂软件＂上多措并举增加贫困户收入。要

盯人＂的办法抓劝返，单独编班、普职结合等方式分类施

确保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及时介入帮扶，加大东西部扶贫

教，确保失辍学学生劝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协作劳务输转对接力度，规范公益岗位管理。要全面排查非

贫困县、非贫困村脱贫短板和隐患，把问题找全面、改彻

基本医疗方面。贯彻落实＂让贫困群众有地方看病，小
病、常见病、慢性病能看得起，得大病重病也能做到全家吃

底。要抓实抓细防返贫监测和帮扶，存量要托底，增量要跟
进，并着眼长远建立集标准、支撑、帮扶、责任和评价考核

穿有保障＂的总体要求，＂十三五＂时期，制定《关于加强
贫困人口健康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健康扶贫三年

体系于一体的动态监测帮扶机制。要做好脱贫成效考核、对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基本医疗有保障冲刺清零工作方案》

照省里考核方案提前评估各项工作，查漏补缺迎接国考。要

等政策措施，全力加强县、乡、村三级医疗基础设施和能力

突出脱贫成果巩固，突出政策系统化和地域差异化，有机衔

建设。

住房安全方面。按照住房安全有保障相关标准要求，
接乡村振兴。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２０年第 ＂十三五＂时期，出台《加快推进全省Ｄ级危房改造工作的

十五次会议，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意见》《甘肃省农村危房改造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农村

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危房改造冲刺清零工作方案》，坚持以＂消除存量、拾遗补
缺、冲刺清零＂为目标，自下而上全面排查，自上而下认真

述，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劲头不松、工作力度不减，确
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不断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坚持事前预防和事后救助相结合、
开发式帮扶和保障性兜底相结合、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
合，持之以恒巩固脱贫成果。要从严从细排查提升薄弱环

核查，掌握存量危房底数，锁定目标、定点清除，解决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些地方农房没有进行危房鉴定，或者鉴
定不准＂的错和漏的问题。精准聚焦＂两州一县＂等深度贫
困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

节，抓好验收评估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按照不落一村、

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重点对象＂，实行差异化补

不漏一户的要求，抓紧弥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
方面的短板弱项，确保脱真贫、真脱贫。要认真解决群众

助，２０１８年将补助标准从２０１５年中央及省级户均补助１．１５
万元，提高到＂两州一县＂户均补助２．５万元、１８个省级深

＂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要

度贫困县户均补助２．２万元、其他县区户均补助２万元，对无

加强对扶贫干部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现实困难，让他们全 能力建房特困户，要求地方采取房屋置换、长期租赁以及兜
身心投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坚持靶心不偏、焦 底统建等方式进行兜底保障。
饮水安全方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甘肃缺水问题
点不散，盯细节、抓过程、保结果，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

比较突出，要重视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重要指示要求，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２０２０年第

＂十三五＂时期制定出台《甘肃省农村饮用水供水管理条

十六次会议，林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例》《关于加强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

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的意见》《饮水安全有保障冲刺清零工作方案》《甘肃省农村

会会议上听取脱贫攻坚总结评估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保持帮扶政策

２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饮用水水质提升意见》等政策文件，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
举、建管并重，重点保水源稳定、水管畅通、水质达标，大

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村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意见》《关于扶持贫困地区龙头企业发

兜底保障方面。按照＂应保尽保、应兜尽兜＂的原则，
＂十三五＂时期，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展的意见》《关于支持贫困户发展＂五小＂产业的指导意
见》《关于进一步完善产业扶贫措施和带贫减贫机制促进高

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通知》《关于支持＂两州一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通知》《甘肃省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农业保

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实施方案》

险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关于到户扶持资金、发

《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

展合作社、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加强产销对接的政策文件，

Ｉ门拿章

作的实施意见》《兜底保障冲刺清零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

形成了一系列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产业扶贫配套政策，把

甘肃

加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 扶贫资金精准到户扶持贫困户扩大种养规模与培育壮大新型
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通知》《关于

经营主体、构建扶贫产业体系进行有机结合，构建产业扶贫

精准扶贫社会救助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等一系列针对性、
操作性、实效性强的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政策文件，形成以地
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载体，衔接配套的兜底

投入保障、生产组织、产销对接、风险防范＂四大体系＂，

保障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兜底保障体系，进一步拓宽农村低

保的对象范围。在＂整户保＂的基础上，对未脱贫建档立卡

不超过３万元的原则为贫困户安排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原则

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农村低保标准，但家中有重度残疾
人、重病患者的，实行＂单人户＂保障。２０１９年，明确在脱

上一半用于补助到户发展产业，支持和引导贫困户真种真
养、多种多养，使贫困户的收入有最基本的保障，能够托住

贫攻坚期内，纳入农村低保三、四类保障范围的建档立卡贫

底；一半用于入股与贫困户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合作社或龙
头企业，既解决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发展资金短缺难题，推动
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壮大，又建立起贫困户与合作社龙头

村低保标准的，给予６个月的渐退期，确保其实现稳定脱贫
后再退出农村低保范围。创新扣减就业成本、扩大两项补贴
范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兜底保障政策更多、更好地惠及

困难群众。

２０２１

形成比较完备的产业扶贫政策体系。

甘肃省产业扶贫政策主要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
支持贫困群众开展到户产业培育，按照人均５０００元、户均

困户，在剔除领取的低保金后，家庭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农

年鉴

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搭建起贫困户与市场有效对接的桥梁和

纽带，让贫困户更好融入现代农业发展，打通扶贫产业全产
业链。二是支持贫困地区开展产业体系构建，在贫困地区大

【产业政策】＂十三五＂时期，甘肃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把培育产业作为脱

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加强产销
对接和果蔬保鲜库建设，支持贫困户参加农业保险。

贫攻坚的根本之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

【保投入政策】２０１６年制定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规定省级和片区贫困县按财政收入

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统筹使

增量的２０？？上、市级按１０？？上、插花县按１５？？上增列

用涉农资金，重点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为进一步加大资金

和传统手工业等＂＂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

投入扶持产业发展，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出台《甘肃省人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对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
明显的种植养殖业＂＂完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与贫困户联动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
等安排部署，坚持＂六年任务三年干，三
步并作两步跑＂、紧扣贫困地区产业发展

现状和特色优势，确定＂牛羊菜果薯药＂

六大扶贫产业为主体、＂五小＂产业为补
充的主攻方向。
针对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没钱

锅立

干＂＂不会干＂＂闷头干＂＂怕风险＂的问

题，围绕区域产业整体构建和到户产业培
育有机衔接、贫困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利益

联结，制定出台《甘肃省培育壮大特色农

业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见》《关于进
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扶持产业发展确保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贫困

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天水花牛苹果产业园苹果包装流水线

脱贫攻坚特载｜２１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扶持产业发展确保打 《关于扶持发展＂扶贫车间＂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
赢脱贫攻坚战的通知》，提出省财政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资 就业的意见》，明确扶贫车间认定标准，稳步推动扶贫车间

提质增效。

金增幅高于中央到省资金增幅和占比达到中央到省资金３０％

甘肃

以上的政策要求。市县两级要在确保２０１７年省级考核中上
报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基数的基础上，严格按照增列财

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托底作用，２０２０年制定《２０２０年
开发３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实施细则》，设置乡村道路维护、

政专项扶贫资金政策，做实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财政专项扶贫资

乡村保洁、乡村绿化、乡村水电保障、农村养老服务、村级

金预算，地方收入预算未增长的县市区，确保上年基数，保

就业社保协管、乡村公共安全管理、乡村公益设施管理等８

年鉴 障脱贫攻坚任务需求。印发《关于加大扶贫资金投入保攻坚
补短板强监管的意见》，精准匹配每个项目资金额度，确保
２０２１ 每项任务不留资金缺口。

个类别，加大稳就业奖补政策落实力度。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对就业的影响，２０２０年印发关于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２０１７年制定《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

意见》《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做好稳就业工

案》，明确规定转移支付、扶贫资金向＂两州一县＂和其他

作的若干措施》《甘肃省农民工安全有序返岗运送实施方

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省级对深度贫困县区均衡性转移支付补

案》《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工作的

助系数高于市县平均水平３个百分点，安排到深度贫困县区

通知》《关于深入推进＂青春扶贫＂六大行动助力高质量打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不低于当年资金的５０？？重点用于支持深

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对企业、扶贫车

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饮水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

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吸纳本地贫困劳

房安全和易地扶贫搬迁等重大工程和重点任务。

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３０００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
营主体一次性奖补；稳定就业１年以上的，按５０００元／人标
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对输转的建档立卡贫困劳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先后制定出台《甘肃省扶贫项目资金绩
效管理实施办法》《关于加大扶贫资金投入保攻坚补短板强
监管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扶贫资金日常监管、公告公

动力和可能致贫人口，按照不同情形，分别给予省外６００

示、动态监控、绩效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２０１９年印发《甘

元、省内３００元的一次性交通补贴，１８００￣３０００元的劳务奖

肃省扶贫资金监督管理追责办法》，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限时拨付、报告通报约谈制度。严格落实＂两个一律＂

补，以及一次性１５００元的生活费补贴。对经营性人力资源

（省、市、县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乡、村两级扶贫

稳定就业，签订并实际履行６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按２００

服务机构、劳务中介机构有组织输转贫困劳动力到企业实现

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要求，主动接受社 元／人的标准给予中介机构一次性奖补。同时，在严格落实国

会和群众监督。
【促就业政策】２０１８年，制定《就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精准聚焦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对

家政策的基础上，扩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政策受益面，对
全省普通参保企业的裁员率从上年末全国登记失业率３．６２％
提高到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５．５？？对３０人

有培训意愿的劳动力实现培训全覆盖，通过组织劳务输转、 （含）以下的中小微参保企业，裁员人数放宽到上年末参保
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扶贫方式取
得的工资性收入，支撑和带动６０万以上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达到现行标准下脱贫
的收入水平。＂十三五＂时期，先后出台
实施鼓励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奖

补、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扶持发展扶
贫车间、提高建档立卡劳动力输转组织

：

４８Ｅ
２９５世

化程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培训实效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涵盖就业扶贫的方方

面面。
精准提升扶贫劳动力培训实效，
２０１９年制定《关于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

培训实效的意见》，有效整合人社、教

育、农业农村、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
门的培训资金、培训师资等资源，共同
推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工作。印发 民勤县收成镇兴盛一社建档立卡户被安置在公益性岗位成为爱心理发员，实现就业脱贫

２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职工总数的２０？？？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

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省直相关部门

坚持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按６个月的全省月
人均失业保险金和上年末失业保险参保职工人数确定。

配套制定农村＂厕所革命＂＂垃圾革命＂＂风貌革命＂、生活
污水治理、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与尾菜利用、畜禽养殖废弃物

【夯实基础政策】＂十三五＂时期，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加

及秸秆资源化利用、村庄规划编制、＂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村级公益性设施共管共享工作９个方案，改善人居

快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人居环境，夯实发展基础。
电力基础设施方面。＂十三五＂时期，以５８个片区县

７拿Ｔ

环境。

和１７个插花县、建档立卡贫困村为重点，编制《助力脱贫

【聚合力政策】＂十三五＂时期，制定东西部扶贫协作三

攻坚电网建设与改造三年行动计划》《甘肃省小城镇和中心

年行动计划、专项行动方案和１１个专项工作实施方案，修改

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实施计划》《甘肃省农

完善资金管理办法，密切党政层面联系交流，召开联席会

村机井通电实施计划》《甘肃省＂一区一州＂农网改造升级

议，共同研究谋划帮扶工作、落实帮扶事项，资金投入力

攻坚三年行动计（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加快推进深

度、企业引进个数、劳务合作数量、消费扶贫规模都取得

度贫困地区电网建设与改造步伐，全面提升农村电网供电

新的突破。制定对接落实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实施

能力。

意见》，从帮扶项目、资金投入、人员培训等方面细化措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交通基础设施方面。２０１８年出台《关于加快实施交通扶 施。制定扶工作责任清单、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法、成
贫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聚焦交通脱贫攻
坚，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先手棋＂，紧紧围绕秦巴山区、

六盘山区、甘肃省涉藏州县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争取国家
资金支持，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宽带网络通信方面。２０１５年，印发实施《关于加快高速
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实施意见》，把促进农村

宽带建设作为推进全省电商扶贫信息化建设的重点任务，明

效考核评价办法等１２个政策文件，全面落实帮扶干部生活
补助、带薪休假、人身意外保险等政策。认真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对工作难度大的县和村挂牌督战＂的重要指
示精神，２０２０年初制定《甘肃省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实施方
案》《关于加强８个未摘帽县省级挂牌督战工作的通知》，８

名省级领导督战８个未摘帽贫困县，市州督战未退出的３９５
个贫困村，县市区督战包抓１７．５万未脱贫人口和１４．３万脱

确中长期目标，完善相关政策体系。
农村环境整治方面。＂十三五＂时期，印发《全省全域

象，省级专责部门挂牌督战影响脱贫的突出问题，凝聚更

无垃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方案（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甘肃省

大力量攻坚克难、销号清零，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不稳定人口、２４．３万边缘易致贫人口＂三类＂重点对

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全面扎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组织体 系与扶贫资 金
全覆盖进行调研督导，特别是对８个挂牌督战县，主要领导

组织保障

现场督促抓党建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推进，分别与
市州党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和贫困县党政正职进行谈话，传

导责任和压力。同时，指导市县建立常态化约谈机制，组织
【工作机制】＂十三五＂时期，先后制定出台《关于深入
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的实施意见》《甘肃省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配套文件。每年制定《组

保障专责工作组各成员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基层

织保障专责组工作方案》，健全推动落实工作机制，研究制

作督办制度，推动组织保障专责工作组高效运转。实行抓党

问题聚焦基层党组织基础工作、基本制度、基本能力建
设，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刀刃向内的勇气、改革创新的精
神，提出并全面推进＂四抓两整治＂措施，推动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着

建促脱贫攻坚任务＂月报告、季分析、半年小结、年度总

力把农村党组织打造成脱贫攻坚战斗堡垒。２０１８年，在全省

结＂制度，先后召开１２次组织保障专责工作组会议，及时了

范围内推行党支部建设标准化，编印《甘肃省农村党支部建

解工作进度，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省委组织部对所有贫困县

设标准化手册》，指导各地扎实开展达标争创活动，有效提

定《组织保障专责工作组成员单位运行机制》，建立组长负
责制度、定期会议制度、目标责任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工

一线开展调研督导，层层靠实工作责任。

【基层组织规范化】紧盯农村基层党建薄弱环节和突出

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规范化标准化水平。指导各地重点围绕

脱贫攻坚特载｜ ２３

村党组织书记的年基本报酬达到４．５万
元，村级办公经费提高到５万元。扶持

发展村集体经济，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合资金
１６．５５亿元，扶持１６４８个村发展集体经

斯坝镇小坝村综合服务中心开工仪式

济，全部消除＂空壳村，＂截至２０２０年

称证

甘肃

年鉴

底，全省集体经济年收入５万元以上的

村占４２．９？？
【考核激励】在认真落实中央关于

保持贫困地区党政正职相对稳定政策的

２０２１

基础上，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优化

市县领导班子，确保最能打硬仗的干部

在脱贫攻坚一线冲锋陷阵、担当作为。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调整补充市州党政班子

高台县新坝镇小坝村综合服务中心开工建设
实行＂一肩挑＂的村以县为单位严格落实村党组织议事决
策、＂四议两公开＂和党务、村务公开等制度，防止出现个
人专断问题发生；建立并落实县级组织部门每月统计分析、

成员１０２名，１８名贫困县党政正职、９
名挂职副书记得到提拔重用；９名贫困

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提拔到省直部门工作，全省共提

拔重用脱贫攻坚中表现突出的干部１８２２名。选派５４名省直

单位副厅级或正处级优秀干部到贫困县挂任专职副书记，对
中央部委和东部４市对口帮扶干部全部安排分管脱贫攻坚。
谈心谈话、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得到落
每季度调度指导制度，村级党组织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实。２０１９年开发上线甘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全省农村党员注

册使用率达９６．９？？农村党支部使用率达到了９９．８？？农村
党支部支委会召开率由５５．６？？高到１００？？主题党日由
４７．１？？高到１００？？党小组会由２４．１？？高到９８．６？？实现

广大党员在线学习、支部活动在线组织、上级党组织在线管
理，抓实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全省统
筹资金６．２４亿元，新建（改扩建）村级活动场所２２６５个，在
所有村党群服务中心建立便民服务站点，实行乡村干部混合

编组坐班服务和全程代理服务，用好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这个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有２．２６万名驻村干部服务在７２６２个帮扶

村。充分发挥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的激励鞭策作用，健全完善
分类考核办法，７５个贫困县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结果与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结果保持一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中

共甘肃省委连续三年召开考核讲评大会，大力整治脱贫攻坚

中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调整不胜任担任现职的市州党政
正职３名、贫困县党政正职１７名，组织处理不担当作为干部
２７６人。指导各地对１２２９个乡镇班子履职情况进行摸排，整

顿提升后进乡镇班子４４个，调整乡镇党委书记５９０名，提拔

业绩突出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１９０名。不断加大从优秀村
【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修订完善《甘肃省村级干部管 干部考录机关公务员力度，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全省从优秀村党组
理办法》，调整优化村党组织书记２５２３名，公开选聘４０４１名 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中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６８名，从大学生
专职化村党组织书记，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 村官中录用乡镇机关公务员人员２８０名。

实体阵地。

挑＂比例达８７．６？？２０２０年，全省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后，
村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下降到３８．４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提高

到９８．２？？？区党组织书记年龄下降到３６岁，大专及以上学历

提高到９７．４？？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全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集聚人才】坚持留住用好现有人才与引进急需紧缺人

才相结合，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人才支撑。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累计投

入省级重点人才项目资金２．５５亿元，扶持４７５个省级重点人
才项目，涉及脱贫攻坚的有３２６个。其中，从国家有关部

神，累计培训党员干部５０８．９万人次；围绕富民产业发展、 门、金融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国有企业引进３批共
扶贫工作方法、精准扶贫政策等内容，分层分类对６２．９万多
名乡村干部进行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员干部抓脱贫攻坚

的能力素质。２０２０年，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视

频直播方式，对全省１．２４万名新任乡村干部和新选派驻村帮
扶干部进行专题培训。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连续两年提高村级组
织运转保障标准，将村干部年报酬提高到３万元，＂一肩挑＂

２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３３７名金融、科技人才，采取兼职挂职、定期服务、技术开
发、项目合作、科技咨询等方式助力脱贫攻坚；有２０批２５５
名＂博士服务团＂高层次人才为甘肃脱贫攻坚献智献策；从
３２家省级医院和部队医院选派８００余名医疗专家，对口帮扶

甘肃省５８个贫困县；遴选４１名副高以上省级专家组成服务

团，深入８个未摘帽贫困县开展帮扶活动；与东部４市互派

１．５万名专业技术人才结对帮扶和交流学习；建立省级农村

人才实训基地，累计培训１．３万多名农村实用人才；积极争 组道路等农业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取中组部＂西部之光＂访问学者计划支持，累计选派１６批共 安排７５个贫困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
３３７名＂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到国内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 一般债券等５项财政资金达８６３．３４亿元，有力支持７５个贫
划，至２０２０年，连续５年从全省各市州遴选５批共５６９名各

困县产业就业、饮水安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
全和易地扶贫搬迁重点项目。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领域科研技术骨干到省内高校、医院和科研单位等进行研修

后，筹措安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费４１．３亿元，落实财政

学习，有效夯实了基层专业技术骨干人才队伍。２０１９年底，

支持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巩固脱贫成果。

进行访学研修；自２０１５起实施的＂陇原之光＂人才培养计

印发《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

【深度贫困地区资金保障】在确保现有扶贫投入不减

实施意见》，从搭建平台集聚人才、创新机制引进人才、多
措并举培育人才、优化环境留住人才、加强组织领导等五个

的基础上，安排增量、优化存量，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脱

方面，提出１８条具体措施，构架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同时，
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引

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支持深度

贫攻坚的投人保障力度。转移支付方面，２０１８起加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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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贫困地区市县除＂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外，新

进工作的通知》基础上，２０１９年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全省 增财力重点用于脱贫攻坚。２０１８年，分配＂两州一县＂

卫生健康人才引进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放宽医疗卫生领域 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资金１２．６７亿

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引进政策，推动完善乡村医疗卫

元，占分配市县增量总额２４．６５亿元的５１？０１９年，分

生和教育人才培养、引导人才服务脱贫攻坚等改革。

配＂两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均衡性转移支付
增量资金１８．７６亿元，占分配市县增量总额３６．９７亿元的

扶贫资金

５１？？统筹用于＂三保＂、脱贫攻坚等支出。财政专项资

【财政专项资金投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省累计投入

金方面，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安排＂两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
度贫困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达到２２０．８８亿元，占全省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８３７．２亿元，其中中央下达资金４３９亿

的７３．４？？其中，２０１８年占全省的７０．５？？２０１９年占全省

元，年均增长１７．２？？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２３０．７５

的７５．６９？？比重持续提升。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安排３５个贫

亿元、年均增长４６．６？？占中央到省资金的５２．６？？？促

困县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一般债券等５

市县两级落实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１６７亿元，年均

项财政资金达５８９．３９亿元，超出深度贫困县三年实施方案

增长２１．４？？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占地方一般公共

（中央指导制定）财政资金需求（３６８．４６亿元）２２０．９３亿

预算的比例从２０１５年的３．４？？长到２０２０年的１３？？＂十 元，占三年实施方案资金总需求（５９５亿元，含财政资
三五＂期间，省市县投入与中央下达甘肃省资金的比例基

本达到１∶１，投入力度在全国排前列，特别是２０２０年省
市县投入超过中央下达资金。

金、金融资金、社会帮扶资金、自筹资金）的９９．０６？？
【扶贫资金管理】组织省直相关部门对深度贫困地区

《精准统筹资金使用方案》和《涉农资金整合方案》进行

【涉农资金整合】对省级１３个部门管理的中央２０项、

联合审查、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管

省级１４项涉农资金一律切块下达，审批权限完全下放到

理。严格执行限时拨付、旬月报告、公示公告、督办落实

县，由县级政府依据脱贫攻坚规划，在农业生产发展和农

和通报约谈制度，最大限度发挥资金效益。严格落实扶贫

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内自主安排使用。省级相关部门分配 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２０１９年出台《甘肃省扶贫资金
给贫困县的资金增幅不得低于该项资金全省平均增幅，资

监督管理追责办法》，督促落实县区扶贫资金管理责任，

金不得＂戴帽＂下达、不得指定与脱贫攻坚无关的任务要

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资金精准有效使用。

求、不得考核贫困县约束性任务完成情况，彻底为贫困县

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周调度、旬报告、月通报约谈机

资金整合松绑，确保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急需的项目上，提

制，每周对扶贫资金不足的贫困县及时调拨库款，每旬报

高整合资金的使用效益。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省累计整合

告资金支出进度，每月对资金支出情况在全省范围内通

使用涉农资金９２２．８亿元，整合率７３．７４？？

报，对资金支出慢或质量不高的市县政府分管领导和财

【扶贫项目资金保障】印发《关于加大扶贫资金投入

政、扶贫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贫困县切实加

保攻坚补短板强监管的意见》，精准匹配每个项目资金额

快项目建设和扶贫资金支出进度。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财

度，确保每项任务不留资金缺口。保障产业扶贫和就业扶

政专项扶贫资金全部在规定时限内拨付下达，年度支出率

贫资金需求，全力支持＂３＋１＂冲刺清零后续行动资金需

分别达到９６．８？？９８．４？？较国家考核要求分别高出４．８个

求，大力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工作，合理安排村

百分点和６．４个百分点。２０２０年截至１０月底，全省财政专
项扶贫资金支出进度达９３．４？？高于序时进度９．８个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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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强化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将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全部纳

岛东部四市倾力帮扶甘肃，＂十三五＂期间，投入财政援助

入监控范围，对系统预警问题，及时督促市县整改。组织

资金８７．８６亿元，实施协作项目４９３１个，帮助引进企业投

开展各级各类扶贫项目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

资４２．５３亿元。３６家中央定点单位帮扶４３个贫困县区。持

动各级各部门切实提高扶贫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续开展＂千企帮千村＂行动，举办＂中国光彩事业临夏

２０１８年对６１０３个扶贫项目、５８０．５亿元扶贫资金，２０１９年

行＂活动，＂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进甘南暨民企甘南行＂活

对５１４０个扶贫项目、４２４．７亿元扶贫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

动。每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县以上单位选派干部不少于３

甘肃 绩效管理，进一步强化扶贫项目资金管理。
年鉴 扶贫体系
２０２１

【脱贫责任体系】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成立省委省政府

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全部担任领导小
组副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建１２个脱贫攻坚专责工
作组，分工负责行业扶贫和组织保障。省委省政府每年与

８名省级干部、２４名省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及有脱贫攻
坚任务的１３个市州的党政主要负责人签订脱贫攻坚责任
书，年底考核兑现奖罚。建立脱贫攻坚定期调度制度，每

月通报脱贫攻坚重点任务进展情况，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每月至少召开一次领导小组或专题会议，对脱贫攻坚进行

安排部署。把脱贫攻坚＂一号工程＂上升为＂一把手＂工

程，认真落实＂四个遍访＂要求，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走
访调研覆盖全部８６个县（市、区），省级领导干部围绕脱

贫攻坚调研督查的次数最多、范围最广、力度最大。

【精准工作体系】中共甘肃省委十九届八次全会和十次
全会，分别制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的两个决定。２０１６年５月，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等一揽子强保障、壮产
业、保投入、促就业、夯基础、聚合力的政策措施。组织

省市县乡４０多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６５万贫困户制定＂一

人。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明显增强。
【稳定增收体系】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为抓
手，以构建富民产业体系为牵引，实行产业整体构建和到

户产业培育相结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牛羊菜果薯药＂

六大特色主导产业，支持深度贫困地区群众发展小庭院、
小家禽、小手工、小买卖、小作坊等＂五小产业＂，形成以
生产组织、投入保障、产销对接、风险防控＂四个体系＂

为主的产业扶贫格局，努力实现县有主导产业、村有致富
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的目标。２０１８年，研究制定《甘肃省
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意见》等政策措

施，以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构建生产组织体系，
围绕解决群众缺少产业发展资金的问题构建投入保障体
系，针对农产品销售难、收益低的情况构建产销对接体

系，基本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每个脱贫产业都有龙头

企业，贫困村专业合作社和金融综合服务室全覆盖。至
２０２０年，全省有２００多万农户已嵌入产业链条，带动人均

增收超过４０００元。把就业扶贫作为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方
式，通过强化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务输转组织化

程度、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推进扶贫车间建设等系列举
措，加大就业扶贫，稳定群众增收。全省已脱贫人口中，务
工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达到７０？？上。积极拓

展乡村旅游、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扶贫新业态，基本实现

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明确脱贫时间表、作
战图和责任状。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底线任

务，扎实开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和饮水安全冲刺清零专项行动，至＂十三五＂
末重点领域任务实现清零达标。严把精准识

别、脱贫核查、数据比对三道关口，在国家第
三方评估中，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连续
４年达到９８．９？９８．３３？？上。加快推动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０年具备条件的建制
村实现１００？？硬化路和通客车，农网供电可

靠率达到 ９９．８？？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９９．７？？贫困县所有村实现动力电全覆盖，行

政村光纤宽带和４Ｇ 网络覆盖率均超过９９？？

贫困地区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贫困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

【帮扶工作体系】天津、厦门、福州、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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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新建的连片日光温室

县有主导产业、村有致富产业、户有增收项目目标。

【保障投入体系】通过不断完善扶贫资金保障政策体

善作善成的良好环境。

贫攻坚任务相适应，发挥资金在脱贫攻坚中的支撑和保障
作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国家财政专

【成果巩固工作体系】出台落实＂四个不摘＂的《若干
意见》，继续聚焦摘帽县精力到脱贫攻坚，持续开展动态管
理，监测脱贫质量，及时查漏补缺，防范化解风险，巩固
脱贫成果。保持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市州和贫困县党政正职

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甘肃省均被评为＂优秀＂等次，累计

稳定，１６名优秀贫困县党政正职提拔后继续在县区工作。

奖励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９亿元。除保障工资发放、正常运
转和基本民生支出外，最大限度压减一般性支出，持续加

保持对脱贫摘帽县投入力度不减，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中央
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幅分别达到４．０３？

大财政专项扶贫投入。＂十三五＂期间，全省共投入财政专

８．３？？对摘帽县继续实行扶贫开发成效年度考核，分值占

项扶贫资金８３７．２亿元，其中省级２３０．７５亿元、年均增长

实绩考核６５？？上的权重，并将＂四个不摘＂作为摘帽县

４６．６２？？占中央到省资金的５２．５６？？？县落实１６７．４２亿

党政正职平时考核的重要依据，防止摘帽后松劲懈怠。同

元，年均增长２１．６７？？投入＂两州一县＂和１８个省定深度
贫困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占全省的６５．３？？整合涉农资金

时，统筹推进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口的帮扶工作，
在政策扶持、结对帮扶、工作标准和成效考核等方面一体

９２２．１８亿元，整合率７３．７４？？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

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格局。撬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投入

推进，将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非贫困村纳入预警管理，确保
非贫困村贫困人口如期实现脱贫目标。

脱贫攻坚，安排财政贴息８１亿元，为贫困户发放扶贫小额

【监督检查体系】组织各方力量，对扶贫领域开展全方

贷款及特色产业贷款、农产品收购贷款。严格执行限时拨

位、立体式的监督检查。＂十三五＂时期，每年开展深度贫

付、旬月报告、督办落实、公告公示和通报约谈制度。

困地区观摩拉练活动，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组织

系，精准聚焦、精准滴灌、精准发力，确保投入力度与脱

【考核评估体系】完善考评方式，强化结果运用，对综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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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市县干部实地看、相互学，现场推动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

合评价为＂好＂等次的市县和省直部门进行通报表扬，对 实。支持台盟中央开展脱贫攻坚专项监督，各民主党派省
脱贫攻坚任务重和考核发现问题较多的进行约谈，提拔脱

贫攻坚实绩突出的省管干部３６名。至＂十三五＂末，省委
省政府表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４０个、先进个人４９名，

委会对口６个贫困县开展民主监督，组织省人大、省政协
和民主党派省委会、兰州大学等１９个单位，对脱贫攻坚１４

项重点任务开展专项督查。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表彰脱贫攻坚和帮扶工作先进集体 问题专项治理，压茬推进＂两查两保＂＂三纠三促＂＂四察
７５１个、先进个人１３７５名，推动形成扶贫领域踏实干事、 四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扶贫方式
产业扶贫
【综述】＂十三五＂时期，累计创建省级绿色农产品标
准化生产基地１０个。产业链链条不断延伸拓展，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甘味＂农产品品牌美誉度

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价格坚挺、产销两旺。２０２０年，高

原夏菜面积产量位居全国第一，马铃薯、中药材、苹果
面积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羊存栏量位居全国第三，牛存

栏量位居全国第九。全省＂三品一标＂产品２７０２个，其

一，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４４．４？？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３．２？？贫困地
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５９１．８元，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３．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通过发展产业和＂产业＋劳务＂实现

１３８．８３万人脱贫，占同期脱贫人口的７３．６？？

【产业布局】自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大力发展＂牛羊菜果
蔬药＂六大扶贫产业，形成串点成线、以线带面，打造
＂一带五区＂特色农业生产布局，建设以高原夏菜、都市
型农业为主的沿黄产业带，以现代种业、种养循环、戈

壁生态农业为主的河西节水灌溉农业区，以优质苹果、
现代肉牛肉羊产业为主的陇东雨养农业区，以中药材、

马铃薯等为主的中部旱作农业区，以林果、蔬菜、现代

中绿色产品１６１８个，有机产品２２４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畜牧业为主的天水及陇南山地特色农业区，以牦牛、藏

１２４个，无公害农产品７３６个。走出＂寒旱农业—生态循

羊、藏药等为主的甘南及祁连山高寒草地农牧交错区，

环—绿色有机—甘味品牌＂的发展路子，初步构建起具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呈现出区域分工明显、基

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体系。２０１９年，全省第一产

地集中连片、技术装备集成、特色优势突出、功能机制

业增加值１０５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８？？增幅居全国第

完善、规模效益凸显、产业链配套完整的发展态势，实
脱贫攻坚特载｜ ２７

２Ｒｐ

甘肃

现从零散状、碎片化到成链条、成体系的巨大变化，成为

国、俄罗斯、东南亚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马铃薯产业

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产值达到２３０亿元，甘肃省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种薯繁

【种植产业】＂十三五＂时期，全省小麦面积稳定在

育基地，年生产原原种１２亿粒，其中向外省销售原原种４

１０００万亩以上，玉米种植面积达到１５００万亩，马铃薯种

亿粒以上、原种２万多吨。建成定西市安定区、会宁县两

植面积达到１０３０万亩。累计新建高标准农田３３１万亩，农

个马铃薯百万亩产业大县，带动周边种植３０万亩以上的

机总动力达到２２８９万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产业大县８个，打造一批集中连片、技术集成的万亩以上

化率达到６１？？上。全省粮食产量连续八年持续保持在

绿色标准化产业带，定西市安定区国家级马铃薯专业批发

年鉴 １１００万吨以上。
２０１９年，全省蔬菜面积９１０万亩，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
２０２１

１５？？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６．５？？？量２７５０万吨，较２０１５年增

长５０．９？？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８．５？？苹果面积６５７万亩，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３．３？？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３．５？？？量６５０万吨，

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６６．７？？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４１．３？？马铃薯面积
１０２６万亩，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５．８？？较２０１７年基本持平；产
量１５００万吨，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３２．７？？较２０１７年增长
２８？？中药材面积４６５万亩，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５．２？？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３？？？量１３０万吨、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０．２？？

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５．５？？蔬菜产业产值近５００亿元，其中设
施蔬菜产值达到２６０亿元，打造榆中县、武山县、武威市

凉州区３个播种面积超过４０万亩的大县（区），形成河西
走廊戈壁生态农业区、沿黄灌区、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

＂两江一水＂流域五大优势蔬菜产区。全省蔬菜６０？？往
国内８０多个城市乃至东南亚市场，特别是以兰州、河西

为核心的高原夏菜产业带，成为西菜东调重要保障基地和
冬春淡季西北蔬菜供应中心。苹果产业产值３７６亿元，建

市场成为全国最大的马铃薯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中

药材产业生产环节产值１８６亿元，建成宕昌、岷县、陇
西、民乐４个３０万亩以上的产业大县，制定大宗道地中药
材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９７项，打造 １１７万亩绿色标准种植
基地，形成以陇西、岷县、宕昌、渭源为核心的中药材产
业带；加工环节产值４５０亿元，较 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７．１％

（２０１７年是３５４亿元，２０１８年是３８６亿元），培育引进中药
材饮片加工为主的中药材初加工企业１７１家，年加工中药

饮片１００万吨以上。２０２０年，全省粮食面积３９５７．４万亩，
总产１２０２万吨，比上年增加３９万吨，产量首次突破１２００
万吨大关，创历史新高；玉米种子生产面积１２９．６万亩、
产种５．４６亿公斤，均居全国第一；马铃薯原种和一级种薯

生产面积４０．０４万亩，产量７．９亿公斤，生产原原种１１．８亿
粒，居全国前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甘肃作为全国
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１０个省份之一，得到习近平总书记

的肯定。
【养殖产业】２０１９年，全省牛存栏４５８．８万头、较

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１．７？？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８．２？？出栏２１２万头、

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１８．２？？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６．９？？？存栏２０００

成百万亩苹果大县１个（静宁县），３０万亩以上８个，形
万只、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０．５？？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８．７？？出栏
成以平凉、庆阳为核心的富士苹果产业带，以天水麦积、 １５６２万只、较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７．９？？较２０１７年增长１０．４？？
秦州、礼县为核心的花牛苹果产业带。有苹果重点龙头企

业２３２家，静态保鲜贮藏能力达２６０多万吨，开发出果
汁、果酒、果醋、果片等深加工产品，加工苹果产品７万
多吨，产品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５０多个城市和美

全省肉牛产业产值近３００亿元，建成凉州、玛曲、甘州、
碌曲４个存栏３０万头以上、７个存栏１０万头以上的肉牛养
殖大县，形成以张掖为核心的河西肉牛产业带，以平凉为

核心的红牛产业带，以临夏、甘南为
核心的农牧交错繁育一体（牧区繁

育、农区育肥）肉牛产业带，并培育
一批肉牛屠宰加工龙头企业，年肉牛
屠宰能力２５０万头，２０１９年实际屠宰
量

，，，

汁门怜异

式１２？处理？

节

１０１万头。肉羊产业产值近２００亿元，

建成民勤、凉州、环县、东乡、会宁
等９个百万只肉羊产业大县，初步形
成以临夏为核心的农牧交错肉羊产业
带，以环县、靖远、会宁为核心的陇

中陇东肉羊产业带，以凉州、民勤、
金塔为核心的河西肉羊产业带，全省
肉羊屠宰企业７２家，肉羊屠宰能力
宕昌县中药材绿色标准化示范基地百亩核心试验示范田

２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９００万只。

业产销形势进行深入分析研判，形成

目标价格，引导市场预期。
２０１８年，制定印发《冷链物流建
设专项实施方案》，对新建 １００吨

（含）以上的补贴比例上限不超过设施
造价的 ３０？？贫困地区可放宽至

５０？？单个主体最高补助资金原则上
不超过１００万元；对新购置储运能力５

吨、１０吨的冷藏运输车，按照购买价
格５０？？予奖补。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省

实９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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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级财政下达果蔬保鲜库建设扶持资金
２．３９亿元，在４８个贫困县贫困村新建

果蔬保鲜库１０２５座、移动保鲜库２２２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以平凉为核心的红牛产业带
２０２０年，全省羊存栏量位居全国第三，牛存栏量位
居全国第九，全省牛、羊、猪、鸡良种化率分别达到

辆，新增储藏能力近３６万吨，贫困村

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条件得到有效改

善，广大农户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灵活选择上市时间，有效

７９？？８１？？９１？９７？？全省牛存出栏分别为４８２万 缓解收获季节农产品滞销压价现象。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连
头、２２８．６万头，同比分别增长５．２？？６．４？？？斯坦奶牛

续两年开展果蔬保鲜库建设，提高特色农产品储藏保鲜能

存栏２１．７万头，同比增长２０？？？存出栏分别为２１９１．８万

力。扶持有意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村建设保鲜基础

只、１７３７．１万只，同比分别增长１０．３？？１２．２？？？存出

设施。２０２０年，争取中央支持和统筹下达各地的整合涉

栏分别为５３２０．８万只、６２１５．５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农资金５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型通风贮藏库、机械冷库、

１８．８？？４８．９？？

气调贮藏库等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以及贫困地

【产销对接体系】２０１８年７月２日，组建全国首个省
级农业产业扶贫产销协会及马铃薯等９个特色产业产销协

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购置冷藏运输车。２０２０年，全省累计

会。扶持建设定西市安定区马铃薯、榆中县定远镇高原夏
菜２个国家级专业批发市场和一批特色农产品产地专业市

蔬菜、马铃薯等鲜活农产品均衡上市和错峰销售能力。

建成１０５０个，新增储藏能力近６０万吨，有效提升苹果、

实施＂甘味＂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建起＂省级，甘

味，公用品牌＋市县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的品
省政府联合农业农村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连续两年举办甘肃 牌营销体系。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１日，举办＂甘味＂农产品品
场，初步构建起连接产地与终端大市场的销售网络体系。

特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和＂三区三州＂贫困地区农产品产

牌发布会暨消费扶贫宣传推介活动，向社会各界发布

销对接会，组织甘肃省龙头企业、产销协会和合作社与省

《＂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包含＂牛羊菜果薯药＂六

外经销商成功签约２２３．８亿元。通过有
效组织省市县各级产销协会营销家队

伍抱团出省抢占粤港澳、长三角等终
端大市场，积极打造＂甘味＂农产品
系列品牌，甘肃省马铃薯、中药材、

高原夏菜、苹果、牛羊肉等特色农产
品市场占有率和议价能力明显提高，

马铃薯等特色农产品集散中心、信息
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功能初步显现。
２０１９年，除苹果由于全国丰收供大于

求，价格低于常年水平外，其他特色
农产品都呈现产销两旺好势头。２０２０

年在兰州大学举办农产品产销协会营

销家队伍培训班，对全省六大特色产

实施＂甘味＂农产品品牌营销战略，静宁苹果获＂甘味＂农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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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色产业、地方优势特色产品的５０个区域公用品牌和 ４１．７万户、吸收贫困人口就业２．９万人。２０２０年，７５个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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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个企业商标品牌，现场签订购销订单９项，签约总金

困县共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２００家、累计达到２９４６家，基

额１２．３６亿元。开展＂品甘味·游甘肃＂２０２０长三角消费

本实现贫困县主导产业有龙头企业带动的目标。全省贫困

扶贫文旅周活动等一系列推介活动。省政府联合农业农村

县龙头企业建设规范化基地３４７９个，累计带动合作社１．９

部召开２０２０甘肃特色农产品贸易洽谈会，６１家省内外农

万个，辐射带动贫困户３９．２万户。

产品营销企业初步签订意向性采购合约３８ 项，总金额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下达扶持合作社资金５．９６亿元，扶持

５４．６８亿元。通过全省上下政府市场两手并用开拓运作市

场，农产品销售体系初步建立。２０２０年，全省主要特色

合作社５５９７家，在１９７９个没有合作社或只有１个合作社
的贫困村扶持新建合作社２１７３个，实现贫困村合作社全

农产品价格坚挺，产销两旺，其中花牛苹果产地出售价格

覆盖。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授课辅导，全省组建起６５００

每斤达到２．５￣３元，较２０１９年每斤增加１元，马铃薯市场 人的市县乡三级辅导员队伍，开展合作社领办人＂万人培
平均价格每斤０．５５元以上，较２０１９年每斤增长０．０５元。

训＂计划，及时总结推广＂政府主导组建国有农发公司带

２０２０年，农业农村部先后在定西市安定区、天水市麦积

动合作社发展＂的＂庄浪模式＂及＂合作社联合控股，民

区召开全国马铃薯产业现场推进会、全国农产品仓储保鲜

营、国有企业参股组建富民公司，带动村办合作社联合发

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现场会和农业保险座谈会，总结推广甘

展＂的＂宕昌模式＂，并按照＂运营规范、运营较规范、

肃省的经验做法。

运营一般、未运营、注销吊销＂五种类型，对合作社进行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十三五＂

分类规范。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贫困村共有３．３１万个合作

期间，全省共新引进培育龙头企业２２８家，总数达到３０９６ 社，运营规范和较规范的达到７５？？上。特别是新组建的
家。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１０．１２万家，社员１８８．１８万人，

２１７３个合作社运行良好，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效果逐

带动农户２７４．７７万，占全省农户总数的６０？？上。培育家
庭农场１００９３家，经营耕地面积１２９．２万亩。按生产经营
类型，种植型５０２５家、养殖型２２８４家、种养结合型２６７８

步显现，得到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的肯定。２０１８

家、其他类型１０６家；按经营面积，１０００亩以上的１５８

年，＂庄浪模式＂获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２０１９年，１１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民合作社规
范发展和质量提升的意见》，引导各地按照有种养基地、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全省投入龙头企业１．０５亿元，扶持龙

有良种供给、有农业机械、有产销订单、有储藏或加工场
地＂五要素＂办实办好农民合作社。２０２０年，启动实施５

头企业１２７家。在此基础上，出台支持龙头企业的１０００亿

个国家级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试点和２６个省级农民合作

家，１００亩以上的３３００家。

元特色产业工程贷款和５００亿元农产品收购贷款的专项贷 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全省贫
款扶持政策，累计发放特色产业贷款１０３９亿元（２０１８年

困村＂五有＂标准的合作社超过３０？？

发放３８０亿，２０１９年发放５６２亿，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发放９７

【农业扶持贷款和保险】着眼为扶贫产业稳定发展和贫

亿）、农产品收购贷款３９７亿元，支持农业市场经营主体

困户稳定脱贫提供一揽子风险保障，＂十三五＂时期，甘肃

发展。创新完善与合作社、贫困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涌

现出中盛农牧、蓝天集团、中天羊业、康美牛业、前进牧

业等带贫益贫突出的本地龙头企业，引进北京德青源、海
升集团、福建圣农、四川希望集团及泰国正大、新加坡益

省建立＂覆盖大宗种植养殖、区域性优势品种、地方性特

色产品＂和＂传统成本保险、新型价格指数保险、天气指
数保险＂的＂３＋３＂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按照＂增品、扩

面、提标、降费＂原则，在抓好１８个中央和省级保险品种

的同时，开办６２个特色产品保险品种，将保险补贴品种从
海嘉里等一大批大型龙头企业。通过订单种植、保底价收
２０１８年的６９个、２０１９年的８０个扩大到２０２０年的９６个。其
购、土地流转、承包地入股、提供贷款担保、吸收劳动力
中，中央和省级补贴品种提高保额、降低费率均达到３０％
就业等多种形式带动合作社发展、贫困户增收，形成扶贫

以上，并对贫困户参保给予保费适当减除的特惠政策。做

项目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跟着合作社走、合作社跟 细做优理赔服务，全省１５７８８个行政村全部组建农金室，
着龙头企业走、龙头企业跟着市场走的带贫模式。截至 与农业保险承保机构共同服务农户承保理赔工作，打通服
２０１９年底，全省７５个贫困县共引进培育龙头企业５９４

务＂最后一公里＂。探索＂保险＋期货＂的模式，开发出规

家，累计达到２７４６家，总产值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上（其中 避市场价格波动的新型保险。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全省累计实
产值达到１０亿元以上的４家、１亿元以上的１１８家），农产 现签单保费４５．２９亿元，累计赔付３３．０３亿元，从中直接受
品加工转化率达到５４．５？？通过采取订单收购、入股分

益农户３５６．０７万户次，其中贫困户１９９．０２万户次。２０２０

红、生产托管、土地入股、进企务工、集体资产入股二次 年，实现签单保费１６．９８亿元，参保农户１９４．０５万户，其中
分红等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合作社１．０２万个、带动贫困户 贫困户１０４．３９万户；各保险机构支付理赔资金１１．４８亿元、

３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受益农户８２．９５万户次，其中支付贫困户理赔资金４．７４亿

业不清楚，明确权属归贫困户所有，并督促合作社和龙

元、受益贫困户５０多万户次。甘肃省积极推进农业保险的

头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入股协议、发放股权证；与＂真种
真养＂挂钩，针对个别贫困户认为到户扶持项目是政府
＂发钱发福利＂的问题，对不真种、不真养的贫困户，
不投放到户产业扶持资金；与＂见钱见物＂挂钩，对贫

举措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产业扶贫十大机制创新的典型
案例，农业农村部在天水市麦积区召开农业保险座谈会，
总结推广甘肃省推进农业保险的经验做法。

【产业扶贫资金奖补】在持续稳定已脱贫贫困户产业

规模的基础上，落实扶贫资金对贫困户发展产业的奖补政
策，指导各地采取达标奖补、以奖代补等形式，管好用好
到户生产奖补资金，引导贫困群众补种补栏补规模。截至

２０２０年，７５个贫困县累计安排１７．１亿元生产奖补资金，
对６６．４万户需要补种补栏补规模的贫困户给予奖补，累计

补种蔬菜、中药材、马铃薯等１２１万亩，补栏牛、羊、猪
等４８．５万头（只）。同时，落实２．１２亿元奖补资金和４６９．５
万元小额信贷资金，扶持１１．９万户贫困户发展＂五小产

业，有效扩大贫困户种养规模，夯实产业增收基础。
【财政扶贫资金】为确保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切实用在

困户扶贫产业，要求养的时候要见物，卖以后要见钱，

对贫困户入股资金，采取＂保底分红＂的办法，保障资

金安全和基本收益；与＂奖勤罚懒＂挂钩，针对一些贫
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重点采取达标奖补、以奖代
补等形式，激发贫困群众发展种养产业积极性。同时，

ｈ门拿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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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享受入股资金分红的贫困户尽可能参与龙头主体生
产经营、主动参与村级公益事业。２０１８年起，加大扶贫

产业投入力度，按照人均５０００元、户均２万元、每户最
多不超过３万元的原则，用于到户到人的产业增收项

目。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７５个贫困县累计筹措到户产业扶持

刀刃上，２０１８年省政府及时跟进提出＂五个挂钩＂的原
则，即与＂一户一策＂挂钩，结合为每户贫困户量身定

资金１８８．８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８９．９亿元，占４７．６％；

制＂一户一策＂精准到户脱贫计划，将到户产业扶持资

于种养产业１５５．６亿元、光伏产业２３．７亿元、乡村旅游２

金通过＂六大扶贫产业＂及小庭院、小家禽、小手工、

亿元、其他产业７．５亿元。从扶贫对象看，覆盖２０１７年

用于入股配股９８．９亿元，占５２．４？？从扶持项目看，用

小买卖、小作坊＂五小产业＂与＂一户一策＂精准对 底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４７．７万户、１８８．２万人（包括
接，合理确定贫困户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 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新识别和返贫户），累计投入资金１２１．５
以及投放多少产业扶持资金；与＂农民意愿＂挂钩，根 亿元，人均６５００元；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已脱贫不稳定户
据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和经营主体情况，由贫困户自 ６１．６５万户、２４８．２万人，累计投入６７．３亿元，人均２７００
行确定发展产业和入股资金比例，对入股的资金，针对

元。总受益１０９．３５万户、４３６．４万人。

个别地方资金权属不明晰、贫困户对入股金额和入股企

２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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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也平钟中 整ｄ ０ 雾 ｓ０９ ８ｓＥ Ｉ ０Ｂ 夕： ｃｕＬ Ｌ６ｃ ９ｃ ｃ 工 ｃｒ ９０７ ｔ９６ ｚ０ＺＩ １６ ９６Ｅ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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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扶贫

则》，新增爱心理发员岗位，为本村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
农村特困供养人员、残疾人等免费提供理发服务。根据劳
动力返岗滞留情况和防疫工作需要，在原计划开发３万个

ＲＰ

甘肃

【综述】＂十三五＂时期，全省强化就业扶贫，累计完成

乡村公益性岗位的基础上，再开发２万个保洁环卫、防疫

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２１３．２６万人次，输转贫困劳动力６７０

消杀、巡查值守等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的临时公益性岗

多万人次，实现了应培尽培、应转尽转；建成扶贫车间
２５４６个，吸纳贫困劳动力４．２万人；开发各类农村公益性

位。截至２０２０年，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金４．２亿元，开发

岗位３０．５万个，扶持促进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支撑和带
动贫困家庭增收脱贫。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甘肃省已脱贫的

责＂的原则，靠实责任主体，加强日常管理，坚持按需定

年鉴
２０２１ １２８万户５３４．５万人中，务工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贫困
户达到７１？？贫困人口达到７６？？
【扶贫劳动力培训】精准设置培训项目，紧盯地方特
色主导产业、市场需求和贫困劳动力个人意愿，科学精准

乡村公益性岗位３０．５万个。按照＂谁开发、谁管理、谁负

岗、以岗定人，严肃查处岗位一设之、资金一发之的问
题，确保人有事干、事有人干。

【扶贫车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把发展扶贫车间
作为促进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实现稳定增收的重要
举措，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强化政策扶持，多形式多领域

量上门走访，全面掌握劳动力培训需求，广泛宣传就业培

多业态创建扶贫车间。２０１８年７月，印发《关于扶持发展
＂扶贫车间＂促进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意见》，

训政策和培训项目，积极协调引导劳动力参加适合自身特

明确扶贫车间认定标准。财政奖补方面，对＂扶贫车间＂

点的培训项目，确保有培训意愿的劳动力都能参加培训。
甘肃省＂陇原妹＂＂礼贤嫂＂等劳务品牌，因服务质量

吸纳１０名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

好、信誉度高，在北京、天津等地广受欢迎，＂陇原妹＂

助；稳定就业３年以上、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可给

被全国妇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家庭服务业

予６万元的一次性补助。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返

著名品牌。提高实操课程的比例，尽可能都依托龙头企

乡人员创办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认定为＂扶贫车间＂的，

业、扶贫车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示范园区或就

按有关规定给予５万元的一次性补助。金融支持方面，对

业创业示范基地等开展岗位培训，在生产岗位、田间地头

于符合条件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自
主创业农民等优先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支持，个人最高额度

设置培训项目，充分利用乡镇村社干部、帮扶工作队等力

开展手把手教学培训。推行＂培训券＂模式，将培训机

上、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给予２万元的一次性补

构、培训项目信息和＂培训券＂同时提供给群众，群众在
自愿选择完成培训后交付＂培训券＂，培训机构凭＂券＂
结算。２０２０年，省人社厅和陇南市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探索推行＂电子培训券＂和＂务工二维码＂，方

１５万元，贷款期限３年，利率最高可在基础利率的基础上

便群众多元化选择培训项目和培训机构，通渭、礼县已开

求优先给予扶持，贷款额度最高２００万元，财政部门按照

展试点工作，直接将二维码张贴在群众家中，劳动力通过

贷款基准利率的５０？？予贴息。土地优惠方面，乡镇、村

扫描二维码即可查询务工信息、优惠政策，随时与县就业

集体闲置土地可按有关规定划拨给＂扶贫车间＂无偿使

服务机构联系咨询，得到群众的充分认可。持续深化东西
部扶贫劳务协作。充分依托外省市帮扶资源，积极构建省

用，＂扶贫车间＂租赁土地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租金减免政

级协调、市县组织、职校培训、定点安排、跟踪服务的劳

＂扶贫车间＂用地纳入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用

务协作精准对接机制，建立健全驻外服务机构，定期互走

地计划指标优先保障。用水用电方面，安排项目资金，支

互访，开展劳务对接，做好信息互通、组织输转和跟踪服

持完善＂扶贫车间＂涉及的水、电等各项基础设施，对用

务等工作。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累计开展精准扶贫劳动
力培训２２８万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１５２万人

水用电给予补贴，降低用水用电价格。为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对就业的影响，出台扶贫车间运输费用补贴、税收优惠

次，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县市区人社部门认定的扶贫车间

上浮３个百分点，５８个特困县区的财政部门提供３年全额
贴息，非特困县区的财政部门提供２年全额贴息。对符合
条件的＂扶贫车间＂可比照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要

策。在不占用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将认定的

【公益性岗位】为切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群体和无就

（含东西部帮扶省市在甘肃省创建的扶贫车间）跨省区调

业家庭的就业问题，自２０１８年全省开展乡村公益性岗位开

用原籽和成品的运输，对其运输费按５０？？予补贴。凡来

发工作，选聘对象全部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边缘易致

甘肃投资办扶贫车间的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按新增

贫人口，岗位类别主要设置乡村道路维护、乡村保洁、乡

地方留成税收（５年内）给予等额奖补。截至２０２０年５

村绿化、乡村水电保障、农村养老服务、村级就业社保协

月，全省累计创建多形式多领域多业态扶贫车间２５４６个，
吸纳就业１０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４．２万人。腾

管、乡村公共安全管理、乡村公益设施管理等８个类别。
２０２０年，制定《２０２０年开发３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实施细

６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达扶贫车间，由车间所在地提供厂房，前期给予水费电费

全免，由腾达实业公司负责投入设备、原材料、技能培训

融服务能力。为打通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和管理运营，开展缝纫、编织类产品生产、通过采取＂扶

２０１９年制定出台《关于推进全省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建设

智＋扶志＋＇５＋２＇＋技能匹配＋技能潜力提升＂的模式组织
农民培训，既通过轻资产和政策优惠大大降低企业生产成

运行的实施意见》，加大对农金室典型标准化建设支持力

本和风险，又把农民培养成产业工人，截至２０２０年腾达实

１５７２６个，实现行政村农金室服务全覆盖，并在１３１８个乡
镇设立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负责统筹协调辖内各农金室

业公司在全省范围内建成６０多个扶贫车间，带动群众就业

度。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全省１６０５３个行政村，建农金室

２５００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占７０？？
【劳务输转】＂十三五＂时期，全省输转城乡富余劳动
力２６２３．７万人次，劳务收入累计达５３８８．９亿元，其中输转

开展工作，形成以农村合作金融为基础，政策性金融、商业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６４６．８万人次，有输转意愿的实现应

色产业发展，对促进农民增收、助推打赢全省脱贫攻坚战发

转尽转，创劳务收入１１５２．９亿元。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发

挥重要作用。

金融分工协作，保险、政策性担保相配合，民间资本、基层

金融服务为补充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力促进贫困地区特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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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生后，甘肃省及时召开全省就业扶贫工作推进视频会议，

对稳就业进行具体部署，向１５个省市区致函，协调对甘肃
省提供专项用工支持，依托线上平台，及早收集发布外省

市用工信息，精准推送给有输转需求的贫困劳动力，实施

旅游扶贫

＂点对点、一站式＂精准运送，开展＂出家门、上车门，

【综述】＂十三五＂时期，全省先后扶持贫困地区７２０
个村开展乡村旅游，累计发展旅游专业村１０５３个、发展农

下车门、进厂门＂运送，积极输送陇原妹、礼贤嫂等特色

家乐６２００多户。创建乡村旅游示范村３１０个，培育乡村旅

劳务品牌。截至２０２０年，组织２１列专列，３０３节专箱，

３６２８辆包车，６８次包机，＂点对点＂输送１０．９万人赴外省
返岗复工。全省输转劳动力４４５万人，其中省内输转２５５
万人，省外输转１９０万人，输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１２８．７
万人，比２０１９年全年高１０个百分点，完成有输转意愿的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应转尽转。

游合作社３０１个。通过文化旅游累计带动５９．２万人实现

脱贫。
【乡村旅游】省委省政府于２０１８年，先后召开全省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全省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大会，研究出

台《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和《关于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的意见》，省文旅厅配套制定《甘肃省乡村旅游助
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甘肃省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
动方案》《关于加快推进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意

金融扶贫

见》《乡村旅游合作社扶持奖励暂行办法》《关于加快发展

【普惠金融扶贫模式】２０１８年，印发《甘肃省人民政

乡村民宿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配套政策

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政策的通知》，
明确农户自主使用的贷款到期后，根据农户意愿收回或续

支持力度，发展乡村旅游，促进贫困地区群众就近就业增

贷，续贷期限最长不超过３年，续贷期内省财政继续给予

收。２０２０年，扶持贫困地区１７３个村开展乡村旅游，发展
农家乐２１０６户。其中，＂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扶

全额贴息。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用＂

的，由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户结清分红资

够您
调锦鹊

金，解除带动协议，一律收回本金，仍
有贷款需求的，可由企业提供抵押担
保，转为商业性贷款，省财政不再贴

息。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累计收回贷

款２３９．２９亿元，余额１９８．２９亿元，逾期
贷款额２５４４万元，逾期率０．１３？？逾期

率低于国扶办要求的上线。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能力】＂十三

五＂时期，制定出台《甘肃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金融进一步支持脱贫攻坚的

６
程，

意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推进特色产业发展贷款工程的意
见》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专门设立面向
＂三农＂的服务机构，提高农村基础金

两当县杨店镇以＂美丽乡村游＂为主题，打造＂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升级版

脱贫攻坚特载｜ ６１

，

持建设旅游扶贫重点村９４个，农（牧）家乐１０５０户。
【＂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２０１９年１月，文化和旅

对２０２０年新建的８８个乡村旅游示范村进行咨询指导服

游部、国务院扶贫办在临夏州永靖县主办＂三区三州＂旅

旅游发展指数（２０１９年度报告及２０２０年趋势展望）》，于

游大环线推介活动，发布＂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的四条

４月２日通过新华财经现场云直播平台正式发布。结合
＂５·１９＂中国旅游日，组织开展＂陇上花开·乡约甘

线路，成立＂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宣传推广联盟。２０１９

务。联合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编制的《中国·甘肃乡村

年７月，在甘南州举办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
博览会和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期间，组织

肃＂——甘肃省乡村旅游美丽之旅推介活动，通过线上、

年鉴 策发布和旅游线路产品推介、少数民族文艺展演和旅游商

乡村旅游市场。编制《甘肃省乡村旅游建设指引》，选配

甘肃
２０２１

＂美丽战胜贫困＂工作论坛及＂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政

品展销等活动，进一步扩大深度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影响

力。在《中国旅游报》和甘肃省文化旅游厅官方网站开设

线下相结合，全省统一开展、全网直播，进一步做热全省

２００多幅图例，印刷成册下发到各乡镇、村组和乡村旅游
经营户，为全省特别是贫困地区推进旅游专业村及农家乐

＂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宣传专栏，宣传文化旅游产品、

建设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依托全省乡村旅游培训基地，
每年举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专题培训班，集中对深度贫困

线路，推广工作成效和经验。开行＂三区三州·旅游大环

县区分管领导强化培训。市县两级切实加强乡村旅游从业

线专列＂，与＂环西部火车游＂专列形成联动。打造＂环

西部火车游＂品牌，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环西部火车游＂打

通敦煌到陇南的１２个站点，８月１日打通青海、甘肃、四
川、重庆、陕西、宁夏的西部小环线，１０月１日打通广西

至新疆，途径九省，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
西部大环线。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环西部火车游＂专列

开行１３０列，发送游客１２万多人。
【资金保障】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全省统筹安排３亿元旅

游专项资金，并整合资金１１．８亿元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乡

村旅游。加大项目争取力度，积极推荐榆中县兴隆山国
际旅游度假区等７个项目为金融支持全国旅游扶贫重点项
目，申报皋兰县什川古梨园等１２个项目为全国旅游扶贫

优质项目。在深度贫困县筛选确定７２个旅游扶贫重点项
目，每个项目安排建设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实施乡村旅游规

划公益扶贫行动，为列入＂三区三州＂的临夏州、甘南
州、天祝县编制５０个贫困村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并全力组

织实施。２０２０年，下达旅游专项资金１．３亿元用于乡村旅
游扶贫项目建设和市场恢复。安排资金５６００万元，对８８

个乡村旅游示范村、１０个乡村旅游＂样板村＂、康县３０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和１５０个乡村旅游合作社进行扶持，项
目资金于４月底前全部下达到位并组织实施。

人员培训，先后对５００多个专业旅游村、１万多名乡村干
部和农家乐业主进行集中培训，组织３００多名旅游扶贫重
点村村干部参加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村干部培训班。

２０２０年在全省深度贫困地区集中举办旅游扶贫培训班３５

期，培训乡村旅游扶贫骨干及经营管理人员８５００多人，其
中，＂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举办培训班３５期３９３９
人，实现深度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培训全覆盖。

【旅游扶贫模式】＂十三五＂时期，全省基本形成景区
带动型、城镇辐射型、通道景观型、产业依托型、乡村休

闲型、创意主导型等六种旅游扶贫模式。一是景区带动开
发。全省以２０个大景区、３０个精品景区、５０个特色景区
的百个景区体系为重点，辐射带动周边村镇开发乡村旅
游，吸纳贫困村民参与景区管理、项目建设和接待服务。

二是城镇延伸开发。依托城镇人口集中的优势，在周边发
展专业旅游村，建设农家乐。陇南市实施乡村旅游＂百村
千户万床＂工程，依托城镇建成标准化农家客栈５００多

家、床位５０００多张，发展农家乐１１３０户，带动就业近万
人。三是廊道布点开发。在旅游主干道沿线，选择自然生

态优美、村落风格独特的乡村，建设观景台、自驾车基地
或户外营地，引导发展旅游村或农家乐集中区。全省建成

乡村旅游示范村集中建设，打造示范标杆。以公开招标方

２１个标准化自驾车（房车）营地、配套建设旅游道路沿线
观景台、停车场、旅游厕所和旅游标识，形成乡村旅游景

式，委托高校、旅行社和媒体组成第三方督查评估和咨询

观廊道。四是农业依托开发。以农村连片花卉种植、苗圃

服务组，对乡村旅游示范村进行绩效评估，对项目建设、

栽植、草业种业、大棚蔬菜瓜果等种植产业为依托，开展

业态培育、产品开发、运营管理给予技术指导和咨询服

花卉观赏、婚纱摄影、农家采摘、周末农夫等多种旅游活

务。在《甘肃日报》开辟专栏专版，对乡村旅游示范村和

动，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直接经营、参与就业、股份分红

扶贫重点村进行系列宣传推广；由西北师大、兰州文旅学

等多种方式增加收入。五是产业融合开发。挖掘乡村独特

院和旅游智库以旅游扶贫和乡村旅游为主题分别组织专家

资源优势，开发森林生态、草原度假、养生保健、溪谷漂

撰稿，对全省乡村旅游发展进行集中指导；由旅行社组队

流、滑雪滑草、农事体验、民俗演艺等多种融合产品，发

对乡村旅游示范村和扶贫重点村进行产品线路开发设计，
策划推出乡村旅游精品产品１２６个、线路６０条。２０２０年，
组织西北师范大学、兰州文理学院第三方机构赴各地对

展乡村休闲旅游。六是创意创新开发。坚持＂不砍树、不

村、写生村、雕塑村、窑洞村，创意举办乡村嘉年华，带

２０１９年建成的１２１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开展省级评估验收，

动乡村旅游开发。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培育具有典型引领作

【推介及培训】＂十三五＂时期，全省筛选确定２６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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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泉、不毁草、不挪石＂的原生态理念，建设独特的画家

能

协调落实６个市州１５个县区和１个市直

三嘌涵

单位项目资金４３２５．９６万元。

【政策措施】成立以省林草局主要
领导为组长，省林草局、自然资源厅、
１·

驱

水利厅、生态环境厅、畜牧兽医局５个

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省生态扶贫

拿．

专责工作组。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出台《甘

甘肃
年鉴

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生态扶贫实
施方案》《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林业扶贫实施方案》《甘肃省林业厅
关于＜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

２０２１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
见＞的落实方案》等政策措施。２０１８年
１月，制定《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生态扶贫实施方案》，明确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生态扶贫重点项
目。＂十三五＂时期，全省落实生态扶
贫重点项目资金３２２．７５亿元，在总投资

庆阳香包非遗工坊助力精准扶贫
用的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２７个，创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县８个，培育＂双带双加＂旅游扶贫先进典型１２
个，３２个村被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
【非遗扶贫】＂十三五＂时期，全省指导建设各级各类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１０６家，组织认定省级非遗扶贫就业工

坊９１家，累计组织非遗扶贫培训３８１期，培训人数９７３８人
次。在临夏州设立甘肃省传统工艺工作站，投资５０万元支
持临夏县、积石山县开展国家级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

委托兰州交通大学组建临夏州非遗扶贫工坊文创开发团
队，扶持临夏州开展非遗扶贫工作。２０２０年，组织召开甘
肃省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组织开展非遗产品展

销活动，引导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产品进景区、进酒店、进

机场、进乡村，帮助群众增加收入。

生态扶贫

中倾斜安排７５个贫困县２７３．１６ 亿元，占总投资的
８４．６４？？？斜安排＂两州一县＂及１８个深度贫困县投资

１５３．８３亿元，占总投资的４７．７？？？斜安排未脱贫的８个
深度贫困县投资４０．４３亿元，占总投资的１２．５３？？

【退耕还林工程】２０１７年，印发《关于结合新一轮退
耕还林实施精准扶贫的通知》等政策指导文件，明确要求
将退耕还林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向＂老、

少、边、穷＂地区倾斜，充分利用区位资源优势，培育特
殊产品，发展特色经济，提高工程建设效益，有效拓宽脱

贫致富渠道。＂十三五＂时期，国家累计下达甘肃省退耕
还林工程建设任务５３０．９２万亩，共落实项目资金８２．９６亿
元（中央８２．７５亿元，省级０．２１亿元）。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退耕

还林工程受益贫困户１２．８５万户、５５．０８万人，完成退耕还
林８６．５８万亩，为贫困户兑现补助５．８２亿元，贫困户户均

受益４５２８．６７元。
实施农牧民补助奖励政策项目，全省落实草原禁牧面
积１亿亩、草畜平衡面积１．４３亿亩，草原禁牧休牧轮牧和

【综述】＂十三五＂时期，全省共落实生态护林员等１１

草畜平衡制度得到全面落实，放牧压力得到有效缓解。

类项目资金１８０．０８亿元。其中，生态护林员项目资金

＂十三五＂时期，累计落实项目资金５５．１３亿元。农牧民补

１７．１３亿元，新一轮退耕还草工程５．７２亿元，退牧还草工

助奖励政策覆盖全部牧区，惠及３２０万户、１２００多万农牧

程９．７５亿元，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８２．９６亿元，森林生态

民。其中，２０个牧业县资金７．９７亿元，惠及６５万户、２７０

效益补偿补助项目３３．８亿元，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１２．７４

多万农牧民，户均补助１２２６元。补奖资金兑付到户，直接

亿元，三北五期工程７．４４亿元，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２．１８

增加农牧民的现金收入，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渠道，特

亿元，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建设工程项目２．１亿元，特色

别是在部分牧区已成为牧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林果产业项目２．１１亿元，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综合治理项

＂十三五＂末，全省公益林面积７９３６．５万亩。＂十三
五＂时期，共落实补偿补助资金３３．８亿元。其中，中央

目４．１６亿元。加大生态扶贫东西部协助，２０１８年全省林草
系统东西部扶贫协作项目涉及７个市州、９个县区共１３个
项目，累计落实资金２７１０万元；２０１９年，涉及４个市州、

７个县区共８个项目，落实项目资金２０５５万元；２０２０年，

３３．４５亿元，省级０．３５亿元。２０１９年，全省７５个贫困县受

益贫困户４２．５万户、１７５．５６万人，贫困户受益资金４８８４．２６
万元，户均受益１１４．９３元。累计落实集体及个人所有公益

脱贫攻坚特载｜ ６３

林补偿补助资金１２．７４亿元。其中，中央投资１０．８８亿元，

，

地方投资１．８６亿元。２０１９年，全省７５个贫困县受益贫困

水利发展资金小流域治理项目资金６．８２亿元，综合治理水
土流失面积２４９１．５６平方千米；落实项目资金２．６３亿元安

户２７．２３万户、１０６．４４万人，贫困户受益资金１８７０．６３万

排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任务２６８座。通过各类项目的实

元，户均受益６８．７元。

施，有效地减少塬面蚕食，遏制水土流失危害，控制沟道

【土地整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十三五＂时期，安排

项目资金６１．２４亿元实施土地整治项目，省级立项贫困地

侵蚀、减少洪水和泥沙灾害，提高水资源利用水平，局部
生态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在项目实施过程

甘肃 区土地整治项目２０６个，建设规模１０１．６９万亩，新增耕地
６．８６万亩。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农田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
年鉴 条件，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推进耕地流转和现

中，引导贫困群众投工投劳，就地获取劳动报酬，提高群

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生态效益明显。

目，省委省政府将生态护林员项目作为贯彻落实好＂生态

开展农作物重点病虫害绿色防控和专业化统防，农药化肥
减量化施用成效显著，利用率达到４０？？推广有机肥替代

补偿脱贫一批＂的重中之重，把生态扶贫和资源管护有机
结合起来，确保全省生态护林员选聘和项目管理有序开

化肥、水肥一体化、农药减量增效等措施。＂十三五＂期
间，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８？？推广测土配方为

展。项目资金由２０１６年启动伊始的１．６亿元增加到２０２０年
的５．２８亿元，实现＂五连增＂，全省累计落实项目资金

主的科学施肥技术５５２０万亩，配方肥施用面积２４００万亩

１７．１３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全省生态护林员选聘人数达到

左右，有机肥施用面积３３００万亩以上。＂粮改饲＂政策实

施范围扩大到农区所有牛羊养殖大县，累计完成粮改饲面

６６３３９名，贫困户年均增收８０００元，管护林草资源总面积
达到４５００多万亩，使贫困人口实现山上就业，家门口脱

积８６０万亩，探索出＂粮饲兼顾、草畜配套、以种促养、

贫。项目覆盖全省１３个市（州）６４个县（区）１０２１个乡

以养带种、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走上＂草多一畜多—

（镇），为贫困地区增加６万多个就业岗位，带动２９．２１万贫

肥多—粮多—钱多＂的生态循环路子。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持续加大贫困地区水土流失综

困人口稳定脱贫，取得林草资源保护和脱贫攻坚的双赢。

合治理，５８个贫困县区全部纳入《全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

环境整治项目资金５．３８亿元，支持农村生态扶贫工作，结合

合治理＂十三五＂专项建设方案》《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全省重点工作，累计完成农

程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实施方案》和《水利部农业综合开发东北

村环境整治项目２５８２个，超额完成国家下达２５００个的目标

黑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和黄土高原塬面保护实施规划

任务。经过实施农村环境整治项目使贫困村垃圾得到及时清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等既有规划。年度水土保持重点项目

运、污水得到有效治理、饮水安全得到保障，人居环境全面

和资金安排向水土流失严重的贫困地区倾斜。＂十三五＂

改善。

２０２１

众收入，有效助推脱贫攻坚。

【生态护林员项目】２０１６年国家启动生态护林员项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十三五＂时期，累计安排农村

时期，安排项目资金２３．６亿元，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

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革命＂＂六大行

３７３３平方千米。其中，坡耕地综合治理项目１０．９７亿元，

动＂。省级财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２０１９年将农村厕所

新修梯田８５万亩，配套建设林草、田间道路、截排水沟、

革命和村庄清洁行动纳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农村厕所革

水窖、涝池等小型水利工程；黄土高原塬面保护项目３．１８

命共投入资金２８．５８亿元，村庄清洁行动共投入资金２６．８４

亿元，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６７６平方千米。安排中央

亿元，全省改建新建农村卫生户厕５５．７万座、７６．７？？行
政村建成卫生公厕，全省卫生户厕普及率由

２０１８年底的１０．０２？？高到２２？？统筹推进全
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行动和农村＂垃圾革命＂，
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和处理设施
建设，全省共配备专兼职村庄保洁人员１１．７６
万名，各式农村垃圾保洁、收集、运输车３．２

ｅｔｒ

华车律彩过园∶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康县花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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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辆，建成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３０３ 座，对

花桥村
Ｔ、Ａ

生活垃圾进行收集、运输的行政村达到１５２１７
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９５？？对生活垃圾

进行处理的行政村１２８３４个、占行政村总数的
８０？？陈年垃圾得到全面清理，新增垃圾实现

规范清理。截至２０２０年，累计改建新建农村
户用卫生厕所１１３．７万座，全省卫生厕所普及

率达到３３．２？？？政村卫生公厕覆盖率达到

９７．８？？全省配备专职、兼职村庄保洁人员

１４．９万名，配备各式垃圾保洁、收集、运输车３．８２万辆，

用。酒泉市、陇南市、兰州新区３个电商产业园区获批国

对垃圾进行收运、处置的行政村达到１５９９９个。制定发布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甘肃陇萃堂公司、甘肃烽火网络公

甘肃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推
进全省１１１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示范。组织开

司、甘肃惠商公司、敦煌智慧旅游公司、甘南藏宝网５家

展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启动全省农村黑
臭水体摸底排查，逐步解决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问题。

底，全省有网店２１万多家，活跃实物网店９万多家，其中
涉农网店４万多家，成为农产品网上销售的主要力量。引

开展农村＂风貌革命＂，消除视觉贫困，扎实推进以

导国内知名电商平台落地，借助大平台资源优势，培育涉

＂三清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行动，着力解决村庄

农电商企业和网店壮大。甘肃省＂岷府人家＂＂甘农哥＂

环境脏乱差问题，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１７８万吨、村内
水塘１万余处、村内沟渠１３万千米、淤泥１２万吨，依法清

＂岷农人＂＂旭农枸杞＂＂爽口源百合＂＂静宁苹果＂＂天水
花牛苹果＂＂东乡贡羊＂＂安多牦牛＂＂环乡人＂小杂粮、

理烂房烂墙烂圈、废弃厂房棚舍２９万处，绝大多数村庄环

＂舒贝尔＂羊毛制品等一大批农产品、民族特需用品网货

企业被评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境发生明显变化，村民清洁卫生意识普遍提高。５３７５个村

知名品牌迅速＂走红＂，知名度不断扩大。加强与国内知

通过市县组织的清洁村庄评估验收。创建村庄清洁行动先

名电商平台合作，扩大网上销售规模，先后与多家等电商

进县１０个、清洁村庄示范村１０００个、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平台签订《农村电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设消费扶贫

村９００个、市县级美丽乡村示范村２０００个，国家部委命名

专区或特色馆，积极引导电商企业和农户、合作社在国内

的各类美丽乡村（生态文明）示范村２１２个。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

知名电商大平台开设网店、微店，实现农产品不出村就地

年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康县花

动全省农民人均增收４１０元，同比增长１９．８？？２０１６—

电商扶贫

销售农产品增长２１．５？？

优先选择全深度贫困县和贫困乡建档立卡贫困村，逐年推

进电商扶贫服务体系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７５个贫
困县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全覆盖，有贫困村的乡镇电商
服务站全覆盖，深度贫困村实现电商功能全覆盖。县乡村
三级服务体系功能配套日趋完善，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销
售和生产生活用品购买的网上新渠道，成为贫困地区农

产品网上销售、创新创业的＂聚集地＂和增收致富的
＂主阵地＂。２０２０年，全省电子商务购销比由２０１５年的１２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销售农产品。２０２０年，全省农产品网上销售１９４亿元，带

桥村被评为＂２０１７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综述】＂十三五＂时期，按照县有电商服务中心、乡
有服务站、村有服务点的要求，下拨专项资金２．７３亿元，

７拿章

２０２０年电商扶贫年均带动农民人均增收３１２元，年均网上
【直播带货】积极适应网络直播经济新趋势新业态，
举办＂甘肃道地药材线上产销对接会＂，开展＂双品网购
节＂活动。２０２０年，联合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字节

跳动和快手科技五大直播平台，举办以＂电商扶贫，有你
有我＂为主题的＂甘肃省第一届直播电商带货大赛＂、在

全省掀起网络直播促销的新热潮。联合京东、快手电商平

台，举办以＂陇原精品、货达天下＂为主题的甘肃专场直
播暨＂陇货精品网上行、直播电商助扶贫＂活动，销售农

产品超亿元。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２９日，在会宁举办２０２０
甘肃省优质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暨促消费活动，电商现场直

播销售农特产品７８７万元。

∶１提升到６∶１，网络销售比例明显

上升。
【网店及网货品牌培育】争取实施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项目，自２０１５
年该项目实施，至２０２０年共争取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７３个，每个

项目获２０００万元的中央资金支持，其中
７个升级版项目，实现５８个国家级贫困

县全覆盖，位列中西部省份前列。支持

农产品加工企业依托电商转型升级，在
农业产品销售应用互联网技术，提升电
子商务在农业农村的应用水平，加快推

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通过开展省级优
秀电商企业和网店评选（见表３、表
４），发挥电商扶贫示范引领和带动作

果农通过网络直播销售革果

脱贫攻坚特载｜６５

甘肃

【电商培训】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对贫困地区干部、返乡

面促进消费扶贫，仅２０２０年带动全市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大学生、农村青年、退伍军人等开展电商普及培训。２０１７

８４０元。环县探索形成＂合作社统一订单、企业统一加

年起，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式＂的分类分层培

工、＇环乡人＇统一品牌、网货中心统一包装、溯源体系

训。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举办高级研修班，建设甘肃省电

统一监管、物流中心统一配送＂为特色的＂互联网＋订单

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开展远程（网络）电商培训。２０１７—

农业＂模式，推动电商企业与贫困户签订订单种植合同，

２０１８年组织开展＂电商扶贫培训全覆盖＂工程，培训全省
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乡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电商负责人近
２万人。联合商务部市场建设司举办电商专家（甘肃）下

年鉴 乡活动，组织选派电商扶贫骨干参加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
２０２１

商务中心＂电商精准扶贫讲师专题培训班＂。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连续两年举办全省电商扶贫产品＂三品一标＂品牌认
证培训班，紧跟新业态举办全省直播电商骨干人才培训。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农村电商带动全省就业超过１０万人。

带动贫困户户均增收１０００多元。广河县探索出＂特色产业
为依托、政策扶持为牵引、企业带动为支撑、扶贫车间为

抓手、群众增收为目标＂的＂电商＋扶贫车间＂新模式，
推动传统皮毛产业转型升级，５１０多位贫困妇女就近从事
加工生产，人均月工资２０００多元。自２０１７年连续召开全

省电商扶贫经验交流会推广＂陇南经验＂＂环县模式＂＂广
河模式＂，在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全国电商扶贫工

【电商扶贫模式】陇南市探索出电商网店带动、电商

作会、全国商务系统干部培训班等分别作经验介绍。甘肃

产业带动、电商创业带动、电商就业带动、电商入股带

电商扶贫经验中央电视台进行宣传报道，《人民日报》以

动、电商众筹带动六种电商带动增收模式。按照拉内需、

《山货牵了电商手、脱贫驶上快车道》为题，对甘肃省电
商扶贫工作进行专题深度报道。

找刚需、政府引、同城配、增就业、惠民生、都学会、政

府退的思路，建设陇南电商平台，大力发展同城配送，全
表３ 全省电商扶贫＂优秀企业＂名单

序号

！
互

了
４

ｎ

甘肃淘一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序号
１９

敦煌市莫高园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一冰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山丹县马可波罗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企业名称

甘肃陇萃堂营养保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兰科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爽口源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空

甘肃丁娃食品有限公司

？

榆中富源百合产销专业合作社

咯

甘肃农迈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少

兰州九香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永昌县养生三宝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
４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
１８

永昌县震藩高原富硒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金昌市阳明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甘肃馥蕾歌香草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西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酒泉故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玉门市益农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敦煌智慧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心
２２
２２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汐

中
３５
３６

企业名称

临泽中云数据有限公司

张掖至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鼎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甘肃烁今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临泽县明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甘肃金农商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民勤县善乙农林牧产销专业合作社
民勤县禾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民勤县兴宝实业有限公司

甘肃天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陇宝贸易有限公司
会宁陇禾轩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会宁大数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甘肃大西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靖远欣峰商贸有限公司

景泰县丝路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续表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甘肃省邦农情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天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渭源分公司

色

甘肃鲜果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９
７０

岂

天水鼎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７１

甘肃聚和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４０

甘肃伏羲御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７２

岷县军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４１

秦安县果源果业专业合作社

４２

秦安县佳家果业专业合作社

４３

甘谷县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４４

甘肃雅路人麻编工艺制品发展有限公司

４５

甘肃陇上农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善
４

清水集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予

甘肃皓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个

业
１

１６

甘肃艾康沙棘制品有限公司

兰州琪祥阁土特产销售有限公司
甘肃省康县兴源土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陇南善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７８

甘肃良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和县润泉食品有限公司
宕昌县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４９

８０

泾川县绿源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８１

文县任和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灵台县庞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

两当县土产公司

５２
５３

吆

例

号
５７
５８
５９

崇信县康源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８３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庄浪县大庄邮电代办所

８４

庄浪县乐村淘网络电子有限公司

ｓｏ

静宁县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
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庆阳亿信肥业有限责任公司
庆阳中庆农产品有限公司

８５

ｅｒｉ
８７

甘南州拉卜楞网城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天地之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迭部县青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迭部县森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舟曲宏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临潭县众盟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卓尼县山珍土特产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慧联信息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９１

卓尼县启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甘肃裕泰隆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６１
６２
６３

９２

甘肃优尔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庆城县金诚果蔬有限公司

９３

甘肃西裕工贸有限公司

正宁县金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９４

甘肃慧聚电子商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云中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５

临夏州新农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４
６５

６

庆阳恒丰源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庆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６

临夏州游乐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甘肃西西颗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７

临夏州众创空间创新创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渭县乐村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８

临夏州民淘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甘肃腾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８

临洮县新狄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飞
１００

２０２１

陇南恒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平凉西北绿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５１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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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家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７７

个９

Ｉ鑫章

临夏汇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永靖县北纬三十六度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脱贫攻坚特载｜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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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全省电商扶贫＂优秀网店＂名单

序号

网店名称

ｃ

甘肃公航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了

了

ｏ

了
区
少

１０

秦岭蜜城（兰州华文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百合之乡西果园水果生鲜旗舰店（甘肃粮心食品加工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丝路通特产专营店（敦煌丝路通电子商务公司）

金顶百合（七里河区鹏成百合厂）

岂

深谷坊石磨制粉食品专营店

４０

金花寨有机农产品专营店

夕
４２

张素临泽小枣

丝绸之路哈密瓜（永登县高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马哈三生鲜官方旗舰店（永登县雪山商贸有限公司）
榆中南山蔬菜种植有限公司
庄园牧场旗舰店（兰州庄园收场股份有限公司）

馋之恋甘肃特产小吃店（榆中金城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３

佳兰集（甘肃佳兰佳源商贸有限公司）

夕 羊味居大学生创业店（榆中三好农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兰州米家山百合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金利香玫瑰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易公里（兰州众易商贸有限公司）

Ｉ８

西部麦香

１９

陇尚水果店
洪家西北特产

２０
岂

金昌安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２２

大漠沙塬鲜货

２３

西部北农

２４

祁连人家特产店

２６

尚英美食
战辉旗舰店

２７

戈壁生态园（瓜州县西域风瓜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５

汐

３７

汇权生态农业（瓜州县汇全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８

１２

３０

３６

昊泰生物商城（瓜州昊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百合源特产店（甘肃百合源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家家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３
２９

３５

网店名称

肃北盐池湾羊肉
融易购·康源清真牛羊肉食品直营店

迈绿达商城（皋兰绿旺科技服务专业合作社）

１１

５
１６
１

序号
３４

廊里个郎
清泉乡电子商务服务站

瓜州味道
戈壁农业（酒泉盛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璟琦红枣

４３
４４

草原惠成京东旗舰店

４５

晓凡家滴

临泽枣仙

色

甘肃西北农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网店

４８

水松缘商城—甘肃国博洒 业旗舰店

４９

祁连葡萄酒庄园
民勤县华晟工贸

４７

５０
５１

金张掖品牌馆

凡夫农品拼购店

５２

青谷特产专营店

５３
５４
５．５

农家小店（古浪县朗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民勤县新东方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民勤之恋

５６ 七辆草车网（天祝藏族自治县新联高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心

苏武农庄

５８

北纬３８度生态有机农场

６１

茶马古道淘小店（天祝藏族自治县三江雪鹰电子商务工作室）

６２

会宁特产馆

６３

会宁聚香源工贸有限公司

６４

不怨之心农场

５９ 古浪枸杞之家 大靖红（古浪金田野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雁归情（古浪县雁归农收专业合作社）
６０

３２

金塔县果蔬电商中心助农店

公羊食品旗舰店

３３

４

下西号镇电子商务服务站

雾

甘肃靖远特产商城（靖远永新乡永新村电商服务点）

６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续表

房号

它’

网店名称
砂石地特产自营店

６８

景泰县绿原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６９

苦尽甘来农产品直销店

７０

迪好农生态健康食材

７
六
７３

宜达生态农业专营店
随源生山野珍品

陇之宝（甘肃陇之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益个水果旗舰店

序号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网店名称
故乡情源
三毛大叔
瑶池农场

Ｉ同拿Ｔ

甘肃
年鉴

龙品有机食品

崇信山货

豆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崇信网店第一村

２０２１

灵台特色馆
阿娇杂粮店

７５．

密的心事

７６

１０９

嘉源果品

７７

我爱天水人
西北绿色农场

１１０

７８

天水通全球购商城

亡

京东一爱尚果官方旗舰店
十磨佰年官方店

７９

甘肃天林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饨半仙旗舰店

８０

１１２

天水优品鲜

１１３

８１

甘肃启园果业

１４

甘膳源
子午岭食品旗舰店

景绣缘土特产

１１５

陇东贡来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

塑
吗

天谷商城甘谷馆

１１６

静云轩夜光杯（武山县静云轩玉器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７
１１８

武山县易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武山瑰宝通汇玉器开发公司

轩辕贡品微商城

１１９
１２０

中台农场

陇上刘叔叔旗舰店

京东环县特色馆
没麻达生鲜旗舰店

公益中国（蒿咀铺乡站）

云源特产游舰店

德合丰旗舰店

１２１

高原农夫１号店

陇上回坊张家川清真美食馆

镇原县柴庄特产店

９０

１２２

乐村淘甘肃天水张家川特色馆

１２３

庆阳陇佳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９１

阿阳情西北特产店

１２４
１２５

９２
９３
９４

淘念想
崆城记
舌尖上的农花

温掌柜生鲜旗舰店
周家镇惠塬村电子商务服务点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２８
１２９

华池县电商助农特产店

汇院
中国马铃薯之乡故乡梦

丝路情食品专营店

９

梯田贡果果业

窝

果小五

９７

臻果鲜生旗舰店

９８
９９

红六福生鲜官方旗舰店

１３０
１３１

五州精果

１３２

晶城粉业农特产品店
定西泽融商贸有限公司

半亩田甘肃特产

脱贫攻坚特载｜６９

续表

。

摩号

网店名称

序号

网店名称

１３３
１３４

陇西沁草堂中药材

迭部土特产旗舰店

洮河农夫 有机农庄

１６８
１６９

迭部县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１３５

大美广丰农特产

１７０

甘南山珍土特产旗舰店

１７１
１７２
１７３

藏乡泉城土特产

甘肃 １３６

甘肃渭水源善融旗舰店

２０２１ １３８

三个甘肃人
高原贡品

年鉴

１３７

３９

指尖农场网
泉城农品汇

１７４

舟曲同城ＡＰＰ（舟曲百邦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１７５

卓璞堂洮河砚艺坊

１４０

当归味道
岷府食品专营店

１４１

岷县芪里香地道农产品

１７６

大美甘南养生农场

玲玲的农家店

１７７

拉卜楞商城

１４２
１４３

岷县香绿牧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１４４

１７８

碌曲县拉仁关乡电子商务服务站

百信源食品

１７９

藏巴拉土特产

１４５

岷贡源保健食品官方旗舰店

１８０

昂吉藏服

１８１
１８２

巧成旗舰店（天猫）

１８３

朵河谷文化
甘之南藏青鸿
清食会

天泽香旗舰店（天猫）

１８４

鲁格曼清真食品商城

酷秦旗舰店（天猫）

１８５
１８６
１８７

惠临优选（甘肃聚英众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１４６

鲜飘飘旗舰店（天猫）

１４７

祥宇食品旗舰店（天猫）

１４８
１４９

１５０
１５１

春上垅旗舰店（天猫）

１５２
１５３

田园品味旗舰店（天猫）

陇南核益康土特产直营店（淘宝）

１５４

庞小南特产店（淘宝）

１５６

问蜜（淘宝）
成县农民小段（淘宝）
西部原生特产（淘宝）

１５８

白云光军中药材店（淘宝）

１５５
１５７

１５９

１６０
１６１
１６２

陇上庄园（淘宝）
丑小鸭苹果（淘宝）
陇上生态土特产店（淘宝）
陇味特产店（淘宝）

１６５
１６６
１６７

７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８８

阿依合特产专营店

１８９

云麓食品专营店

１９０

河州乡亲特色店（甘肃天泽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１

河州清真特色直销店

１９２
１９３

积石雄关特色店
康乐县雍氏粮油有限责任公司（云筑商城）

１９４

康乐县新华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云筑商城）

１９５ 康美农庄旗舰店（甘肃康美现代农牧业集团尕豆妹食品工业
有限公司）

１９６

临夏州移询清真商品总汇

伊多优品

Ｎｏｒｌｈａ 诺乐官方店
尼里藏族品牌服饰

１９７
１９８
１９９

安多清真绿色食品旗舰店

２００

１６３ 陇南市武都区盛鑫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阿里巴巴１６８８）

１６４

英乾官方旗舰店
冬窝旗舰店

聚院优品（拼多多）

临夏县吕顺电子商务中心
徐顶鲜百合
河州商城

网店数量

海网 需醛 吗”

。

嘲继 ＂管
： ３３ 图。 们 ｏ ２ ｃ
、令
占比

阿里

字

一
ｏ

致带 录教

七里河

ｏ

麦装接务 一一

农产品种类

保 股店共他覆
料拳

要粪源

（元）

１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３２６６．５ １１５０ ５００
７０ｏ一当墨高原夏菜，百含，牛羊
肉等

的 岂百合，中药材，菌类

端售

一

”

业
被中县１６ １６ 喜图： 的 豆
苦水玫瑰一月红提
１６０１８９高原夏菜草芽鸡中 ５８６０ ２９８ １５００
永登县１４工毫 们 们
药材
皋丝县Ａ
１３００ ３１ １２００
１Ｔｏｏ峦０ ｏｓｓ
、者一１４８和尚头面，桑花茶，梨
花膏
３３
１１９２６．５ １７７９
小计 、矽、 ３７９４．９ ０ 夕 ，身 ８６０５４７６０７
藜麦、大麦茶、羊肉。
牛肉、人参果、胡剪
永昌县 ７ Ｆ １０ｏ夕 ０ ０
寸 ２４６对备 卜、贝贝南瓜、五谷杂 １９００ ５０ １５０００

， ｖ＇“
、
。 口ｏ、 ， ｓ２６
３
ｏ ｏ。
３５

ｏ

？

－－

。

要集题第 调啦啦 管客变 年鉴
甘肃
路型
２０１９年

可ＴＥ

ｉ

２０２１

－ 一－

５６ ８０

１２０３ １００ ７０ 飞

１３３０ １００ ４０ ４５
４２７４ １０

”
一 ７５一
１５
、，

构杞、大枣、甘草
红构杞、黑狗杞、食 １０４００

、

２１０ １００
１５３ｌ １００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们

飞

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０ｏｏ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４７ ２１７
ｒｏ０ ９６．６ １００
葵、花海蜜瓜
９６．６ Ｈ０
３３ ｓｎｌ小米、红求、石磨面１０５６５． ４５７ 面 ９ｒ
２＇ 粉、小杂粮等 ２００００ 艺号 ５０ ５００

色一９ １４６每色红枣小杂粮

临泽县
高台县３ 司 １００

长了

６６ 号

。 “ｖ

１５５．１２等 ７０． ２９ １３１８

号ｆｅ辣椒、粉皮、面筋、醋 １３９０ ６０ ５００

民承县

１００

肃动县心

享

００

凉啸区＼２ ２４ １８０ 寸

７

５ １００ 夕

古浪县１３ ３ １０ｏ

沙棘酒、化妆品、瓜子

东系列薯片、香菇酱、

１５ ６００ 互 １００

９６．２０ １００ ２５

‘

蔡麦产品、黑土豆、向

瓜等
等

牛肉干、羊肉、莫高
《威龙）干红葡萄酒、

瓜子，藜麦、武洒、空
台酒、五谷传奇酒、枸

１ｏｏ６４９４５１７７９７３２杞、核视、红提葡简、 １８００ １５３３５０

１０１５

一

为

人参果、皇冠染、黄羊

“

２５

２５０

河糯玉米、云晓熏醋、

酸姿娘酷、苁容、锁

南、年安
６瓜、构杞、羊肉等 ６５２００ ４００５４７．１５３ ４４０
人参果、蜜瓜、板果南

。

手工祖面，构杞、生鲜

１３ 字 断 牛羊肉，两红柿、人参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６０１２０ｏ １２４１７ １９．２３ ６３．８

２ｓｏ０ｏ１２ ； １６０

ｕｓ

４０００

２４０ ２５０紫度大蒜，五谷杂粮 １２００ ００ １２０
５００
８土特产，民簇晨饰 ａ１３
４
３００吃 ３２７
４２５５７．１２１５７５ｓ ７３ ３０８５
艺 四１ｕ７６６３６４９

ｎ浮１０ｏ轴

天祝县１６ １６ １０ 岁

３４０

生鲜牛羊肉、黑小来

１０

小计 ３０ ３０ １００

１０

７７．５０ ９０

金用油、面粉、蜂蜜

少 ９５６１Ｎ１２９食品、山丹馍馍、菇东

山丹县

民勤县５

ｏ
１９００ 只 ：’ ｅ
１６５．３ ３１０ ６００ ６

暴等

寸 ２４６四
小计 ７
１００
瓜所县 ６ ６ １ｏｏ ２４ 室１ｓ
了
玉门市
３２
２ １０ｏ ｏ
２
小计 名 盈 １ｏｏ少２４ １００ｌ 甚
甘财区 ８ ８ １ｏ０
哼。 言 ／

２０１９年

省级电
共培训电 高技案
蒿 资全夜
交易额 贫用
人口数 人均 利酸人才（）函常将
六冯勒一

带动。 路显
人口

主要销售

电商

２０１９年 奉办 ２０１９年

果、而粉

白牦牛肉、蔡麦、食用
简、羊肉、野菜

小计 ５８ ５６Ｉｏ０ ６１ 量打７ｉ９＼ａｓｓ ０７ｌｎ５

４８００ ３６５４ ２００ ３５ ２６８９

７３８００ １９４５４

１６２ １５７９６

３０

；

６３．４８

丶”

３９ ３００
７０ １０００
１３００

脱贫攻坚特载｜７１

续表
服务站

县区 梯莓 已建

邮冲继

甘肃

整＂ 证 纪
服务

的儿二函

酐关

意没生影 ｆＰ、

２０１９年

占高

微店 其他 企业

蒂守 ２０１９年 者级电
敬动 渐聪 培共培训电 南扶实
人均 ”继 被 责全使

主要销售

农产品种类

－
－

一彩二 人才（） 用连度
（万元） 人口数
（人） 增收

数章

全城

进交村综合示范项目

需单题 和驱 处
项目

进度

（）

（元）

年鉴 会宁县２４ ２４ １０８２８２ｏｏ４００１ｏｓ１３６７３０４１籽油等
２０２１

国家电于商务

带动贫困情况

２０１９年

深皮

项目资全进展

培训情况

现有电商企业、
网店数量

服务点

褐一 志此
服务 （％）

数量 站数

电商人才

农特产品销售请况

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建档立卡乡体 深度贫困村

中药材、小杂粮、亚麻

３５００

４５２５１２０００ ？ ３３４ ８３．０ ８３．０ ｏｏ忽端

１６６５０ １８３１８７．１２６ １５９３

４．７ ６８． ８４． ２０６８

景泰县１ｏ占 １０２６２６１ｏ０ｏ１５８ ３３３９５９肉、和尚头面粉及系 １７５００ ５２９９１６００闪、 ２００

７３．４ ９０．０ ８８０

请选县１８ ｉ８ １０ｏ６１４９９５．１３１３需 ４５４６１９２构杞、大季、羊燕肉、
羊采、黑瓜子

景泰枸杞、录泰佛枣、

ｅｉ

白银区３ 之 １０ｏ ０

条山梨，龙湾苹果、羊

列产品、胡麻油、菜好
油、蜂蜜、小全瓜等
构杞、枣、四龙苹果、

ｏ ０ 当 互 ３８８ 合 好前、地皮菜、苦养茶、 ８２１１．２６密飞 ６５０ ９
采尚头面粉、金丝空

土鸡、土鸡蛋等

平川区６ ６ １００１０１０１０ｏ１５

ｅ ３０５１２５４５

苹果、大枣、枸杞、呵
甜瓜、蔡麦、荞面、山

羊肉、驴肉、小杂粮等

乙岁（）

小升６ｏ ６ｏ １０ｏ１９１６７９８．３９审
秦对区１４ １４ 号１１３１１３１００１６５

１２３２０ ２ｏ１２００ １６ ９４２ ７２．０

５８１８１．２６１０２９８７

花牛羊采、秦洲大樱

－

ａ ３８７７

３３６如汐挑、早酥梨、蜜桃、核
批、蔬莱、竹编等特色 １９２００ １７０１２００２７ １６６１
产品
苹菜、花椒、土鸡蛋、

麦积区１７ １７ １００１０６１０６ １０ｏ８６５ ｔ ２００ｏ电？９８５浆水、木耳、香菇、程 ５０７７８

“

一

８０２

一。 。

挑、核桃、挂面等

６００ ３０００

９

４１０Ｏ

吟’１７ １００ 飞 ７７７２９ ｒ ２２７５ ７９苹果、花椒、桃子 １１３０００ １０３７２１０００６０ ２００５
辛来、辣救、花椒、根
５机、药材、麻鞋、地方 ４２００ ２４１２ ８００多 ３９７２
甘谷县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５６，３５６２．５１４６互 １４２２０８１７３
小吃
秦安县

武山县万

１ｓ １０Ｏ ７７１０ｏ０ｓｓ

清永县１８ １８ １０ｏ６４召１０ｏ 了

１５ １５ １０ｏ 功７８ｏｏ

张家川

县

。

ｕｏ粉条、豆瓣酱、食酷、
中药材、花拟、蔬菜 ４０５０ 岂岁８５０ 万 ９３０

号句

３０００ｌ ６０ ３５０ ３
业 ０ｏ 这苹果、蜂蜜、核穗、沙
棘汁、土鸡蛋
粉条、蜂蜜、花椒、苹
果、食醋、熟牛肉制

８本品等
品、亚麻籽油、建明调 ４２０８．６ １０８０

“们 ６７５

小计１己唯５８１５４２９３ １９ｓｏ１４５５６３ａ３）１４６０

ｍ”ｔｏｏ／ａｓ

１６１６音、

崆峨区

，’

ｉｏ，，

１９８４３６．６１７０１４

平凉饼类，杂根炒货，

平凉红牛肉，黄酒，特

产调料，生鲜果蔬类、

苹果等４０多种

茎果、牛肉、小杂粮、

８０

一

７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３０

３１３３１５６３９

１３６６ １２７６２５７７６１ｏ １９７１

３３１５

× ７４７３

３０ ４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 １００ ４４０６

ｏ

一

一

６３．８３

９５ ２５０

９０ 弓 ２６０

３３４０ ３０ ３２０

一

１９ ２６９６ ７０ ３０

经川县１５１４ 多４７４７１ｏｏ、高 雾 ９ ５４柿饼、黄花菜，花椒等 ２７１０ ４３０２１３９５．５艺

２０多种

２７５

丶

一

０

鸣、７８０

：’ ‘

７０１６

１３．１０ ９０．１０易
５５．９０９５．９０１１２０

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建档立卡乡候 深度贫用村
服务站

县区 建档

已燕

啉冲继

已建

迹

点载

２２６１００９３

企业

庄浪县１８ Ｉ８ １００１４０１４０１００３８６

主要销售

农产品种类

数蛋

表发生影 露夏 ＂空命、强斐变姜

２０１９年

室
警 黄全使
（ｅ欢）半产一 用进度

（万元） 人口致
一二

透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景条曼第 导影等“监 甘肃
ｏｎＭ

Ｔ

（

“

１０５４

１２小杂粮、土鸡蛋、胡麻 １２３ ４３ １０００ 弯

５８０

鸡

１２１３留、黑木耳、鲜秋葵、
杜伸茶、小杂粮等４０ ９７ ５ｓ５ ７１０ 得 ８６４

５５

一

苹果、牛心杏、小斜

１６６０ １７５００ ４３０
１９ 号 １８粮、土鸡蛋、蜂蜜、胡
麻油等９７种

。

苹果、灵芝、铁皮石斛

油、核桃１０多种

１００

５４００ ４２８１ ３７０ １０ ４４６
ｅｕ ７００１５３１０酷饮料、土蜂蜜、土鸡
蛋、中药材、麦秆画等
蒜，粉条、淀粉，苹果

号

２０多种

苹采、梨、手工艺品、

９７０３４５９．４５岂 ５４ １００ ５５．２０ ９５．２０ｏ９７０

，

ｕ

ｓｅ

庆域县３ １３ １００ ８

６７ ，， ｏ （瓜子仁、核桃仁、杏
作等）、杏干杏肉采 ２７２８．６１６７６２５３．６５ ６ ２８０２
豆小来、黑豆）、籽仁

８５．７ ９１．４

１０００１６７６２

一

９５０４６７０

零食

。

小杂粮、胡麻油、酷、

１７４
黄花菜等
苹果、紫苏油、主蜂 １７５

。“

１３ １５６ 盈 这室、杂粮

ｃ

１８８３ ２１０ １５ １０２３
它 ３７８ ６７ ２９２７

红密士苹果、黄花菜、
紫苏油、亚麻籽油条

“多 １０５ １４８５ １３ ２６９
，夕粮特产、核桩、花效、
洋槐花、杏子、小米
苹果、核桃
１５０ １２０ ２１０ ２ ２２０
字县１８ １８ １００１１万 １００ ｕ 寻 ２０
小计１３ １１３１００２３０２１１９１．７３３６ 岛 ３４３２１０哼
１２３２３１３８４２４１１ １＇ １２０ｌ ８４４６
中药材、蜂蜜、马铃薯６４０９．７５
消源县１６ 显 １００型７１ 多５２５ 业 （ｓ ｅ 及土鸡蛋子农特产
２０５４ １５００ ５ ２１４５ ５０
合水县１２

部申

１２ １００

１ １２９２．３

３

２

。 ，
仿７１．４岂

号２０８５３

脯、苹采（富士）、油炸

勾’１３ １００１４１４ １００５ ｏ３７

正宁县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２３９９７

五谷杂粮（豌豆、红

Ｎ ８７５８９ ６２８９苹果、黄花菜、小杂
粮、食用油、中药材等 ２９９．２３ １０７０ １０３ ２ １２５

华池县

２０２１

１００ １０ｏ４２８１

１６０ｏ ２８４２７ ６９ １０７ｒｉ
西培区 ？
三
７０ ２ ３０，？苹果、小米、杂粮、香
５０
包刺绣、农副产品 ３５００ ３４２１３６６．７６
环县２ｉ ２ １００下它９９ ３） ３５１６０分羊肉猪肉 条根书３７２８．３０８２０８５３ １６８ ｉａｌ １０３０ ３４ 喜
来 黄花菜等

１９ １０００飞００１２７

年鉴

多种
庄浪苹果、洋芋。天

小开己多 １００ｗｏ）３５５８７ｚ２７ｏｓｌａ１４５７还Ｉｓ４

镇原县１９

号１７５０ｏ

土鸡蛋、土鸡、土蜂

静宁县２３ ２３ １００１５９Ｌ１３７１．７１４０１ｏ０ｏ２０１０告大饼、土豆、南瓜、烧 Ｓ５１４４
鸡、水果玉米等１５种

”

日家电子商务

２０１９年 举办 ２０１９年 省级电
贫固
共培训电 商扶贫

（元）

跨 １００乌 占 １０、６ 存

１０ １００２１２１ １００

项目资会进康。

带动贫困情况

深度
ｆ色动，
／司
其他
ｉｃ）二司型京春 微店
啉咸幽 Ｅｅ％） 服务坚 吉比

灵台县１３ １３ １００

华亭县１０

现有电商企业、
阿店数量

服务点

吉光

数证 站数

学信县 才

－
－－

续表
电而人才
培训情况

农射产品钻售情况

１０３

木耳、大燕麦珍子、中

２０？’列产品

药材、苹采蜂蜜、沙刺
系列产品、洗浴盐系１５７８．１８

４７３ ２６８

马铃薯及其制品、中
安定区１９ １７ ８９．５喜６０ ７ｓｏ３２０５ １２０金４０药材、小杂粮等当地 ５４０３．５ ２３ｓｏ １２０
土特产

。
５

７５．０ ９０．０ ３３

４３．３ ６７．１１２７６

ｅ

７４．２ ９４．６
８９．０

９５０ ２１０
４３９６５

９１．５０ １００１０９６

４３１４

岂

６０ ３３４０

７６０

＞

９０ ２３５０

脱贫攻坚特载｜７３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缺吆

占此词
占
金作
向里够
盛店
多镇·服务 容二何服务

不 点数

散量 站效

通渭县１８ １８ １００ １０９９８８９９）２５１

，

己彭

农产品种类

交易额

人口数
《万元） 《人）

史习器题

高安

商

２０１９年

管袋等

资金使

（次） 人才（人）用进度

（元）
２４９

沿 ８３小杂粮、麻子、苦养茶 ３０６６ ２６４０１３６０２２ ２９１３ ２０．００ ３０ ６０ ｏ９９６

ａ

少受

党参、黄芪、陇西特色
１０３１１
、予５０名”３８１ ９ ／小吃

庞西县涵 １７ 享

９２２ ４０ １７３０

鲜百合、百合干、马铃
第鲜粉、党参、当归、
黄芪、苹果、包核杏、

１８ １ａ ７７．８ ７、写、ｓｓ、抒、们 ３２３‘ｎ较儿梨、高原山野菜、
脱水蔬菜，酱菜园点 ３９６０ ２４６５ ２００４６ ４１６６

１８．５６

临洮县

３０ １８

心、高原小杂粮、马家
窑仿制彩陶等网货产

品

１８ １８ ｉ００９９９９室巴 ｖ ５３２４６１④当归、党参、黄芪等 ２３７００ ５６９７ ７５０ ４５ ６４００
小计 １１９记９４．１５５７４８８８７．６１８９９站１４２６７４２２７３
５４２８．４３１５７０９ １８７ ２０９１１

哌 县

ｍ １１ １Ｉ００

丶

威 县１７ １７ １００ ３８ ３３８１００６７ ３ｍ１５ 断

５０．０ ４５．０ ４２１

客”

核桃系列产品、挂面 ４３４１７ １０７４９９３０
为系列、土蜂度等
以 ２７０５

９５ １０ｏ １４５８
１１２０８

】蜂密及毕蜜系列产

品、中药材、杂粮面等 ９３８７ ６４４ 豫 １３
１ｓｓ，己３６２ 边 １４系列

两当县

９５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ｏ５７００

２ｉｓｏ０９１ｕ３ａ２３２０３邑２４５ｓ花椒、中药材、蜂蜜、
杂根、简类、核桃 １３３０９２１５２ｉ１８０２ 订 ５００７ 生号 ５５０ ｏｏ客劣

式都区３０ ３０ １００２ｉ８

ｅ ４０３２７８２０９例产品

３８７７ ３０．０
微县１５ 这 １００２３巴（９７３／１５４卖９６０ ４５虽蜂室、银杏、松子亚麻
４０００５ ９７１６９２４．８７心一 ２４７８ ：
油，果治
宏品县２５ ２４ ９６ １８１７１２１６６．９６１５论８０ｓ，矽’２１２黄芪、当归、党参、百
５８００ ９０．０
花蜜、藤子、菌类等 ８８２９３ １４４２４８２３
康 县、但２１ １００ １４１ １０７７５９２１０１２７６ ６０本耳、香菇、茶叶、天
麻、黄酒、菌类、山珍 ２８９３６ １２６０ｓ ８８５４ ２ ２４０４
苹采、中药材、土蜂 ３０８６０
礼县２９ ２９ 号２６５２６２９８．９５３５ １３２９ 孙 ４窦、花椒、大黄
１３１３１８９０３ ２８４８ ７０．０
苹果，八盘朵、麻纸、 ４６２１９ １２０３７０３
西和县２０ ２０ １００、亭１８３９ｓ９９８７ ４７８２４９３蜂蜜
喜 ３３２０ ２５．０
小许 １８８１８７９９．５Ｊｓ４／１０５０９１ｏ４８５１，夕８９３４人９２９
４３２３３０１０５５９３ １６２ ２９１００
浴夏市＞ 斗 １００
３９勾９２４ ３５肉制品、八宝茶、挖
１２３１ ３５５ 图 盈 １５４８
椒、粗粮、蜂蜜等
文 县２０ ２０ １０ｏ下泻、１０ｏｏ９７．１９５３

纹党参、蜂蜜、玫瑰系

ａ

ｅ

ｏ

一

裕夏县万 仰 １００雪６７Ｏ００

。

３１９０４ １０９８２８７０２５

ｏ，

丶

蒲公英茶、中药片、粉

１０ １５９１４条、当归、花椒、蜂蜜、

东乡县２４． ２ 学１３３１２８９６１９ ３２

黄酒、条粮等

ｅ 令固

羊肉、土豆、唐汪八

９７６ ３５０ ８５０ 又 ９５ ４０

。

２３７６．２ １５０４３００
７４１
２ １００ ３０３０１０１２２万 ７３３ｓ 可鸡等
１００２８２８ｏ：侈６１０ ｎ ２０ｏ皮毛制品、甜酷、大饼 ５０００ １ｓ７ ３００ 中 ６５０
广河县９
和政县１２

药材、和政谏子、八宝

茶、黎麦粥、羊肉、土

乓

７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棕

０．０１３００

７２．４ ９５．０５０２０
９５．０ ９５．０６２６９
５５．０ ７０．ｏ４１９５
８０．０

字夕１４４５７

５００ ６ｏｏ０５２０ｏ

。ｏ

６０３９７

３９ ５０ ３５９

日

４３８３ ３００ 女 ２３１３ ７５ ５０ ５０ 影

宝、粉条、木耳、莱籽１９４３．７１２６

啤特果汁、菜籽油、中

３０．０

４０ ９００ ９０ ５７
夕

７５ ７７５ ４１

－

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建桔立卡乡镇
服务站

现有电商企业、
网店数量

深度贫国村

服务点

票垂

县区

祭学
点数

乡续
数量

急嘎数学
企业

心碗 案要专 调心蚀啉缚 须制

主要销售

农产品种类

万元） 人口整
（入）

康乐县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４４１ １００

牛羊肉蜂蜜、香菇、高

“

百合、黄芪、百合花、

菜籽油、亚麻籽油、党
参、枸杞、虹每鱼、金 １１５０

。

。

鲜鱼、枣花蜜、槐花

黄武蜜、苹果

合作市６

号

１ ７８ 工

，’ ｓｍ

“

１６２９０９１２６１０３３８

青稞面、石磨炒面、腐

速部县１０ １０ １００ 的
夏河具１２

玛曲县８

。

１２ １００ ４

土蜂蜜 、野燕麦、鞍 ６１１．２ ９６６ ７０
尊把、当归、党参、黄芪

ｃ

４８ １０６０

－

花椒、羊肚简、木耳、

联曲县５ ５

ｎ

。

，？

了 ７５．０１５

香、薇医药。民族服
饰、民俗铜器、青积

酒、特犯、有机肥并
牛羊肉制品、藏盐野
葱花酱、蒲公英茶、手

磨裕犯

目 乙６

农富特产

（人）

０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３８２１

５０

。

ｏ

？ ４００６

电 ２６

Ｏ０ １００９６６

５２．４０ ５２ ４６０
４０

７０ ７００

２０３ ｓ００ １４８ １２ １２３３ ４０ ４０ ７０ １７３１０

牛羊肉，曲拉、酥油、
奶粉、酸奶、唐卡、藏

”’ ｏ
ｃ “一

４

１００

８６

１０６ １６８ ８１６ ８ｓ

蜜、秦茶

了 １００９５ １０ 引 １１蕨麻猪、山野菜

号

喜 １０３３７

７６８

旋麻、小豆面、莱好油

舟曲县１９ １９ １００１６１４ ８７．５１７ 的 １６１ 车 １３核桃、山野菜、腊肉、
从岭藏鸡、土鸡蛋、土

。

一 。、

１５ ？ 山野珍品、腊肉、小杂
１５０３．７ ７０７４１３８．５７４ ２５１２
粮、手工艺品等

卓尼县１３ １２９２．３１６１２７５０

９０

６

酸奶、牛奶、入宝茶、
土豆、粉条、莱籽油、

临涨县１５ １５ １００２８２２ ７８．６吕

３５３

２５ １５０ ２００

麻猪肉、藜麦、酥油、

景袋墨第 要爰等 备芝

ｏ员Ｍ

Ｔ理

６０３２７００ １９ １２８８ １００ ７５ ９０ ８４８

蜜百花蜜 、土峰蜜、

尊一岩一１０９９９．１４１２３９５９５９４７８ ４ ５８０）２７１／３９／

国家电子商券。
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

５５４ １１４ｏ ４８５ ２２ ３３４９ ０ ４０ ７０ １３１８

３０６０ ３２００１０００ ９
２ 业 １８禽产品、食用油、熏醋
中药材子

１１ 工 １００、冶、５２室２０ ３００ 亏

兴端牢

２０１９年

举办 ２０１９年 省级电
共培训电 商扶贫
今 资全使
次）太才（） 用进度

（元）

粮油、花椒、藜麦、蜂
１７ １７ １００６１４９ｓ０ｏ２１ｓ夕’６０３０ｏ３７蜜、核桃、香础

积石山

县

凉乖

电高

微店

项用贵全进展

带动贫图请况
２０１９年

＼ｅ空＼

占比

续表

电商人才
培训情况

农特产品销售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５０５００４０ ２

５５ ９０

营 １００１０５０

８．７ ２５ １２００ １ 号 ５

ｅ ｏ０

３１．１６ ２１０ １０００２２

７０

１６４０ ７０

７０ ３８

小计 ８８ ８７９ｓ９６７５４

ｓｏ．１５３ ｓ ２３４８二业ｓ

２５８８．７６ １ｏ４４ｓ

２０４ １０２７７

２０５５０

谷计１０３４１０１７９８．Ｓ３７２０ｏ３３４７９１．４Ｉ１３５６３３４５９２４１７２：２３８９５５ ５１０７

９３１８２８．０２０６２６５３７

４３２０１３２６０４

１８０ｏｓ７

注∶１．乡站（全省含建裆立卡贫困村的乡原有１０３４个，其中∶率兰县西岔镇被划给兰州新区；古浪县２个含建档立卡贫困村的乡镇整体搬迁；泾川县温泉开发区于２０１９年并入城关镇；４．崇

信县铜城工业园区管委会２０１６年建成乡站，２０１８年成立钢城工业园区后，乡站被撤掉，铜城现无乡站。现有１０２９个）

２．村点（全省深度贫困村３７２０个，其中∶１．古浪县原有深度贫困村８０个，其中５４个整体搬迁；２．靖远县若笠乡９个深度贫困村移民搬迁，现有３６５７个）

说明∶
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填表日期累计建成数据实填写，其他数据按照已有数据和工作计划预计全年进展情况。

２．三级服务建设情况、农特产品销售情况、电商人才培训情况，统计国家、省市县财政资全及东西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支持的所有项目完成数。
３．＂两州一县＂和省定１８个深度贫困县填报电商扶贫资金使用进度，其他县区不填报。
４．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全使用和建设进度统计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９年所有项目。

脱贫攻坚特载｜ ７５

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债券等易地扶贫搬迁建设资

专项扶贫

金２８９．３９亿元，整合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结合实际制定易
地扶贫搬迁资金管理办法，严格按照项目资金使用范围和

【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时期，按照国家要求甘肃

省启动实施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围绕＂搬迁哪些人、搬
血Ｐｐ

甘肃

到哪里去、补助多少钱、生计怎么办、搬后如何管＂等关

键性问题，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

年鉴 搬迁工作的意见》等＂１＋４＂工作方案，对４９．９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按照＂一年建设、两年搬
２０２１ 迁、三年稳定＂的要求，分２０１６、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三年下达全
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合理确定年度目标和建
设时序，明确时间任务节点，确保２０１９年底前全面完成建

工程进度使用资金，确保资金＂物理隔离、封闭运行、专
款专用＂。４９．９万建档立卡群众，人均建设补助资金达到

５．７７４万元（甘肃省涉藏州县区５．９７４万元），由县（市、
区）根据统建、自建、购置商品房等不同安置方式，按照

搬迁群众家庭人口数量分类制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房补
助标准，确保建档立卡群众建房自筹人均不超过３０００元或

户均不超过１万元。
＂十三五＂时期，先后印发《易地扶贫搬迁富民产业

发展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定到户到人，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做到有进有

工作力度的实施意见》《甘肃省２０２０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若干政策措施》，指导市县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纳入
产业到户扶持范围，按照＂一户一策＂要求，通过特色种
养、扶贫车间、乡村旅游、公益岗位、技能培训、资产收

出、对象精准，做到应搬尽搬。在安置区选址上，坚持因

益分红等多种措施，引导搬迁群众在安置点就地就近就

地制宜，做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灾害威胁区、生态保

业，因人因户精准施策，重视做好产业带动和稳定就业等

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四避开＂，城镇、中心村、园区和
景区＂四靠近＂，鼓励进城入镇，将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

后续扶持，督促市县逐户落实产业就业帮扶措施，努力实

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结合起来，

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２．５４亿元，支持２２个大型安置

引导群众逐步向城镇有序搬迁，实现梯次转移。把安置房

点教育、医疗补短板项目。

设任务，２０２０年底前搬迁群众实现稳定脱贫。按照＂农户

申请、民主评议、逐级公示、层层审核＂的原则，将全省
需要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脱贫的４９．９万建档立卡群众确

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目标。积极争取国家

建设和提高实际入住率作为重点，全面排查安置住房质量。

＂十三五＂时期，全省对４９．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

２０１６年，省政府印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管理办

施易地扶贫搬迁，１１．４万套安置住房全部竣工，群众基本

法》，设立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易地扶

实现搬迁入住；１１．２万户建档立卡搬迁群众落实产业扶持

贫搬迁省级融资平台，注入４８．７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作为资

措施，９．９万户有劳动力的建档立卡搬迁家庭至少１人实现

本金，按照＂统贷统还＂的模式，统一向国家开发银行申
请贷款。＂十三五＂时期，全省共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

就业，２２个大型安置点教育医疗补短板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２０１９年，甘肃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被国家发改委列为

拟督查激励的１０个省份之一。
【以工代赈】＂十三五＂时期，为充

分发挥以工代赈作用，帮助贫困群众实
现就地就近就业，有效提高贫困群众收

入，先后制定出台《甘肃省＂十三五＂
以工代赈工作方案》《关于大力推广以

工代赈方式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就地就近
就业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共争取和安
排中央和省级以工代赈资金２５．４６亿

元，市州配套０．６亿元，实施范围涉及
１０个市州、５８个片区贫困县。先后组织
开展乡村公路、堤防、基本农田等贫困
群众参与度高、对增收脱贫带动能力

强、使用人工劳动力方式较多的以工代
赈项目１６１０个。其中，财政预算内资金
实施项目１５３０个，以工代赈示范工程项

靖远县五合镇搬迁群众通过种植枸杞在安置点逐步致富

７６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目８０个。截至２０２０年，共组织３．１万名

群众投工投劳参与工程建设，发放劳务报酬１．７亿元，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群众１．７万名，发放劳务报酬０．９亿
元。通过实施以工代赈项目，既改善贫困地区落后的

生产生活条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又为贫困群众提
供更多务工机会，增加务工收入。
按照＂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１拿．

甘肃
年鉴

三变改革的思路，争取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甘肃省３
个以工代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试点

项目，督促指导市州、县区做好方案编制、项目实

２０２１

施、以工代训、收益分红等工作。组织有关市州、县
区负责同志，赴以工代赈工作先进省份进行现场观摩
学习。定期赴现场实地调研，对工程实施进度、投资

完成情况、劳务报酬发放等进行现场指导，确保按期
完成项目建设并实现资产收益分红。２０２０年，争取并
安排以工代赈资金６．６２亿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内
以工代赈资金４１６４０万元，以工代赈示范工程中央预

算内投资２０００６万元，省级财政配套资金４５５５万元。
实施项目２３６个（包括３个以工代赈资产折股量化分
红试点项目），明确劳务报酬占比不低于１５？？解决

当地群众因劳务报酬低而不愿参与工程建设的问题。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吸纳７４００多名群众就近参与工程建设，

发放劳务报酬８５００多万元。
光伏扶贫】２０１４年，甘肃省被确定为首批光伏扶贫

试点省。截至２０２０年，积极争取国家下达光伏扶贫指标

１２７．６万千瓦，建设集中式电站３３万千瓦，村级电站９２．０６
万千瓦，户用系统２．５３万千瓦，共计受益３８９６个建档立卡
贫困村、１８．９２万建档立卡贫困户。截至２０２０年，有６．７万

个贫困家庭通过光伏收益设定的公益岗位实现就近就地就
业，月平均工资５００元。

全省各地积极探索＂光伏扶贫＋＂的模式，将光伏扶
贫与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形成多元效益。积石山县将光

舟曲县巴藏镇各皂坝村群众参与以工代赈试点项目建设

伏项目与农业观光采摘、旅游休闲一体化谋划，增加光伏
扶贫的经济效益。渭源县、通渭县大力发展光伏＋食用菌＋

蔬菜＋中药材等互补产业，实现光伏发电收益与经济作物

收益的双盈利。渭源县６万千瓦光伏电站年发电收益５７００
万元，食用菌产业达到４０４万棒、产值６４００万元；通渭县

９万千瓦光伏电站年发电收益７４００万元，金银花种植收入

达到１７００万元。
光伏扶贫村级电站能够实现２０年的长期稳定收益，全
省建成并网村级电站９２．０６万千瓦，按照光照二类地区平
均年利用１２００小时、每千瓦时电价收益０．７５元测算，全省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年收益可达８．３亿元。
【消费扶贫】２０２０年，出台《甘肃省消费扶贫行动推
进方案》，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预算单位采
购、扶贫产品交易市场、企业销售和社会组织
帮助销售等模式，加强消费扶贫专柜、专馆、

专区建设。开展扶贫产品认定工作，对推荐的

相关企业社会信用情况进行审核。举办全省消
费扶贫月活动。２０２０年，全省消费扶贫产品销
售金额超过１３８亿元。消费扶贫＂五进＂（进机
关、进学校、进医院、进企业、进部队）活动

采购和消费农产品３．４亿元。联合国家能源局
举办＂能源行业助力甘肃消费扶贫＂活动，邀

请１５家中央能源企业、１６家甘肃省能源企业以
及大型电商平台参加，共意向采购甘肃扶贫产

东乡县考勒乡坡根村＂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品１．２亿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系社会团
体、企业单位帮助采购销售帮扶村蜂蜜、木

脱贫攻坚特载｜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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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蔬菜、猪肉等特色农产品。省文旅厅组织快手、抖音

个市和８个非贫困县（市、区）调派６００名干部充实到１２

短视频平台，开展临夏州唐汪杏花、永靖百合和兰州市什
川梨花直播，３次直播累计观看量５７７．６万次，永靖百合直

个深度贫困县；省直单位增加选派８１３名干部，市县单位

播带货售出百合１２００斤３万多元，什川梨花直播带货售出

每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县以上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

手工香包近５００份。实施＂丰收了·游甘肃＂特产尊享计
划，在途牛特产频道、会员中心、旅游顾问朋友圈、途牛
苔客等渠道上线甘肃特产系列。利用美团买菜进货、小象

干部不少于３人，帮扶工作队伍建设得到明显加强。截至
２０２０年５月，全省７２６２个贫困村共有驻村帮扶工作队员

年鉴 宁洋葱３００多吨、庆阳苹果２００多吨、民勤蜜瓜６０多吨，
２０２１ 甘肃美味批量走进东部城市居民餐桌，为消费扶贫搭建稳定
生鲜等平台，向东部城市销售甘肃定西土豆１０００多吨、会

＂出口＂。

兜底补派，共抽调１０１４８名干部补充到驻村帮扶工作队。

２２５９６名。
【工作机制】甘肃省自２０１５年选派组建驻村帮扶工作

队，在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下设省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任组长，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和组织部部长、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分管领导

依托甘肃省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积极推动与对口帮

为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驻村帮扶工作组

扶市开展以特色馆设立、农产品展示促销、电商人才培

织推动、工作指导、督查考核等职能。市县各级抽调人

训、互动交流等为重点的消费扶贫协作，扩大贫困地区特

员加强帮扶机构人员力量，全力做好驻村帮扶工作队指

色优势农产品销售规模。支持天津＂甘南馆＂、厦门＂临

夏馆＂、福州＂定有福馆＂、青岛＂陇南馆＂和甘肃名优特

导管理。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立驻村帮扶专责工作
组，由省扶贫办牵头，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等单位组

色产品展销中心（厦门自贸区）等５个东西协作电商体验

成，负责精准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各项

馆扩大规模，拓宽＂甘味＂销售渠道。建立消费扶贫体验

决策部署。建立省级领导联县包乡抓村、行业系统归口

馆、专区、专柜２６９８个。天津对口帮扶的兰州、武威等
１０个市州均在对口帮扶市区建成特色产品体验馆，为拓宽

管理、省直组长单位协调联动、县区副书记或挂职副书
记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总队长主抓脱贫攻坚帮扶工作等

销售渠道发挥重要的＂窗口＂作用。２０２０年，举办津甘协

制度，形成单位到村、干部到户、工作队驻村的帮扶工

作消费扶贫陇货精品线上对接会、福州＂定有福＂＂农特

作格局。全省２３个深度贫困县、４０个深度贫困乡和３７２０

馆＂＂甘味祥福＂对接会等活动，搭建消费扶贫协作平
台。东西协作地区帮助购买和销售农产品５１亿元，中央定

个深度贫困村，按照贫困程度，依次由省委书记、省

点帮扶单位购买和销售甘肃省农产品３．８亿元。２０１９—

【驻村工作】驻村干部到户到人宣传强农惠农富农政

２０２０年，协作市销售甘肃省扶贫产品６９亿元。

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副书记等省级领导联系包抓。

策措施，让群众明白自己能够享受哪些政策，在享受政

【精神扶贫工程】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出

策时有哪些事需要自己动手去做，掌握脱贫政策、理解

台组织开展＂精神扶贫＂工程工作方案、治理高价彩礼推

支持脱贫攻坚工作。全省驻村帮扶工作队多形式、多层

动移风易俗指导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注重解决思想根子
上的问题，着力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和贫困群众的自

次累计宣传政策４３．８７万场次，有效激发了贫困群众摆脱
贫困的内生动力。驻村干部遍访贫困群众，掌握思想动

我发展愿望。注重村规民约建设，完善村民议事、村民理

态、了解家庭困难、吃透村情户情，对贫困家庭的情况

财、村务监督、红白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形成并推广

做到心中一本账、情况一口清。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存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两户见面会＂＂三说三抓＂等经
验。开展＂致富光荣户＂＂脱贫能人＂评选，引导贫困群

在的矛盾、及时与乡村两级沟通协调，向上反映群众诉

良好氛围。采取强化理论武装和新闻宣传、加大示范引

求，提出解决问题的工作建议，跟踪协调推动解决。全
省驻村帮扶工作队累计帮助化解矛盾、解决纠纷１６．６５万
个，广泛赢得了贫困群众的信赖支持。驻村干部帮助解

领、丰富文化生活、推进移风易俗等措施，着力激发群众

决稳定持续增收和＂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协助落

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群众由

实产业扶贫、就业扶贫、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危房改

＂要我发展＂向＂我要发展＂转变。

造、安全饮水等政策措施，配合做好精准扶贫专项贷

众树立勤劳致富、脱贫光荣观念，营造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款、农业保险、农金室等工作，帮助贫困群众稳定持续

驻村帮扶

增收。指导贫困村制定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和贫困户＂一

【综述】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全省累计选派驻村干部

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协助做好脱贫验收、摘帽退出
等工作，确保年度脱贫任务顺利完成。指导落实村务公

１４７３３３人，为７２６２个贫困村组建驻村帮扶工作队，实现

开公示制度，督促村＂两委＂对涉及脱贫攻坚的资金项

建档立卡贫困村一村一队全覆盖。２０１９年，省级统筹从４

目及时进行公开公示，积极参与金融、交通、水利、电

７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力、通信、文化、社会保障等到村到户资金项目的组织

促驻村干部落实各项驻村工作制度，形成一级抓一级，

实施，全过程监督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全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省驻村帮扶工作队累计筹措帮扶资金１８．０３亿元，引入社

连续调整驻村干部驻村补助，２０１７年由每人每天４０

会力量捐助６．３４亿元。在群众遇到困难时，主动做好解

元提高到６０元，２０１８年由每人每天６０元提高到１００元。

疑释惑、纾难解困、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经常

２０１８年起，将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第一书记工作经费由

走访关心五保户、残疾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

每年每队５０００元提高到１万元，并增加通信补贴每人每
月８０元。２０１９年，省财政对县直单位（除省级统筹调

困难群体，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开展民事领办、代

派的８个县市区）驻村干部按照每人每年１万元给予补

办等工作，累计解决群众就医、上学等急事难事５２．７３万
件。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帮助建好农村基层党组织，

助。全面落实帮扶干部生活补助、带薪休假、人身意

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基本组织生活制度，全力解决党

外保险等政策，协调太平洋产险甘肃分公司为全省所

员意识不强、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驻村干部坚持扶贫与扶志、

有驻村干部赠送每人７５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为驻村干部办理保额２０万元的保险。

扶智相结合，通过新的发展理念、新的产业模式、新的

提供必要的食宿条件，让驻村干部全身心投人脱贫攻

经济业态，激发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培养党员致富带头

人和农村实用人才。
【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围绕靠实帮扶责任、加强规

范管理和激励、强化政策业务培训等，先后制定帮扶工
作责任清单、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办法、成效考核评价

《脱贫攻坚帮扶工作手册》《甘肃省脱贫攻坚重点政策二
十问》，配送到每一名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手中，督促驻
村干部＂随时学、集中学、干中学＂，以考促学、以学促

作队选派、考核工作，扶贫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日常管

责、全员培训的原则，每年举办全省驻村帮扶干部示范
培训班，对省直部门选派的工作队长和市县帮扶办主任

作队吃住在村要求，每年驻村时间不少于２２０个工作日。
明确县委副书记、乡镇领导分别担任辖区内驻村工作队
总队长，从相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专门班子，负责驻村

帮扶工作队业务指导、督促检查等。每月召集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长召开１次工作例会，安排部署任务，协调解决

困难，督促完成重点工作。开发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平

台，规定驻村工作队队员每天在村上打卡，实现驻村帮
扶干部管理智能化、系统化、高效化。坚持实行＂三个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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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干部培训】编印《脱贫攻坚帮扶工作若干问》

用，帮助进一步掌握脱贫攻坚重点政策。坚持分级负

公示、例会、报告、自律等制度，严格落实驻村帮扶工

甘肃

坚工作。

办法等１２个政策文件。明确由组织部门负责驻村帮扶工
理。强化驻村要求，建立驻村帮扶工作队学习、考勤、

Ｉ门１拿Ｔ

进行培训；各市（州）、县（市、区）按照＂市级办好重
点培训，县级开展全员轮训＂要求，组织开展驻村帮扶
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培训，特别是对新选派驻村干部进

行岗前培训，帮助尽快熟悉工作、提高能力。２０２０年，
组织协调１５个＂３＋１＂＂５＋１＂行业部门制作视频培训课
件，在＂甘肃党建＂平台开设专栏，对全省各贫困村第

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各级帮扶责任人和全省
扶贫系统各级干部共３６万多人进行网络视频培训，组织
专题测试，测试结果在全省进行通报。

量

一＂常态化督查通报机制，即每月开展县际交

叉督查，重点对帮扶单位、驻村帮扶工作队、

帮扶责任人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督查检查；每月
通报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平台考勤打卡情况，
督促驻村帮扶工作队吃住在村、工作到户；每
月电话随机抽查帮扶责任人到户帮扶工作情

况。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县区党政主

要领导、所在市州主要领导和省级联县领导进
行原汁原味书面反馈，提出整改建议，要求各
地跟踪问效、限期整改。靠实县级党委政府的

组织领导责任、县级总队长的具体管理责任、
乡镇党委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和帮扶单位的跟

踪管理责任，从严从实抓好日常管理，通过县

区总队长管好乡镇总队长，乡镇总队长管好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队长管好队员，进一步督

驻村干部张小娟在巴藏镇村民家中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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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户申请的基础上形成建档立卡初选名单，依次开展村

建档立卡

民小组、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五公示，即对
评议后的建档立卡名单在本行政村进行第一次公示，无异

【综述】甘肃扭住贫困人口识别、管理、退出等关键

议报乡镇审核后分别在该行政村和乡镇进行第二次和第三

环节，打造形成统一规范的建档立卡工作链条和运行体

次公示，无异议报县区复审后在县区和乡镇进行两次公

系，２０１５年率先在全国建设了首个省级精准扶贫大数据管

告，最后由农户、村两委、驻村帮扶工作队、乡镇、县区

理平台，并基于数据管理平台，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点

五级确认，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识别和认定扶贫对象。

的数据共享比对接机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建档立卡工．

省市县三级扶贫部门分别与同级人社、公安、工商、国

作，不断提高建档立卡质量，夯实贫困人口底数。甘肃的

现场会在甘肃召开，甘肃建档立卡的经验和做法得到时任

土、水利、教育、住建、卫健、医保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比
对机制，加大对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相关信息的比对核实力
度，着力提高贫困人口识别退出精准度。在识别工作中，通
过对新识别贫困人口住房、车辆、企业、财政供养等信息的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十三五＂时

比对核实，防止发生富人戴穷帽、穷人被遗漏问题。在退出

期，连续４年，甘肃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在９８．９？？上，

工作中，通过对拟脱贫人口＂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进行

退出准确率稳步提升并保持高位。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自２０１４年起，紧盯低保户、危

比对核实，防止发生数字脱贫、虚假脱贫问题。在日常工作

房户、残疾人户、大病慢病户、老人户等重点对象和非贫

口底数，防止发生账实不符、账账不符问题。

建档立卡工作在２０１５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得到习近

平总书记的高度赞扬，２０１６年全国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

困村、非贫困县、已摘帽县等重点区域按年度定期开展

中，通过与行业部门开展常态化数据比对，不断校准贫困人

【精准退出】在退出标准上，将国家公布的扶贫标准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工作，通过新识别、返贫、脱贫、自然

和省定脱贫验收标准区分开来，将涉及贫困人口脱贫的６

增减、数据采录、数据更新等手段，开展扶贫对象动态管

项指标全部设定为否决指标，在核算收入时扣除临时性救

理。针对中央脱贫攻坚巡视、国家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审
计监督、调研督查、１２３１７投诉举报等各个方面反馈的贫

济金和一次性生活补助；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商业补充
保险报销资金和医疗救助资金；三、四类低保金；政府给

困人口识别退出问题，多次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有

予的有固定用途、不能用于日常消费的到户补助项目资

重点、有方向、有目的核查建档立卡之内和之外的人口，

金；学前、高中和中职学生补贴；一次性赠予和人情往来

畅通贫困人口进出渠道，对符合标准的进行纳入，对不符
合标准的进行清退，及时纠正漏评、错评和错退等问题。

收入等６类收入，提高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退出

建立数据核查比对机制，每年对各地上报的拟脱贫人口层

核查、数据比对、群众评议、公示公告、结果核查等关

层进行数据比对，严格审核脱贫指标，对脱贫质量不高的

口，压实＂两不愁三保障＂行业部门到户验收背书责任，

拟脱贫人口坚决予以复核压减，及时纠正个别地方层层加

确保脱贫结果政府认定、社会认可、群众认同。建立第三
方评估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公开招标第三方
机构，组建专业评估团队，采用抽样调查和村组普查相结

码、急躁冒进的问题，防止数字脱贫、虚假脱贫。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９年分别对历年脱贫人口进行全覆盖核查，检视脱贫

质量，查找突出问题，并按缺什么补什么的要求，及时对
存在问题的脱贫人口给予针对性扶持，直至稳定脱贫。按
季度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提取数据，对照校验规则开

程序上，明确贫困人口退出验收县级主体责任，严把入户

合的方式，在年度市县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和贫困
县摘帽退出中，对贫困人口识别精准度、退出精准度、群
众满意度进行评估调查，全面检验贫困人口识别、帮扶、

展数据分析，对存在的疑似问题数据，分市州、分县区、
分类别反馈各地，逐条逐项进行核查整改，以问题数据整
改为手段，检视识别、帮扶、退出的精准性和真实性。

退出质量，确保脱贫成效获得群众认可、脱贫成果经得起
实践检验。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把建档立卡作为脱贫攻坚

【精准识别】探索形成一核、二看、三比、四评议、

帮扶单位、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的责任，结合巡

五公示（告）的贫困人口识别程序。一核，即入户核实农

视、考核、审计、１２３１７等反馈问题的调查核实，及时纠

户收支状况；二看，即详细查看家庭生产和生活条件；三

正政策执行偏差，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强化干部建档
立卡工作意识。２０２０年制定出台《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比，即综合比较农户收入、住房、财产状况；四评议，即

８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督查检查的重点，层层压实省市县乡村、各行业部门、各

和帮扶机制的实施办法》，加大对非贫困人口和脱贫人口

建档立卡工作底数。

的排查力度，对因疫、因灾、因病、因产业失败、因就业

【更加精准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２０１７年３月，开

不稳等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纳入边缘易致贫户和

展第５次建档立卡＂回头看＂。２０１７年３月下旬，结合各地

脱贫不稳定户，开展监测预警，针对返贫致贫风险，因户

脱贫退出中以往存在的急躁倾向，为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质

因人制定帮扶方案，提前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致贫返贫。

量，对全省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２９６万已脱贫人口进行全面核

【基本精准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４年４月，根
据国务院扶贫办统一部署安排，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３

查，将收入及＂三保障＂实现程度低的１０．７万已脱贫人口

Ｉ门拿章

回退到贫困状态继续进行扶持。２０１７年７月，认真贯彻落

年底甘肃农村贫困人口４９６万的基础上上浮１１？？确定全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科

省５５２万的贫困人口规模，以２０１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２７３６
元（相当于２０１０年２３００元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

学测算评估确定出全省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乡镇和深度
贫困村分布情况，进一步明确攻坚对象和发力重点。２０１８

甘肃
年鉴

为识别标准，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

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５８个片区县、１７个插花

２０２１
年５月，针对贫困人口识别退出投诉举报、已脱贫户住危

县和９个非贫困县的６２２０个贫困村、５５２万贫困人口进行

房、建档立卡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集中利用半年时间，
开展第６次建档立卡＂回头看＂。２０１９年８月，组织开展脱

整户识别并建档立卡。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开展第１次建档立卡

贫人口＂回头看＂，对２０１４年以来标注在全国扶贫开发信

＂回头看＂，主动排查和整改贫困人口识别退出、脱贫需求

息系统的脱贫人口收入状况及＂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

对接、帮扶措施落实、资金项目使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进行全面排查。创新实施识别＂七不准＂、脱贫＂六不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省委省政府

算＂、数据比对等措施，将档外人口核查和脱贫人口核查

与中央签订到２０２０年实现５５２万贫困人口脱贫的＂脱贫攻

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新识别、返贫、脱贫不实回退、清退

坚责任书＂。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针对审计署驻兰特派办审计反
馈的建档立卡疑似问题，开展第２次建档立卡＂回头看＂，

等手段，对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

对家庭有消费型小轿车、有企业或企业股份、有商品房或

好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

扶，有效防止错评、漏评、错退等问题，为高质量打赢打

商铺、有财政供养人员、收入超过贫困线等不符合建档立
卡标准的农户全部作清退，并按清退人口数量纳入等量贫

义务教育保障

困人口。摸清了谁是贫困人口、具体分布在什么地方，摸

清了贫困户基本情况、致贫原因、生产生活条件等情况，

为脱贫攻坚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综述】＂十三五＂时期，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动

【比较精准阶段（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６年３月，利用１０天

态清零，＂有学上、上好学＂目标基本实现，推动贫困人
口由＂因学致贫＂向＂以学脱贫＂转变。＂十三五＂时

时间，开展第３次建档立卡＂回头看＂，对贫困人口及相关

期，全省累计劝返复学２５６８８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数据进行全面核查补录，及时清退识别不准的人口，识别

逐村逐户全面开展复核工作，重点对年人均纯收入超过国

学生１００４３人，失学辍学学生全部清零，全省义务教育巩
固率达到９６．２？？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３．２个百分点，总体实现
义务教育有保障的目标任务。率先在全国出台乡村教师

家现行扶贫标准但低而不稳、家庭成员患长期慢性病或大

支持计划，偏远乡村学校教师月补助超过１０００元，

病经济比较困难、享受低保政策需要继续扶持、有５万元
以上大额债务等不稳定、不可持续脱贫的９种情况进行清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补充乡村教师２．３万名，培训乡村教师４２
万人次，安排８所师范类院校对口１７个深度贫困县开展

理，共清理出３５万人，作为＂巩固提高户＂列入２０１６年
度预脱贫人口。２０１６年５月，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脱贫成效

＂互联网＋支教＂。多渠道筹措资金２１．２８亿元，建设乡镇

核查要求，对２０１４年度、２０１５年度脱贫人口疑似＂三保

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１００？？全省义务教育

障＂未落实情况进行重点核查。２０１６年８月，利用１个月

学校全面实现＂班班通＂。全省深度贫困县区有需求的行

时间，开展扶贫对象建档立卡基础数据清洗工作，对建档

政村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学前３年毛入园率达到９３？？保

纳入等量贫困人口。２０１６年４月，对２０１５年度拟脱贫人口

寄宿制学校６３３所、乡村小规模学校１３９６所。全省中小

立卡方面存在的４大类１８个问题进行核查比对和清洗整
理。２０１６年９月份，开展第４次建档立卡＂回头看＂，围绕
识别是否精准、数据是否准确、措施是否管用、退出是否

障了幼有所育。

真实，对照＂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对全省贫困人口进行

好疑似失学儿童情况核查和劝返复学，抓紧推进乡村小

全覆盖、地毯式、无遗漏的摸排核查，动态调整贫困人口

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严格保证教育教学质

近１０万人。纠正了一些地方对建档立卡政策理解和执行不

量，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实现义务教育有保障目

到位的问题，挤出建档立卡中存在的水分，进一步夯实了

标。建立以县为主的教育、公安、扶贫等部门组成的联

【控辍保学政策】２０１８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

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督促各地全力做

脱贫攻坚特载｜ ８１

殊时期辍学风险，２０２０年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力提升，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公平。２０１８年，累计投入１２．８亿

期间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工作的通知》要求，充分利用疫

元实施＂深度贫困县农村边远地区温暖工程＂和＂农村

情防控期间人员流动减少、常外出人员在家的有利时

教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解决２３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边

机，全面排查本辖区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情况，提高复学

远地区中小学采暖问题和农村中小学教师住宿问题。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省级统筹、按需设岗、按岗

合比对机制，定期排查和核实失辍学学生。及时研判特

，

甘肃

学生学习效果，确保质量不降。按照以县为主、市级统
筹、省级指导的原则，对劝返复学学生进行分类安置，

年鉴 而辍学。对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委
２０２１

指定专人对复学学生进行帮扶，防止因学习困难或厌学

托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身体状况、接受教育和适

应学校学习生活的能力进行评估，确定适合身心特点的
教育安置方式。对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在校留守儿童学
习生活、文体活动等方面的关爱和教育机制。对进城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畅通随迁子女入学渠道，保障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权利。组建１１个工作组紧盯义务教育控辍保
学问题，对全省各市州开展驻点指导，细找问题、力促

整改、挖掘亮点。
【义务教育基础能力和保障能力】实施全面改薄项

目，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甘肃省＂全面改薄＂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项目覆盖１２１３２所义务教育学校、２６０
万名学生；＂薄改与能力提升＂（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项目覆
盖３７６７所义务教育学校，惠及１５０万名学生。义务教育

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资金按在校生数１２０％￣
１４０？？比例持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投

入资金６３．８６ 亿元，改善３４０７所义务教育学校条件；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多渠道筹措资金２１．２８亿元，加快建设乡

镇寄宿制学校６３３所、乡村小规模学校１３９６所。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中央下达甘肃省＂三区三州＂教育脱贫攻坚中

央专项资金８亿元，主要用于改善＂两州一县＂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兼顾薄弱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

。

Ｉ

二生

招聘、统一选拔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完善资助保障体
系，＂十三五＂时期，累计发放各类勤、免、奖、助资金
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金２００．５亿元，受益学生１３７３万

人次。累计下达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金１６８．２３
亿元，１４５２万人次学生受益；累计下达农村义务教育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６３．６３亿元，８５４．６万人次学生受
益。２０１９年秋季学期起对４类贫困家庭非寄宿制学生
（即建档立卡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
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按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５０？？标准补助生活费。截至２０２０年，完成十四期农

村特岗教师的招聘工作，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和

幼儿园补充合格教师４．１万余名，服务期满留任２．５万余
名，入编特岗教师近１．３７万人。出台进一步提高中小学
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水平的政策，乡村教师生活补助人均
月标准达到４００元以上。＂十三五＂时期，累计下达乡村
教师生补助中央和省级奖补资金１３．５４亿元，近１７万乡村

教师受益。健全省、市、县、学区、学校五级教师培训
联动机制，实施＂国培＂＂省培＂教师培训项目全覆盖，
提高乡村教师教学能力。
【教育扶贫国家示范区】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
办批复同意甘肃省建设全国唯一的教育精准扶贫国家级

示范区。２０１６年全国改薄现场推进会、２０１７年全国教育

扶贫推进会连续在兰州召开，刘延东副总理出席并讲
话，对甘肃省改薄和教育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学前
教育加快普及，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投入

部。

学前教育专项资金２５．３９亿元，在７５
个贫困县新建、改扩建４８２１所行政村
幼儿园，实现了乡镇中心幼儿园和贫

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有需求
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规范幼儿园
办园行为，重点在贫困地区开展《３￣
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验区工

作，建立城乡幼儿园结对帮扶、教研

ＩＥＸＩＡ０．

巡回指导等制度，构建科学保教长效
机制，推进学前教育从规模发展向质
量提升转变。２０１８年起，省内自主招
生院校５０？？自主招生计划面向贫困
地区实施分县单独测试招生对贫困

建设乡镇小规模学校，通渭县文庙街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在上语文课，，实现＂有学上、上好学＂的目标 家庭子女单独划线、单独录取。２０１９
８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年，新增单独测试、综合评价招生计划近１万名，招收

特病和＂两病＂用药保障纳入台账管理。制定《２０２０年

贫困家庭学生。全省每年有７万余名贫困家庭学生接受

甘肃医保扶贫政策２５问（参考模板）》《２０２０年甘肃省

免费中职教育，５万余名贫困家庭学生在省内高职（专
科）院校接受免费高职（专科）教育，实现建档立卡户

医保扶贫明白卡（参考模板）》《２０２０年甘肃医保扶贫公
益宣传短信（参考模板）》和音视频宣传片下发市州，

有技能需求人口接受职业教育全覆盖。各市（州）至少

围绕＂参保如何办、得病找谁看、病重怎么转、报销如

建设１个市级精准扶贫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开展新型职

何办＂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从做实干部培训和入户宣

Ｉ门１拿Ｔ

业农民培训、富余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品牌培
训，提高贫困家庭脱贫致富能力。实施国家＂贫困地区

传、深化社会宣传、抓好阵地宣传等方面，广覆盖、高

频次逐村逐户强化政策宣传，提升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

专项计划＂等各类招生计划，推动招生政策红利向贫困

晓率和满意度。各级医保部门定期从同级扶贫部门提取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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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持续倾斜。＂十三五＂时期，
累计录取学生５．８万名，加快了＂三区＂紧缺人才培养。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并对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实施就业提升计划，提高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

档立卡贫困人口身份信息，动态掌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率。２０１９届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８０．５？？高于全省平均水平５．５个百分点。组织高校实施

＂万名大学生进农村＂等五大扶贫行动，发挥高校智力与
人才优势，缓解贫困地区高层次人才不足困境。

基本医疗保障
【综述】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全省５７４．９５万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实现＂应参尽参＂，并按政策规定给予全部资

助。同时，为减轻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负担，给予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５个
百分点，全省参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低保、特困

供养人员大病保险起付线较普通居民降低５０？？分段补

偿比例较普通居民提高５个百分点，报销上不封顶。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就医８２．９万人次。＂十三五＂时期，
大病专项救治病种数量由９种逐步扩大到２５种，累计救

险参保人员身份证号码进行统一校验，准确核实全省建

人数。在县、乡、村三级建立医保扶贫台账，明确将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缴费，参保资助，医保待遇享受等
纳入台账管理，夯实医保扶贫基础。在参保缴费台账中
既建立本地参保人员台账，也对异地参保和无法参保人

员纳入台账管理，尤其是无法参保、省外异地参保和参

加职工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其参保佐证材料纳入台账进
行管理，确保不因此类人员的特殊情况而遗漏１人，影
响医保扶贫成效。甘肃省医疗大数据支撑健康扶贫工作
的做法，被人民日报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互联网＋医疗卫生创

新应用十大优秀案例＂之一，国家卫健委委员会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年四次通报表扬甘肃省健康扶贫工作。
【县乡村医疗机构分类达标】围绕贫困人口看病＂有

医生、有地方和有制度保障＂，全力开展医疗机构分类达
标建设、合格医生配备培训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工

作。实现医疗机构＂三个一＂、医务人员＂三合格＂和服
务能力＂三条线＂。＂三个一＂即行政村有卫生室，乡镇

有卫生院和县有公立医院，其中，乡镇卫生院所在行政

治贫困人口４１６０３人，救治覆盖率９９．９２？？经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

村可不设村卫生室，３００人以下的行政村可与相邻行政村

比例８９．１４？？此外，甘肃省１１２种集中带量采购药品

村医，卫生院至少有１名合格执业助理医师，县级医院

中，药价平均降幅５８？？最高降幅９６？？预计每年至少

所设临床专业科室至少有１名合格执业医师。＂三条线＂

减少医疗费用支出５亿元。

即８００人以上的行政村有６０平方米以上卫生室，１万人以

联合设置卫生室。＂三合格＂即村卫生室至少有１名合格

【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全省健康扶贫特有的干部包抓

上的乡镇卫生院设有内（或外、急、全）科、中医（或

工作制度，省卫生健康委领导包抓市州，处级干部包抓

民族医）科、医技（或药房、检验、放射、Ｂ超等）

县区，各级参照包抓到村、到户制度，以实地督促、抽

科、公共卫生（或预防保健）科；１０万人以上的县级公

查核查和现场办公等方式，点对点衔接、面对面指导，

立医院达到甘肃省二级综合医院等级评审标准。全省７５

全面推进健康扶贫工作落实。建立专人督战制度，对工

个贫困县应设置的１４０８０个村卫生室、１１５８个乡镇卫生

作难度大、任务重和基本医疗薄弱、有难点问题的贫困

院和７５个县级公立医院全部达到分类建设标准，并配备

县由省卫生健康委领导专人负责，每个厅级领导负责一

相应的合格医生。消除乡村两级基本医疗有保障＂空白

个未脱贫县或有一项基本医疗有突出问题的未脱贫县，
挂牌督战、全力攻坚，确保贫困县如期摘帽。

点＂，达到甘肃省基本医疗有保障标准要求，实现基本医

【全面摸清底数】印发《甘肃省医保扶贫台账（范

２０２１

疗有保障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做到医疗机构和合格医

生基层全覆盖。

本）》，指导市、县、乡、村将参保缴费（本地参保、异

【县乡村医疗服务能力】实施＂组团式＂健康扶贫，

地参保、无法参保）、参保资助、住院费用报销、门诊慢

结合东西部协作、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全面推进深度贫

脱贫攻坚特载 ８３

房安全保障情况进行逐户现场核验，包括
２０２０年摘帽退出的８个县的所有贫困户住房安
全均得到保障，其中有４４．３万户贫困户通过
危房改造保障了住房安全。全省数百万贫困

农户住进安全房，农村群众居住条件明显改

善，实现现有存量危房改造清零。
【资金扶持】２０１８年，出台《甘肃省农村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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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三年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在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紧盯识别
关、鉴定关、管控关和兜底关，因地制宜、

２０２１

因户施策，努力使贫困户切实感受到危改政
策的温度、工作落实的力度。逐步提高补助

标准，从２０１６年的户均１．１５万元，增加到
实施医疗健康扶贫行动民生工程，筑牢贫困群众的＂健康防线＂

困县重症医学等重点专科建设，妇产、儿科、麻醉等薄

２０２０年的户均２．５万元。特别是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进一步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和＂两州一

弱学科建设，胸痛、卒中、创伤等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建

县＂的支持力度，四类重点对象户均补助提高２５？？有

设，实现贫困县医院从＂输血＂向＂造血＂的支援转

效减轻贫困户建房负担，同时保留未来改善居住条件、

变，大幅提升贫困县县级服务能力，使９０？？常见病、

加盖楼层的可能性。针对自筹资金不足和不具备投工投

多发病和部分大病在县域内得到诊治，大大缓解老百姓
看病难、贵、远的问题。综合应用信息化，逐步将远程

料能力的深度贫困农户，根据农户贫困程度、房屋危险

会诊系统覆盖到省、市、县、乡四级医疗机构，基层医

程度等制定分类分级补助标准，通过盘活利用集体公
房、发动亲属帮扶、政府兜底解决等多种方式，让特殊

疗机构可随时联通上级医院开展远程诊疗服务，让群众
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资源服务，起到补齐短板、弯道超

困难群众住上＂安心房＂＂暖心房＂。

车的作用。至２０２０年全省１５３５家医疗机构（其中省级医

的人干专业的事，调动最大资源，集中省级力量，充实

院１１家，市级医院６０家、县级医院１６１家、妇幼保健院

县区力量。实行行业部门分片分县包抓，选派４０名专业

６６家、乡镇卫生院１１９９家、天津市援甘医院３８家）接入

技术人员赴３３个深度贫困县挂职，专职负责危房改造工

远程医学信息平台，实现与省外３００余家医院、１５０００余

作。联系１５家省级资质齐备、经验丰富的勘察设计单

名专家资源的对接。积极开展精细化疾病救治，按照

位，搭建第三方鉴定平台，组建４００多名专家组成的技

＂四定两加强＂要求全面落实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
作，推进做好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重性精神病等４

术服务专家团队，实地对３９个未脱贫县的７５５个乡镇，
１５６４个行政村、５．４７万农户开展横到边、纵到底、拉网

种慢病为主的慢性病防控和管理，基本实现贫困人口大

式的排查，形成了＂领导包抓＋专家服务＂的技术督导模

病患者应治尽治，慢病患者应管尽管。

式，帮助基层现场发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做到立查
立改，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锁定目标、靶向治

住房安全保障

疗。２０１８年度、２０１９年度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经住建

【综述】自２００９年启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以来，
至２０２０年全省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１８７．７６亿
元，累计支持１７４．９万户农村群众完成危房改造，解决近

县获得国务院表扬激励。

７００万人住房安全问题。＂十三五＂时期，累计实施农村

劲。通过农户报告、村社干部平时走访、乡镇定期巡

危房改造３６．６１万户，其中，四类重点对象２７．８５万户

查、县级住建部门重点核查等措施，对四类重点对象、

（含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９．０４万户），其他农户８．７６万户。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实现现有存量危房改造全面清零。对
２０２０年计划脱贫摘帽的８个县开展督战，深入核查住房
安全保障情况，改造完成动态新增危房１４９户。２０２０年６
月，经过对全省２０１３年以来１３６．３万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返乡定居人员住房及老旧生土住房进行动态监测。重点

８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领导包抓＋专家服务＂技术督导模式】坚持专业

部、财政部综合评价，分别全国排名第四、第三，推荐２
【农村住房动态监测】２０２０年，全面实施危房改造冲
刺清零后续行动，全省各地紧盯住房安全保障任务不松

进行＂四查＂即查＂不漏户＂、查＂不准确＂、查＂不到
位＂、查＂不保险＂，及时、准确发现新增危房，发现一
户，保障一户，销档一户，确保没有漏户漏房。各类住

房鉴定符合标准，危改措施没有水分，不因其他因素致

危返危和致人伤亡，全面巩固危房改造成果。各地结合

导组汇报会，及时分析研判各地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认

动态监测，对农村住房鉴定认定进行回头看，确保鉴定
认定结果的准确性、合法性、严肃性，并适时更新完善

真会商研究解决措施，会同市县合力加快工作进展。饮

到村到户资料。２０２０年４月下旬，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住

理信息系统、第一个＂掌上农村饮水＂手机ＡＰＰ、第一

房安全保障信息录入，分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

个＂甘肃农村饮水＂微信公众号。建立起自下而上的监

等类型，逐户录入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信

督举报机制，利用２部２４小时省级投诉电话和＂甘肃农
村饮水＂微信公众号问题反映＂直通车＂，对反映的问题

息，准确掌握每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保障情况。

【住房安全保障隐患清除】紧盯农村危房改造超面积

负债建房、扩大保障范围、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和薄弱

水安全开发建成全国第一个省市县三级农村饮水安全管

跟踪问效、督促整改，重点解决了一批不易发现的供水

不稳定问题，实现＂水源稳定、水管通畅、水质达标＂。

环节，及时制定整改工作实施方案，对突出问题立查立

【资金支持】积极争取国家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改。各地主动排查、分类施策，在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脱贫攻坚住房安全保障和提升改善型农房建设政策界

程专项资金倾斜支持的同时，２０１９年印发《关于切实保
障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冲刺清零项目建设资金的通
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优化支出

限，采取动员拆除、搬离、自行改造或县级统筹解决等措

结构，将农村饮水安全建设资金全部纳入涉农资金统筹

施，妥善解决其他仍有人居住的危房，确保＂危房不住人、

整合使用方案，全力保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需求。

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保障任务全面完成基础上，严格区

住人不危房＂，消除住房安全保障＂空白点＂和＂风险点＂。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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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提升改造工程】先后建设引洮供水、积石山调
水、引洮入潭、双永供水等一大批引调水工程。其中，
引洮一期受益人口３０８万人，正在推进的引洮二期将覆

饮水安全保障

盖２６８万人，白龙江引水工程将覆盖７８６万人，甘肃省中

【综述】＂十三五＂时期，以集中供水工程为主、分

部东部水源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解决。
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及冲刺清零行

散供水工程为辅的农村供水体系初步建成，集中供水
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９１？８８？？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饮水安全问题总体得到解决。实施巩固提升工

动，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全省建成集中供水工程９４４０处，
引泉、小电井、大口井及水窖等分散工程２８万处。试验
安装水窖水净化设备３．９９万套（平均每套０．２７万元，总投

程建设，摘帽退出的８个贫困县实施巩固提升工程２１７

入１．０７亿元），进一步改善群众饮水条件，得到国务院领

处，改造冬季冻管６２７千米。同时，着力解决冬季管网

导充分肯定。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８７？？高到

冻胀、改善水窖水水质，进一步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
水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饮水安全有保障冲刺清零建设

２０２０年的９１？？自来水普及率由８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
８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集中供水工程为主、分散

任务完成，累计完成投资 ３０．２６亿元，投资完成率

供水工程为辅的农村供水体系已基本建成。２０１７年获得水

１００．６？？共巩固提升集中供水工程１４１３处、分散工程

４４３０处，改造冬季冻管４８８８千米，试验性推广安装水窖

利部、国家发改委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考核优秀等次。

水净化设备３．９９万套，提升了８９万户、３８１万人
的饮水安全水平。同时，冲刺清零筛查发现的

５６９２个问题自然村、１０４６处问题工程已全部整改
到位。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冲刺清零后续行动建

设任务全面完成。
【工作指导机制】实行省级行业部门包抓县区

和工作指导组常驻重点县区指导工作责任制。冲
刺清零行动中，组成１９个工作指导组，对未脱贫
的８个县实施＂一对一＂挂牌督战指导，对已摘
帽的６７个县区开展巡回指导。累计对６２０多个乡
镇、１８００多个自然村、３４００多户群众的饮水安全
情况和２３０余处在建工程进行现场指导。坚持通

报调度制度，实行＂旬通报＂＂月调度＂工作机

制。每旬向全省通报各县区工作进展，每月召开
全省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调度会和工作指

武山县西北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成，高楼乡八院村率先用上自来水

脱贫攻坚特载｜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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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贫困地区

大资金投入，充实帮扶力量，开展冲刺清零，补上明显短

板，解决突出问题。以＂深化＂和＂攻克＂为着力点，细

【综述】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日，中央出台《关于支持深度
年鉴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西藏、四省涉
２０２１
藏工作重点省、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

攻坚质量和效益。坚持省级领导干部带头联系包抓深度贫

临夏等＂三区三州＂纳入深度贫困地区进行扶持。甘肃省

困县、市州党政主要领导包抓贫困发生率３０？？上深度贫

深度贫困地区涉及９个市州３５个贫困县，其中１７个县纳入

困村、县级党政主要领导包抓贫困发生率２０？０？？度贫

国家＂三区三州＂，另有１８个省定深度贫困县。甘肃省综

困村制度，实行省级部门厅局级领导包市、处级领导包县

合考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脱贫难度等因素，在
＂两州一县＂之外，确定张家川、宕昌等１８个省定深度贫

的机制，形成聚焦标准、精准施策、合力推进、冲锋冲刺

困县、４０个深度贫困乡镇、３７２０个深度贫困村，与＂两州

未摘帽的县、未脱贫的人口和影响脱贫的突出问题开展挂

一县＂一同进行集中攻坚。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出台《甘肃省深

牌督战。分级分类一体作战。市州实行＂一村一方案＂督
战贫困发生率超过１０？？１０４个贫困村，县市区紧盯＂三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化实化推进措施和办法，督促各级各有关部门紧盯标准、

紧盯细节、紧盯质量、紧盯落实，提升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的攻坚态势。坚持较真碰硬＂督＂、凝心聚力＂战＂，聚焦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１０个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类＂重点对象＂一对一＂包抓作战。建立省市县三级月调

提出一系列综合性帮扶举措。２０１８年８月，出台《关于打

度机制，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每月集中调度１次，跟踪问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倾斜支持

效，一抓到底。对标脱贫退出标准，梳理出产业培育、劳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的政策举措。２０１９年，省委省政府继续

务就业、扶贫项目资金１０个方面２８个薄弱环节，建立作战

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攻坚力度，在全面抓好《＂两州一县＂

清单和工作台账，分别由１０个省直督战部门和８个未摘帽

脱贫攻坚实施方案》《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

县省直帮扶组长单位各负其责，包抓落实，限期销号清

案》实施的基础上，９个市州、４０个省直行业部门制定出

零。紧盯未脱贫人口，全面落实产业、就业、兜底、公益

台２０１９年倾斜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方案和具体 岗位、小额贷款等措施。
措施，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着力补齐短板弱项，从项

【冲刺清零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目、资金、土地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经过全省上下不懈

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冲刺清零专项行动，用＂过筛子＂的

努力，甘肃省３５个深度贫困县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７年底的１３４

办法摸排短板弱项，分门别类制定实施方案，逐村逐户、

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９年底的１３．７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１２０．３万人，贫困发生率从１４．１７？？降至１．４？？累计减幅

逐人逐项解决问题，实现重点领域主要任务清零达标。建
立控辍保学目标责任制，完善省市县校四级工作台账，运

１２．７７？５个深度贫困县摘帽２７个；甘肃省涉藏州县实现

用宣传引导、帮扶救助、行政法律、干部包抓等多种方法

整体脱贫；４４７６个贫困村退出４１０６个。至２０２０年底，１３．７
万未脱贫人口、３７０个未出贫困村、８个未摘帽县全部

劝返稳学，并采取单独编班、普职融合等方式分类施教，

退出。

辍学学生基本回校上学。加强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
校建设，保障学生稳定上学、就近入学。２０２０年，全省深

【工作机制】省委省政府通过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 度贫困地区统筹各类资金４０．５２亿元，组织实施义务教育薄

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省脱贫攻坚领导

弱环节改善提升工程，集中建设１０７３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和

小组会议、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以及

乡村小规模学校，保障学生稳定入学、就近入学。全省深

举办各个层级党员领导干部研讨班读书班培训班等方式，

度贫困地区选派９２２名师开展＂三区支教＂，加强乡村教师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关于脱贫攻坚

队伍。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应建的７０３２个行政村卫生室、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对甘肃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

６２２个乡镇卫生院和４１个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实现分类达标

领导同志关于脱贫攻坚的讲话指示精神，统一全省上下的

并配备合格村医，全省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两级基本医疗

思想认识和行动步调，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作出安排

＂空白点＂全面消除。重点开展贫困人口参保信息核准和参

部署。坚持目标标准，贯彻精准方略，实施＂一户一策＂，

保资助规范工作，包括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在内的全省所有

狠抓＂三个落实＂，夯实＂五个基础＂（精准帮扶、产业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贫、各方责任、基层队伍、工作作风），加强政策倾斜，加 助三重制度保障范围并享受参保资助政策。截至２０２０年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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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全省深度贫困地区中动态监测发现新增危房４５３

运行，在农业保险和精准扶贫贷款催收续贷等工作中发挥

户，已开工４５３户。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力度，＂十三
五＂期间，全省深度贫困地区３１．２８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了积极作用。

６．９７万套安置住房全部竣工，搬迁群众全部入住。同步推

＂十三五＂时期，持续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就业扶贫资
金倾斜支持，共向３５个深度贫困县下达就业资金２０．１１亿

进生产配套和产业就业扶持，在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元。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精准扶贫

展、可致富上下功夫。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建管并 劳动力培训 １８．１５万人，完成年度任务１２．７３万人的
重，在基本实现正常年景有水喝的基础上，全面实施安全

１４２．５８？？？省深度贫困地区输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人口

饮水巩固提升工程，确保水源稳定、水管通畅、水质达

１５３．７４万人，就业一人基本能脱贫一户；累计建成扶贫车

标。２０２０年，全省深度贫困地区累计完成１３６７处集中供水 间１４３５个，吸纳就业５．１７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工程巩固提升任务，改造冬季冻管３７９８千米。以集中供水

２．４５万人。２０２０年，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共落实生态护林员

工程为主、分散供水工程为辅的农村供水体系初步建成，

项目资金２．５１亿元，共选聘生态护林员４２５３０人，实现建

安全饮水、稳定供水问题总体得到解决。

档立卡贫困人口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拓展扶贫产业新

２０１８年制定出台《关于支持＂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

业态，鼓励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光伏

贫困县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实施方案》，对深度贫困地区

扶贫、乡村旅游等扶贫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电子商务，

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作提出具体的支持意见和措施。全面

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现

提高兜底保障水平，分类提高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加

全覆盖，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贫困群众对接市
场、应对风险和持续增收的能力增强。发挥电商优势，推

大临时救助力度，做到兜底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合一＂，

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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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农村一、二类低保对象年补助水平分别提高到４０２０ 动新业态助力增收，强化与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在全

元、３８１６元。在兜底保障资金上给予重点倾斜，＂十三

省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县长直播代言＂＂直播带货＂等活

五＂期间，共下拨深度贫困县２７６．３亿元，占全省资金总量

动，农产品网上销售成效明显。全省３５个深度贫困县中有

的５１．７？？其中，２０１８年共下拨５４．６６亿元，２０１９年共下拨 ２８个县涉及光伏扶贫产业，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到位光伏
５９．９２亿元，２０２０年共下拨６２．０３亿元，保障资金逐年增

收益达２．３８亿元，贫困村集体收益增加，贫困家庭通过光

加。安排部省两级福彩公益金，资助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特

伏公益岗位实现上岗就业、稳定增收。将光伏电站８０？？

困供养机构建设和设施配置项目７１个、６５０５万元；资助殡

上的收益用于贫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工资和参加村级公益

葬、救助、儿童福利类项目２１个、５９７９万元。

事业建设劳务费用支出，吸纳３．５５万贫困人口实现就地就

【拓展增收渠道】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坚持＂大特色＂与＂小品种＂一起抓，推动扶贫产业初步

近就业。

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发展路子。坚持区域产业整

【社会帮扶】统筹安排省内外各类帮扶资源，帮助深度
贫困地区解决突出问题，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体构建和到户产业培育紧密衔接，健全经营主体同贫困群

２０２０年，东部结对帮扶市投入甘肃省３５个深度贫困县财政

众增收挂钩的利益联结机制，将到户产业扶持资金与＂一

援助资金２０．３８亿元，超过２０１９年同期水平，实施重点协

户一策＂挂钩，采取达标奖补、以奖代补等形式激发贫困

作项目９９５个。协作省市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１１．４５亿

群众发展产业积极性。推动落实特色产业贷款和农产品收

元。深入开展＂携手奔小康＂行动，东部结对帮扶市所属

购贷款，缓解各类经营主体贷款难、周转资金短缺问题，

支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２０２０年，全省深度贫困地区

县区对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实现帮扶全覆盖。３５个深度贫
困县向东部结对区输转贫困劳动力１０００１名，较２０１９年全

新增新型市场经营主体９９家、累计达到１３０２家。实施农民

年完成数增长９８？？中央单位持续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

专业合作社能力提升工程，建立健全新型经营主体带贫减 度，２０２０年直接投入帮扶资金４．４１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贫机制，带动贫困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发挥省

３０１个；协助帮助引进项目４９０个，资金３．０９亿元；购买定

农业扶贫产业产销协会和９个产销分会的作用，组织深度

点扶贫县农产品２．３４亿元。主动对接东部协作市和京津

贫困地区农产品经销企业组团发展、抱团出省。支持深度 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消费市场，组织扶贫产品进
贫困县建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３５８个，深度贫困地区农产
品贮运条件大为改善。实施保险保本垫底、入股分红保

机关、进社区、进市场、进高校、进医院、进车站（机
场），引导社会各界踊跃购买扶贫产品，深度贫困地区消费

底、公益岗位托底、低保政策兜底等一揽子举措，最大限

扶贫呈现出＂四个有＂，即有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有特色

度降低产业发展风险。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实施７１个保险品

鲜明的扶贫产品、有职责清晰的工作班子、有持续良好的

种，参保贫困户６３．６５万户，签单保费８．５４亿元，２０２０年

发展势头。２０２０年１—９月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品销售额达

投保农户落实理赔３．５４亿元，直接受益农户３０．７６万户次。 到３９．３４亿元。深度贫困地区驻村帮扶工作队员１４９７１名，
加强深度贫困地区行政村农金室建设，乡镇农金站均投入

每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县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选派干部均

脱贫攻坚特载｜８７

不少于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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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房１．７８万套。

【资金保障】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安排深度贫困地

【拓展增收渠道】２０２０年，＂两州一县＂新增龙头企业

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一般债券可用于脱贫攻坚部分、财

３２家，累计达到２４３家，基本实现贫困县每个脱贫产业都

政扶贫专项以外的其他涉农整合资金、土地指标跨省域调
剂收入、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等５项可直接用于脱贫攻坚

有龙头企业，贫困村专业合作社全覆盖。支持有需求的深
度贫困县建设仓储保鲜冷链设施９６个，改善＂两州一县＂

的财政资金９１１．２亿元，占全省的６７．８？？其中，财政专项

农产品贮运条件。＂两州一县＂已实施４６个保险品种，参

扶贫资金３９７．５１亿元，年均增长１９．１８？？占全省的６５．２９％ 保贫困户１６．６６万户，签单保费３．６５亿元。２０２０年，投保
（２０１８年１０６．９８亿元，占６１．７２？０１９年１３８．５８亿元，占 农户落实理赔２．２３亿元，直接受益农户８万户次。加强
６６．７３？０２０年１５１．９５亿元，占６６．７１？？。此外，２０２０年

＂两州一县＂行政村农金室建设，乡镇农金站均投入运行。

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金２４．９４ ２０２０年９月底，＂两州一县＂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培训４．８９
亿元，占全省的７９？？重点用于支持挂牌督战县、村，支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３．１１万人的１５６？？输转建档立卡贫困

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支持贫困劳动力就业和产销对

劳动人口６４．６３万人。累计建成扶贫车间５２９个，吸纳就业

接，支持解决＂苦咸水＂问题。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全省

２．１４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０．９８人。２０２０年，安

深度贫困地区围绕《脱贫攻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排＂两州一县＂和１８个深度贫困县旅游扶贫资金７０９７万

年）》落实各类扶贫资金７１８．２４亿元，占实施方案三年计

元，扶持建设旅游扶贫重点村９４个，农（牧）家乐１０５０

划的１２７．１５？？

户。２０２０年，＂两州一县＂共落实生态护林员项目资金
４９６１．８万元，共选聘生态护林员１６０１８人。＂两州一县＂国

＂两州一县＂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实现全覆盖，县级电商服

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两州一县＂有１５个县涉及光伏扶贫

【综述】甘肃省纳人国家＂三区三州＂扶持范围的是

产业，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到位光伏收益达１．１９亿元，将光伏

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简

电站８０？？上的收益用于贫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工资和参

称＂两州一县＂，共１７个县市，全部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

加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劳务费用支出，吸纳１．９３万贫困人口

地区贫困县。其中，临夏州８个县市（临夏市、临夏县、

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和政县、广河县、东乡县、康乐县、永靖县、积石山县），
甘南州８个县市（合作市、夏河县、玛曲县、碌曲县、迭

援助资金９．６４亿元，实施重点协作项目５６８个。协作省市

部县、舟曲县、卓尼县、临潭县），以及武威市天祝藏族自
治县，共２３８个乡镇，１９８７个行政村。２０１９年，全省＂两

【社会帮扶】２０２０年，东部市投入＂两州一县＂财政

帮助销售农产品３．７５亿元。＂两州一县＂向东部结对区输转
贫困劳动力６４０７名，较２０１９年全年完成数增长１１２？？

州一县＂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７年底的３２．０１万人减少到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中央单位持续加大对＂两州一县＂资金和项目支

从１２．５７？？降至１．４？？累计减幅１１．１７？？＂两州一县＂１７

个；协助帮助引进项目７１个，资金１．３２亿元；购买定点扶

个贫困县摘帽１５个，１０４４个贫困村退出９７５个。２０２０年，

贫县农产品０．７９亿元。２０２０年１至９月＂两州一县＂扶贫

底的３．５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２８．５１万人，贫困发生率 持力度，直接投入帮扶资金２．１６亿元，实施帮扶项目１０４

３．５万未脱贫人口、６９个未退出贫困村、东乡县和临夏县２
个未摘帽县全部实现脱贫。
【冲刺清零专项行动】２０２０年，＂两州一县＂统筹各类

资金２１．９亿元，组织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提升工

程，集中建设３４５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
保障学生稳定入学、就近入学。选派５０５名教师开展＂三

产品销售额达到１１９９亿元。＂两州一县＂有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３５０４名，每个驻村帮扶工作队县以上机关、企事业单

位选派干部不少于３人。
【资金保障】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９月底，安排＂两州一县＂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一般债券可用于脱贫攻坚部分、财政
扶贫专项以外的其他涉农整合资金、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

区支教＂，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应建的１７０２个行政村卫生 收入、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等５项可直接用于脱贫攻坚的
室、２４５个乡镇卫生院和１７个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实现分类

财政资金３７６．５亿元，年均增长１４．３６？？占全省的２８．０２％

达标并配备合格村医，＂两州一县＂乡村两级基本医疗＂空

（２０１８年１０６．７９亿元，占２７．２５？０１９年１３０．０６亿元，占

白点＂全面消除。在全省２０１９年底实现现有存量危房改造

２７．４９？０２０年１３９．６５亿元，占２９．１６？？。其中，财政专

任务冲刺清零基础上，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底，＂两州一县＂动

项扶贫资金 １６６．１９亿元，年均增长１９．５６？？占全省的

态监测发现新增危房６２户，开工６２户，竣工６２户。累计
完成１１７处集中供水工程巩固提升任务，改造冬季冻管９１１

元，占２７．５２？０２０年６４．１５亿元，占２８．１６？？。按照国家

２７．３？？２０１８年４４．８８亿元，占２５．８９？０１９年５７．１６亿

政策要求，中央新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５２．８９亿元（２０１８
口２．３１万套安置住房全部竣工，搬迁群众全部入住，拆除 年１４．３２亿元，２０１９年１７．９５亿元，２０２０年２０．６２亿元）全
千米。＂十三五＂期间，＂两州一县＂１１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８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额安排到＂两州一县＂。此外，２０２０年安排＂两州一县＂ 展村集体经济４３７个，其中贫困村３０９个，全州贫困村集体
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金６．７７亿元，占全省的

经济＂空壳村＂全面消除，年均收入３．５９万元以上。依照

【甘南藏族自治州】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全州８个县市接连摘
帽，提前一年实现整体脱贫摘帽。３．９万户１７．１２万建档立卡

各县市、村特色产业发展，全州建成畜产品、农产品、乳
制品、药材和山野珍品等特色农畜产品初加工项目，落实
资金３．９７亿元。旅游扶贫方面，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从３０．４３？？降为零，甘南千

依托文化旅游＂一十百千万＂工程，着力打造乡村文化品

Ｎ门拿育

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教育扶贫总投资２．２７亿元。着力巩固

牌，创建特色旅游村镇，持续建成基础设施较好、旅游服

提升＂两基＂成果，狠抓控辍保学长效机制建设，州内无

实现３．８万农牧民群众就地就近旅游增收，甘南旅游扶贫减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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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贫失辍学学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９．１１？？教育

贫模式入围＂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甘南２０１９年

资助各类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助学借款实现应贷尽贷。全

荣获亚洲旅游＂红珊瑚＂奖＂十大最受欢迎文旅目的地＂
称号。电商扶贫方面，８县市全部创建为电子商务进农村

２１．４６？？

州所有在册义务教育学生都享受＂两免＂政策，所有寄宿
生都享受＂一补＂政策，所有农牧村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

务功能完备的旅游专业村１６７个，打造农牧家乐１４４９户，

示范县，建成乡镇服务站９３个、村级服务点４３７个，农畜

阶段学生都享受＂营养餐＂政策。积极开展推广语言文字

产品上网销售额达３．８亿元。光伏扶贫方面，建成村级光伏

培训，提高少数民族普通话语言文字使用能力。建立学前

电站和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２５６座，总规模５５１９１千

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职教育藏汉双语课程

瓦，涉及２３９个村，其中贫困村１３１个，辐射带动贫困户

教学资源库和课件库，搭建网络共享平台，开展网络远程

１０１６８ 户，开发光伏公益性岗位６４３１个。

学习、教学、教研、研讨、管理、交流活动。投资９０７５万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就业扶贫总投资 ３．０９亿元。落实

元，建设义务教育学校校舍９所，新建校舍１３４６８平方米。

１７６９７名贫困人口通过公益性岗位就业。坚持培训、鉴
定、输转一体推进，每年完成劳动力输转１２万人次以上，

投资５５８０万元，建设临潭、舟曲幼儿园园舍４所，新建幼
儿园校舍１０８６平方米。投资４５０万元，建设完成２所中等

实现劳务创收２２亿元，人均务工收入约４２７６元。设立贫困

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医疗扶贫总投资１．７７亿元，建立健全

家庭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扶贫专岗６４２个，每人每月３０００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互联互通机制，为１４．２６万

元，补助３年，落实资金７１４９万元。建成＂扶贫车间＂１４７

贫困人口购买大病及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一站式＂结算制

个，就近吸纳农牧村劳动力５４３６人，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

度在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全面执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

动力１９３０人。

到＂一站式＂即时结报服务，贫困人口医疗保险参保率和
资助率均达到１００？？全州６６２个行政村，配有乡村卫生室

轮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和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优先安

５６８个（其中乡镇所在地不设卫生室），且每个村均配有合

排贫困村和贫困户，扩大建档立卡贫困户覆盖面，约３．４万

格村医，每个卫生均配备８０种以上常规药品和基本设备，

贫困人口受益，投资１．６７亿元在２５度以上坡耕地、重要水

并接通结报系统，都能够正常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危房改

源地，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９．５２６万亩；玛曲县等牧区草场

造总投资０．５８亿元，完成三年计划的１０６？？全州存量危房

沙化治理成效显著，治理流动及固定沙丘１万亩，沙化地
１．５万亩，黑土滩型退化草地１５．２万亩。实施＂生态补偿脱

已全面消除。总投资４．３９亿元，累计搬迁建档立卡户４５５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生态扶贫总投资５．９４亿元，推进新一

户１９７１０人，达到＂易地搬迁一户、稳
定脱贫一户＂。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产业扶贫投资
２７．１１亿元。农牧产业方面，围绕

＂牛、羊、果、菜、药、薯、猪（蕨麻
猪）、鸡（从岭藏鸡）＂等八大特色产
业，引进基础母牦牛１０８００头，种公牛

１２３９头，优质编雌牛１９５８１头，基础母
绵羊１０万只，同时兼顾土蜂、羊肚菌、
藜麦、花椒等区域特色产业和＂五小产

业＂，扶持引导贫困户发展＂长短结
合＂的多元增收产业。落实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０．７６亿元。扶持农牧民专业合作
社４３１２个，落实资金２．４９亿元，扶持发

甘南藏族自治州实施旅游富民工程打造碌曲县尕海镇尕秀特色旅游村镇

脱贫攻坚特载｜８９

贫一批＂项目，全州聘用生态护林员１２３８４名，工资每人

２０１９年２９３４６６万元、２０２０年３３０６５６．７万元。截至２０２０年

每年８０００元。

１２月，三年实施方案实际投资１４３．８５亿元，占调整后计划

全饮水、贫困村＂三化＂、厕所改造、高标准农田等项目，

投资１１７．６９亿元的１２２．２２？？分县市２２２个项目。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累计投入１０３亿元，新建幼儿园９９４

贫困村整体条件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效提升。贫困

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１４９７所，全州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投资３０．８２亿元，实施村组道路、安

，

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有针对性地将土地整治等项目优 学校达２４０３所。先后建成临夏现代职业学院、甘肃建筑职

甘肃 先向贫困县乡倾斜，鼓励当地群众投工投劳，以项目建设
年鉴 资８４９６万元。道路建设方面，全州各县市通过融资平台积

业技术学院康乐分院。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连续两招聘引进教

极筹措信贷资金和部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建设完成自然
村硬化路和主巷道硬化２６８０千米。安全饮水方面，在８县

生比例达到４∶６。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投资１０．１３亿元，新建

促进贫困乡村脱贫，全州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６．６万亩，投

２０２１

师４０００多名。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７．２３？？学前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９５．３６？？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８．５年，职普
改扩建乡镇卫生院６７个、村卫生室５８７个，乡村两级配备

市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超额落实资金３亿 医疗设备４５１台套，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全部达到分类建
元，全州农牧村饮水安全体系全面建成，饮水安全覆盖率

设的标准化要求，州医院成功创建三级甲等医院，８家县

达１００？？入户率９４？？贫困村＂三化＂工程、人居环境工
程等方面，结合生态文明村建设，实施涉及３０９个贫困村

市医院均达到二级甲等标准，每个乡镇卫生院至少有一名

的村内巷道硬化、入户道路硬化、贫困户庭院硬化、改
厕、改厨、文化广场等项目。特别是通过纵深推进＂环境

全科医生，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名村医，９０？？常见病、多
发病能够在县域内得到诊治。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稳定达到１００？？全面落实参保缴费资助、大病保险、医

革命＂，对３１８个贫困村３．８２万户贫困户实施改圈、改厨、 疗救助保障、慢病签约服务等健康扶贫政策，住院报销比
人畜分离等改建工程，彻底改善村内人居环境落后的面
貌。结合全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统筹各类资金４３０３万

例达到８５？？上。每千人拥有病床５．９张、医技人员５．９８
人。现有的地方病、慢性病贫困人口全部实现签约服务。

元，新建、改建２９１个贫困村文化活动中心，贫困村整体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全州坚持不落一户、全面清零，改造农村

形象全面提升。

危旧房１１．６７万户、落实补助资金２０．９８亿元，５８．５５万群

【临夏回族自治州】２０１１年，全州７县１市全部纳入六

众住上＂安全房＂＂放心房＂。综合采取乡村排查、州县核

盘山连片特困区，东乡、积石山、和政、康乐、临夏、广

查、第三方鉴定的方式，对所有农户住房进行全覆盖筛查

河６县被确定为特殊困难县贫困区域，永靖县被确定为其

摸底。强化农村危房动态监测，做到发现一户、改造一

他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区域。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

户、销档一户，农村Ｃ、Ｄ级危房动态清零。扎实开展拆旧

排危专项行动，拆除农村各类危房６．３万户，清理＂四烂＂

见〉》中将临夏州整体纳入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三堆＂等１８．７万处。投资４３．３８亿元新建易地扶贫搬迁安

区脱贫攻坚范围，全州６４９个贫困村中的４１２个村被甘肃省

置点１６４个，搬迁安置１．４７万户７．５１万人，安置住房建成

率、入住率均达到１００？？大力推进易地搬迁安置点后续产
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全部摘帽。 业扶持，采取易地搬迁与城镇建设相结合、与园区建设相

确定为深度贫困村。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现行标准下贫困
全州５６．３２万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在历年实现５８３个贫
困村脱贫退出的基础上，
２０２０年剩余的６６个贫困村

全部实现退出，全州 ６４９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全州安

排财 政专项 扶贫资 金
１００７６８１．８４万元，其中，中
央和省级资金９２５１１８．８万

元，州级资金５０５２万元，

县级资金７７５１１．０４万元，分
年度为；２０１６年５６９６９．６万
元、２０１７年 １１２０３３．０４ 万

元、２０１８年２１４５５６．５万元、

９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广河县三甲集镇康家易地搬迁安置点

结合、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与推广扶贫车间相结合、

＂两项补贴＂、临时救助、特困供养关爱服务等政策，落实

与光伏扶贫相结合等多种模式，千方百计配套产业、促进

残疾人两项补贴６．３万人，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临时救助

就业、完善公共服务，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２０１３—

等补助资金１４．４３亿元，有效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基本

２０２０年，累计投资２３．２４亿元，建成１８６项农村安全饮水巩
固提升工程，投资２９．３６亿元实施７项水源保障工程，农村

生活。

自来水入户率达到９９？？上，供水保障率达到９５？？上，
选聘村级水管员１２４６名，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得到了历史性

泥）路、１１１６个行政村全部实现＂两通＂目标，＂四好农

２０２０年，全州１２４个乡镇全部通四级及以上沥青（水
村路＂建设成效明显，村组道路硬化基本实现全覆盖，畅

解决。

通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天祝县】２０１９年底，全县贫困发生率下降为０．０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投人产业奖补资金２７．５９亿元，扶持
１１．９６万户贫困户发展畜牧养殖，２．５４万户贫困户发展特色 ８６个贫困村全部脱贫，１．４３万户５．４６万贫困人口通过项目
种植，＂牛羊菜果薯药菌＂七大特色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特 扶持人均年增收２５００元以上。２０２０年２月，经省政府批准
别是２０２０年种植高原夏菜、啤特果、赤松茸、香菇、百合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退出贫困县序列。

等＂特中特＂产品８８万亩。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引强入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教育扶贫总投资２２７７０万元，涉及１０

临、借助央企力量等方式，采取＂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培育形成牛羊屠宰加

个项目。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７项已完工，１项进行安装工

作，２项正进行基础施工，其中∶华藏寺镇初级中学迁建

工、冷链物流、皮革毛纺、食品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加工 项目、松山镇７号移民点小学及幼儿园建设项目、安远镇
等产业集群，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效益显著提升，探索走 初级中学改扩建教学楼项目、朵什镇初级中学综合教学楼
出＂育、养、销、肥、种＂一体循环发展路子。截至２０２０

年底，全州牛、羊、猪等大牲畜存栏分别达到５５．１１万头、

建设项目、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厕所改造项目、农村中
小学（幼儿园）取暖改造项目、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

３４６．２５万只、３５．１４万口。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提升工

育信息化建设项目、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和普通话水

作，全州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４７４７家，入社农户９．７万

平培训项目已完工并交付使用；华藏寺镇华藏寺村幼儿园

户、带动１７．６万户。累计投入７．４１亿元，扶持１０１０个村发

建设项目进行安装工作；松山镇９号移民点＂３＋２＂幼小一

体化建设项目和松山镇南阳山生态移民区寄宿制学校建设
贫困村集体经济＂空壳村＂。积极推进光伏扶贫、消费扶 项目进行基础施工。推行＂２＋３＂问题标准并联落实法，全
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多渠道增加群众收入。推动劳 面控辍保学、送教上门，落实＂两免一补＂＂营养改善计
务输转从＂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划＂，生源地贷款三项政策，实行＂双线五包＂责任制，健
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对６４９个贫困村进行扶持，全面消除

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１４．６５万人（次）。其中贫困劳动力

全完善核查比对、合力劝返、分类施策、动态管理、责任

４．０３万人（次）。２０２０年，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到２５．７６ 落实、经费保障六项机制，实现全县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
万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５．８４万人，做到应出尽出、稳定增

口１９９８０人无辍学学生。多形式保障１３３名适龄残疾儿童接

收。通过企业帮建、厦门援建等方式建成扶贫车间３４０
家，吸纳就业１５５６１人、其中贫困劳动力７９３９人，人均月

受教育，实现控辍保学率、资助覆盖率、政策知晓率＂三

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开发公益性岗位５０２０个，疫情期间新

元。严格落实农村贫困人口参保缴费补贴政策，建档立卡

开发公共卫生、消毒保洁、疫情监测等临时性公益岗位

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率达到

３７８８个，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脱贫。２０２０年，发放

１００？？全部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

扶贫小额信贷７．２７亿元、创业担保贷款６６．２２亿元，支持

助倾斜政策。县医院和县藏医院纳入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

３．６９万户发展养殖业、７３６８户发展种植业、７２１２户发展餐
饮业、２０８１户发展服务业、４８３７户发展＂五小产业＂、

接结算系统。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达标，按要求配

５７３４户发展其他产业，扶持小微企业３１家，为对冲疫情影

每名村医月收入３０００元工资为基数，补齐服务人口少、收

响、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重要的金

入较低的村医年度工作报酬，县财政将补助资金纳入财政

融资金支撑。

预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大病集中救治、＂先诊

个百分百＂。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实施健康扶贫项目５项０．９４亿

备全科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采取＂填平补齐＂的办法，以

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保障范围，做到应保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报政策落实到位，妇女

尽保、应兜尽兜。至２０２０年，全州农村低保对象５．４９万

＂两癌＂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儿童营养改善项目按期完成。

户、２０．５６万人，其中贫困人口２．８７万户、１１．３８万人；有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投资０．３７亿元改造农村＂四类人口＂危房

保障农村特困供养对象８２３９ 户、９３９７人，其中贫困人口 ８７６户，于２０１８年全部完成，全县Ｃ、Ｄ级危房全面消除。
３３８０户、３７９０人。在全面落实政策性兜底政策的同时，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自筹资金１．３６亿元，对３０２７户容易降低安
对残疾人、特困供养、临时性困难家庭，建立健全残疾人 全等级农村住房进行改造提升，全面补齐农村住房短板弱

脱贫攻坚特载｜９１

项，解决天祝县地质结构复杂、土坯房存量大、农村住房 日产鲜蛋７８万枚，＂特别特＂岔口驿马存栏６００匹，建成

，

因雨因灾容易再次降低安全等级的现象。＂十三五＂期间，
投入资金０．５５亿元，实施易地扶贫搬迁３８７８户１５１１４人，
实际搬迁人住３８７８户１５１１４人，入住率１００？？严格落实

绿色有机高原夏菜生产基地１０．２万亩，＂错峰头＂食用菌栽

＂一户一宅、占新腾旧＂政策规定，对应拆除的３２２６套住

现县有产业体系、乡有特色产业、村有主导产业、户有致

房全部拆除复垦，拆除复垦率达１００？？加强移民后续产业

富门路。引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３１家，累计组建农民专业

甘肃 培育，大力发展食用菌栽培、舍饲养殖、藜麦种植等特色
年鉴 产业，对县城安置群众引导通过就近务工、从事个体经营
等方式，实现稳定增收。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从贫困户中选聘

培规模达２５００万袋、畦栽３０万平方米，健康美丽藜麦种植

面积达１１．６万亩，高原净土中药材种植面积达８万亩，实

合作社１０５５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１７２８家。全力建设国家
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用好＂中国高原

藜麦之都＂金字招牌和创建＂中国西北食用菌之乡＂、打造

２０２１ 续聘生态护林员１５１３人，工资收益每人每年达到８０００元，
累计支出０．３２亿元。

＂天祝原生＂文旅农区域公共品牌资源，着力引进实施金鸡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投资３．８５亿元，实施村组道路、安全

香菇双创产业园、臣祥滑子菇产业园、天禾海鲜菇产业

饮水、农厕改造、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改造提升等一批项

园、蘑瑞尔斯羊肚菌产业园、１０万亩高原绿色有机蔬菜产

目，贫困村整体面貌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

业园、藜麦产业园等１２个产业园建设，５家产业园已投入

扶贫产业园、天美白牦牛产业园、天蓟扶贫产业园、天沪

善。村组道路建设项目，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共投资２．８１亿元，

生产，带动１７８个村集体经济发展、７５８６户农户稳定增
规划建设自然村硬化路和主巷道硬化５７２千米，建成５９４千 收。全县３２．３兆瓦１１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
米。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共投资０．８ 电，发电收益及补贴收入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带动４９４９ 户
亿元，全部建成，实施１５处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覆盖 贫困户增收。实施２２个贫困村旅游发展项目，扶持贫困户
１１个乡镇５３个行政村３８０７户贫困户。农村旱厕改造项
目，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共投资０．２１亿元，改造农村旱厕８０６３

建设农家乐（牧家乐）１５０户。推广＂企业＋车间＋贫困
户＂模式，兴办扶贫车间６２个，吸纳就业１９３５人，其中建

座。贫困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改造提升项目，２０１８—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１０７４人，人均月收入２３００元以上。
２０２０年共投资０．１２亿元，改造提升１５个贫困村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就业扶贫投资０．８６亿，选聘续聘乡村公益
性岗位５７９８个，其中贫困户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扶贫专岗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实施产业扶贫项目１７项４．１９亿元。加

１５０名、乡村环境卫生保洁员２８５２名、乡村道路管护员５２８

大产业发展扶持力度，完善落实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培育

名，年人均增加工资性收入７１８９元。开展精准扶贫劳动力

壮大牛羊鸡马菜菌藜药八大特色产业，推行＂订单＋保单＂

技能培训１８５５人，年输转富余劳动力５万人次以上，创劳

的＂两单＂模式，＂独一份＂白牦牛饲养量达８万头，毛肉 务收入８亿元以上。
兼用的高山细毛羊饲养量达１４０万只，全产业链金鸡产业

社会扶贫 和 救助 兜底 保 障
５５０８个、企业投入５６．１３亿元、帮扶贫困人口１０４．３万人。

社会扶贫活动

动员民营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贫困乡村发
展，优先吸纳贫困户到企业务工。鼓励农民通过土地入股

【千企帮千村】制定《甘肃省２０１９年＂千企帮千村＂

和流转等形式参与企业发展。陇西县甘肃裕新农牧科技开

精准扶贫行动专项工作方案》《甘肃省工商联２０２０年东西

发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带动９９户贫困户增收，共流转土

部扶贫协作工作方案》《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工商联＂百村攻

地２１９．４７亩，每亩每年可实现收入５００元，户均每年可增

坚＂活动工作方案》，组建工作组在８个贫困县全面开展扶

加收入１０００多元；同时安置就业４５人，人均年可增收

贫工作，采取企社对接、消费扶贫、金融扶贫、捐赠扶贫

２．１６万元。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入宕昌县南

等措施，聚焦８个县，组织动员民营企业、商协会组织，

阳镇梨树村调研，与村党支部参股组建甘肃梨树丰源农业

助力最后８个贫困县如期脱贫。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参与甘肃

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开展

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民营企业２５５０家、帮扶村

扶贫和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甘肃华羚集团结合打造＂中国

９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牦牛乳都＂的契机，在甘南州实行养殖扶贫，鲜奶、曲拉

联（总商会）五届三次执委会议，号召临夏州民营企业积

收购责任制，重点以农业合作社，偏远乡镇为主体，实现

极参与光彩行活动，临夏州企业捐赠５２７１．１５万元（其中

７县１市建档立卡贫困全覆盖，通过建立＂公司＋基地＋农

到账资金４２５６．７５万元、承诺捐赠１０１４．４万元），承诺捐建

牧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甘南牧区群众增收２．９５万
户，带动周边省州农牧户１０万多户，农牧户平均增收

小学２所、幼儿园３所、老年活动中心１处。

５０００元。兰州鑫源集团成立东乡县伊淼食用菌科技开发有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召开活动主体大会，举行投资项
目、消费扶贫、金融扶贫签约仪式和公益捐赠仪式。对接

限公司，投资３８００多万元，占地６４亩，新建日产６万袋黑

洽谈项目１９６项，投资金额４９０．８５亿元，其中洽谈对接成

木耳菌棒加工及种植产业园扶贫项目，推进东乡县布楞沟
村＂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民＂黑木耳种植试点活动，吸

熟的合同项目１０３项、投资金额２３４．８２亿元，达成投资意

向的协议性项目９３项、投资金额２５６．０３亿元；民生银行兰

纳解决２００多名东乡族妇女在家门口就业，每天有固定收
入１５０￣２００元；注册成立漳县鑫源菌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新建５０亩黑木耳种植产业园，打造漳县＂金花池＂深

州分行与临夏州政府签署授信协议，在５年内为临夏州提

山黑木耳知名品牌，推进＂公司＋乡镇＋行政村＋基地＋农
户＂扶贫模式试点，吸纳周边１４０余名贫困户有偿务工，

协作消费扶贫协议金额１亿元；募集公益捐赠１．７８亿元。

年鉴

２０２１

消费扶贫项目１１个、签约金额１．７５亿元，其中厦门东西部

【民企甘南行】甘南州组成招商团队赴天津、广东、
四川、西藏等省市举办招商推介活动，组织全省３９家商会

的１４０多名企业家代表走进甘南实地考察。甘南百草生物

费５．１万元。民营企业配合政府部门积极开展再就业培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单位与天晶石相关企业签约各

训、创业培训，建立劳动力转移基地等形式开展帮扶活

类招商引资项目８项，总计投资约６．９亿元，天津市城里山

动。甘肃女企业家商会创办的＂陇原妹＂家政服务平台，

外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卓尼县签订１０００万消费扶贫协

大力培训贫困村妇女，＂陇原妹＂＂陇原巧手＂在发达城市

议。全国工商联餐饮业委员会和四川易田电子商务有限公

成为抢手的劳务品牌，每年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的有５万

司与甘南州、临夏州以及省内８个未脱贫县签订７个亿的

多人，人均收入６万元以上。
【光彩事业临夏行】＂中国光彩事业临夏行＂活动，以
＂汇聚民企力量、助力临夏脱贫＂为主题，是在临夏州脱

消费扶贫意向书，与甘南州签订１．６亿元的消费扶贫协议。

贫攻坚最吃劲、最关键的时候，举办的一场意义深远的助

直属商会会长、秘书长，省内外商会组织、知名民营企业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活动。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日启动，制定

《临夏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快项

等５００余人参加大会。签约招商引资合同项目８５个，签约
总投资７２．６亿元。其中，兰洽会期间签约合同项目６３个，

目审批管理办法》，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措施和工作要

签约总投资５２．２９亿元；主体大会现场签约合同项目２２

求，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全州部署开展城乡综合整顿

个，签约总投资２０．３１亿元。２２０家单位（个人）承捐

整治＂十大行动＂，集中整顿整治各领域热点难点重点问
题，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临夏州组成９个招商组赴北

５６０８．３万元，其中承捐资金２４１９．１８万元（到位资金９０９．３３

京、上海、深圳等２０多个城市，举办招商项目推介会及座
谈会３５场（次），与会企业人数达３２００多人。积极开展节会

１９８４．１３万元）。

招商，组织参加甘肃省绿色生态产业沪浙招商推介会、敦煌

县、天水市麦积区组织两场＂津企陇上行＂活动，参会企

２０１９年（第十二届）中国绿年会、厦门第十五届海峡旅游博

业超过５００家，参会人数超过１０００人。累计签约项目１１８

览会，利用在甘各大商会举办年会之际开展招商推介。

个，合作总额３１２．７６亿元。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签约

聚焦贫困群众最急需的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健康扶

甘肃

供不少于５０亿元的综合授信支持和现代化金融服务；签约

带动合作社６个，带动３个乡镇１０００多户贫困农民依靠产
业稳定脱贫，为石川镇５个村分红３３万元，支付土地流转

贫、就业扶贫、住房和安全饮水、易地搬迁、社会事业７
个重点领域，精心筛选编制公益项目８４个。２０１９年６月中

１拿．

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进甘南暨民
企甘南行＂活动主体大会在甘南州召开。全国工商联３４个

万元），承捐物资价值３１８９．１２万元（到位物资价值
【津企陇上行】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天津市会同华池

项目完成和正在实施项目８６个，实际到位资金４４．０４亿
元，资金到位率１４．１？？
【巾帼脱贫行动】＂十三五＂时期，省妇联争取各类专

旬，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组织光彩会理事会企业

项资金２．１２８亿元，根据妇女需求开展就业帮扶４１．５６万

和爱心企业，到临夏州进行公益捐助项目考察，经过深入
对接，中国光彩会理事企业和基金会捐赠８３３６万元，其中

人。对能走出去的贫困妇女进行家政服务技能培训。争取

现金３５４６万元，出资２０００多万元将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左

省扶贫专项资金４５２５万元，培训＂陇原妹＂家政服务员
２７９０５名，输转到北京、天津和兰州等地就业。对不能外

家村打造成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的示范村。省

出务工的妇女，争取省财政厅专项资金１．０５亿元，培树

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动员省内企业捐赠３１５０万元，厦门市
工商联和企业家捐赠１０６０万元。同时，临夏州召开州工商

＂陇原巧手＂及骨干７．５７万人，通过劳务品牌培训妇女７．５
万名，帮助她们掌握增收技术，居家灵活就业。对务农的

脱贫攻坚特载｜９３

时

妇女，争取省财政厅专项资金２０００万元，采取依托龙头企

机制，建立健全驻外服务机构，定期互走互访，开展劳务

业、能人带动、农业合作社联建、巧手基地转型、妇联走

对接，积极做好信息互通、组织输转和跟踪服务等工作。

出去主动对接等多种形式，借势借力建设＂巾帼扶贫车
间＂，帮助２．７万名陪读妈妈等妇女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妇女１０６７０人。争取全国妇联、省扶贫专项资金４２５５万

＂十三五＂时期，累计联合开展就业培训８．６６万人次，向

元，引导女能人、女带头人创建产业基地，吸纳贫困妇女

甘肃
年鉴 个，辐射带动２１万妇女，一大批贫困妇女变成产业工人，

就近就地就业。创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５２个，建设省

级巾帼脱贫示范基地２０１个、贫困妇女种养业基地１０６

２０２１ 实现稳定增收。

东部４市输转贫困劳动力２．５万人。累计建设扶贫车间

１３５１个，吸纳贫困劳动力７．０７万人次就业。东部协作市空
出２１３０余个事业单位和市属国有企业岗位，定向招聘甘肃
省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
双向选派挂职干部９８２人，其中与天津市互派６６１人

（天津派１３７人、甘肃省派５２４人），与福州１２０人（福州派
４３人，定西派７７人），与厦门１２５个（厦门派３９人，临夏

省妇联投入２００万元资金，示范推进＂巾帼家美积分

派８６人），与青岛７６人（青岛派３５人，陇南派４１人）。双

超市＂建设。不断拓宽筹资渠道和经费来源，争取省住建
厅资金５００万元，协调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１８９万元，各

向选派专技人才１．５３万人次，其中与天津互派７６９７人次

级党委政府、帮扶单位、社会力量支持资金１６００多万元，

建成＂超市＂５２３８家，覆盖全省１４个市州８６个县区，用

积分引导家庭文明、乡风文明，激发群众的脱贫主动性。
＂积分改变习惯、勤劳改变生活＂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蔚
然成风。各地以＂超市＂和＂美丽庭院＂创建活动为载
体，创建＂美丽庭院＂示范村１００个，＂美丽庭院＂示范户

１０００户，揭晓勤劳致富、生态文明、孝老爱亲、移风易俗
等各类＂最美家庭＂１５７８户。推进＂巾帼共建美丽家园清
洁行动＂百日攻坚，全省各级妇联共组织４００多万户农村
家庭开展＂清洁行动＂６万余场，发动巾帼志愿者２４８万

人，奖励积分３３４万分，带动全省８０？？上的农村家庭达

到＂七净一规范＂标准，村容村貌、院内院外明显改观。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

（天津２９８５人次，甘肃４７１２人次），与福州１１６９人次（（福
州５３８人次，定西６３１人次），与厦门３３６６人次（厦门

９７５人次，临夏２３９１人次），与青岛３０６９人次（青岛６４３人

次，陇南２４２６人次）。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３．７７万人次，其
中天津市帮助培训１６６５８人次，福州市７４６０人次，厦门市
２７７１人次，青岛市１０７６１人次。引导企业４０５家，投资
４２．５３亿元，其中天津市帮助引导２３２家、投资额１３．４６亿

元，福州市６４家、投资额１２．７亿元，厦门市５９家、投资额
８．７６亿元，青岛市５０家、投资额７．６１亿元。
＂十三五＂时期，共向东部四市输转劳动力１１．９６万

人，通过东部四市在甘肃省帮扶建设扶贫车间等举措，就

近就地输转建档立卡劳动力８．４万人。
【中央定点帮扶】＂十三五＂时期，３６家中央定点扶贫
单位累计直接投入甘肃省４３个定点扶贫点帮扶资金２５．４６
亿元，引进项目１１８５个，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６．１２万人

次，购买农产品５．５７亿元。在脱贫攻坚冲刺阶段，中央
单位持续加大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２０２０年直接投入帮

【东西部扶贫协作】＂十三五＂时期，天津、福州、厦
门、青岛４市３９个区县对甘肃省５８个贫困县实现结对帮扶全
覆盖。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
甘肃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连续两年被综合评价为

扶资金５．９亿元，实施帮扶项目５０２个；协助帮助引进项
目６９４个、资金８．２亿元。

＂好＂的省份。
＂十三五＂时期，东部４市累计投入财政援助
资金８７．８６亿元，特别是２０１８年达到１９．７９亿元，

超过前２０年帮扶资金的总和；２０１９年达到２８．２５亿
元，超年度计划１０．２亿元，是２０１７年的５．９倍。

８７．８６亿元援助资金中，天津市４１．８１６亿元，福州市
１１．６４８亿元，厦门市１８．７１亿元，青岛市１５．６８５亿
元。实施协作项目４９３１个，其中天津市２２０１个、福
州市７４５个、厦门市１２２４个、青岛市７６１个。
累计帮助引进东部企业４０５家（含续建和新增

投资），投资４２．５３亿元，通过利益联结、吸纳就

业，带动２９．４９万贫困人口增收。充分依托外省市
帮扶资源，积极构建省级协调、市县组织、职校

培训、定点安排、跟踪服务的劳务协作精准对接
９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厦门市帮扶临夏州建立扶贫车间

甘肃省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统计表

年份
１９９６—２０１２年

天津市

０．８０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５６

０．７４８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年

０．８５６

２０１５年

２．２９５
４．８２０
１９．７８７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８．２５０

２０１９年

２４．３３０

计划

２０２０年

合计
３．０３６

已到位
十八大以来合计

合计

４．８０
０．６４８

ＴＩ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０
０．９８０
２．５１８

１３．７９０

３．６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７２０

青岛市

０．１００

８．８６１

９３．３０

及门市

０．６４０

１．２４０

１６．１０ｏ

９０．２６

福姆市

１．８２５

３２．７１０

（单位∶亿元）

０．９５０
３．６５８

５．２００

５．１２８

６．１４０

１１．６４８
１１．６４８

２０２１

５．１３７

５．７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３０

４３．９２０

０．４７０
１．６５０
４．７５０

甘肃
年鉴

５．９４０

１５．６８５

１９．０１０
１９．６５０

１５．６８５

注；天津市１９９６年５月对口援助甘肃省藏区（甘南州８市县和武咸天祝县），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将帮扶范围扩大至平凉、庆阳、天水、白银、兰州、
武威等７市（州）３４个片区贫因县；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３月结对帮扶甘肃省临夏州８县（市））；福州市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结对帮扶定西７县（区）；青岛市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结对帮扶陇南市９县（区）。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情况汇总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序号

主要负责同志或 挂职千部 本单位直接 引进
班子成员赴协作
数量 投入（含无
偿和有偿） 项目数
地区调研对接
（火）
（人次）
（万元） （（个）

２０１６年

９３

２０１７年

９３

２０１８年

９６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１２２
１３７

合计

５４１

。

培训专业

技术人员

（又）

８１

８５５２７

７６

７９８

母

３７９５

１００
１１８

２９２２０ ７５
３１７４４ 乡
４９１３８．４４ ２４９
５８９７１ ６９４

４４４．

２５４６００４４ １１８５

帮助贫困户人
口转移就业

３４２８８

１８９５
１５１９１
７９１
７９２５

６１２０７

４２９２２

９１６０

１３１６６

购买当地农 扶持的贫困

产品金额
（万元））

人口数
（人）

１３１５４
３９２３ １３５０４
１２９８５ １０４８７４

１３４７．３８

３７４８４．６ １３４００
５５７３９．９８ １４４９３２

注∶天津市１９９６年５月对口援助甘肃省涉藏州县（甘南州８市县和武威天祝县），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将帮扶范围扩大至平凉、庆阳、天水、白银、兰州、
武威等７市（州）３４个片区贫困县；厦门市２０１０年３月结对帮扶临夏州８县（市）；福州市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结对帮扶定西７县（区）；青岛市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结对帮扶陇南市９县（区）。

脱贫攻坚特载｜ ９５

东部市县区

合计

甘肃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携手奔小康行动结对帮扶名单
甘肃省
国扶工作重点县
小计

３９个

５８个

Ｐｐ

滨海新区

ｃ

甘肃

津南区

乙

年鉴

（１６个）

天水市清水县

＊甘南州玛曲县

３

＊甘南州舟曲县

△白银市靖远县

河西区

宁河区
蓟州区
小计
市南区
市北区

李沧区
崂山区
城阳区

黄岛区
即墨市

胶州市
菜西市

小计

思明区

同安区
翔安区

火炬高新区

集美区
湖里区
海沧区

小计

（７个）

△兰州市永登县

和平区

武清区

福州市

天水市武山县

△兰州市皋兰县

静海区

厦门市
（７个）

△白银市景泰县

天水市甘谷县

北辰区

（９个）

天水市麦积区

＊甘南州临潭县

红桥区

青岛市

△平凉市灵台县

子

河东区

（９个）

天水市秦安县

东丽区

南开区

青岛市

－－ ＿

天水市张家川县

（由保税区负责）

河北区

宝坻区

天津市

鼓楼区
福清市
长乐市
晋安区
仓山区
台江区
连江县
小计

ｗ
ｏ
ｅ
？

白银市会宁县
＊甘南州卓尼县

－－

一一
一．一
一

．２

ｅ；

夕
３４

、？、

：

９

，丶’：
：

一

各

一

①

２

一

平凉市庄浪县

△平凉市崆峒区

甘南州夏河县
庆阳市环县
庆阳市宁县

△庆阳市庆城县
＊甘南州迭部县

庆阳市合水县
庆阳市华池县
庆阳市镇原县

△庆阳市正宁县

平凉市静宁县

△平凉市泾川县

兰州市榆中具

＊武成咸市天祝县
武威市古浪县

陇南市宕昌县

陇南市西和县

陇南市康县
陇南市礼县

陇南市武都区

陇南市文县

，

陇南市两当县

临夏州临夏具

临夏洲康乐具
临夏州永靖县
临夏州广河县
临夏州和政县

临夏州东乡县
临夏州积石山县

，

定西市岷县
定西市通渭县

定西市漳县

定西市渭源县
定西市临洮县
定西市安定区
定西市陇西县

注∶标＂＂的为已帮扶的甘肃省９个涉藏市县，标＂△＂的为天津新增结对帮扶的９个国家片区县。

９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５个

＊甘南州合作市

ｃ
ＣＮ
ｃ

西青区

２０２１

４３个

国家片区县

＊甘南州碌曲县

－一

陇南市成县

，“
陇南市徽县

，

临夏市

，

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甘肃省贫困县名单

序号

！

类别

中火单位

定点扶贫县

中央组织部

舟曲县

中央台办

引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广河县
镇原县

人“

全国妇联

西和县

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
？

６

中央国家机关

（１２家）

１６

ｏ
２０

２１

国家能源局
国家乡村振兴局
北京科技大学

高校

（５家）

２４

西南交通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社团

（４家）

金融机构（４家）

２５

２６

？
２８

礼县
积石山县

临洮县

武山县
通渭县

清水县
滑源县
秦安县

庄浪县

宏昌县
武都区

中国作协

临潭县

中国记协

文县
榆中县

中国进出口银行

岷县

交通银行

天祝县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会宁县、静宁县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水县、宁 县
东乡县
张家川县
夏河县、合作市

两当县

卓尼县、康乐县、康 县

３３

予
３６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临夏县
陇两县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安定区

·。

中央企业（１１家）

２０２１

和政县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

２９
３０
３１

甘肃
年鉴

永请县

中国文联

全国台联

２２

２３

中国地震局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７

人岭

国家医保局
中国银保监会

１０
１１
１２

检
１４
１５

中央统战部

漳县

。
面门拿Ｔ

古浪县
环 县、华池县
麦积区、甘谷县

注；３６个中央帮扶单位（原有３３个单位，２０１９年７月增加国家医保局．２０１９年９月增加西南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帮扶４３个贫困县，其中

深度贫困县３０个（迭部县、碌曲县、玛曲县、靖远县、临夏市５个深度贫困县未纳入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脱贫攻坚特载｜ ９７

１１９？５００？？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救助兜底保障

挂钩联动机制，连续１４个月向城乡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等

困难群众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５．７４亿元，确保困难群众

【保障对象】加强保障对象的精准认定，通过信息核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对、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将１４０．８万（其中一类１２．８１万

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资金投入】优先保障民生资金投入，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人、二类６６．９９万人、三类４７．７７万人、四类１３．１９万人）

连续４年每年列支资金超过２３亿元，共列支困难群众救助

农村人口识别为低保对象，将９．０６万识别为农村特困供养

补助预算１０３．２亿元。积极向民政部、财政部争取支持，

人员。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有兜底保障对象（农村一、二

中央下达甘肃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逐年增加。２０１７—

类低保对象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８８．９万人，实现了应保

２０２０年，连同省级配套资金，筹集下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尽保、应兜尽兜的目标要求。

资金４３５．４亿元（２０１７年９６．６亿元、２０１８年１０２．２亿元、

【保障标准】２０２０年，农村低保标准和农村特困供养

２０１９年１１４．１亿元、２０２０年１２２．５亿元），年均增幅达到

标准均超过４０００元脱贫验收标准，分别比２０１６年增长

８．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共筹集困难群众救助资金６０７．８９亿

５５．１？５９．１？？逐年提高城乡低保指导标准、补助水平和

特困供养省级补助标准，全省农村低保标准由２０１７年的

元，其中２０１８年筹集１０２．２２亿元，比２０１１年的５６．６４亿元
增加４５．５８亿元，增幅达８０．５？？

３５００元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４２８元，年均增幅为８．２？？农村

【动态监测预警】建立困难群众动态管理监测预警机

特困人员供养标准由单一的基本生活标准拓展为＂基本生
活＋照料护理＂，补助金额从２０１５年的每人每年４１１４元提

制，研发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对存在返贫风险的已脱贫人

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２００元、８４００元、９６００元，增幅超过

在全面监测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存在返贫风险的已

７５？？确保兜底保障对象持续实现收入上的＂政策性脱

脱贫人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的基础上，将患有慢

贫＂。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先后两次提高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性病和重大疾病的困难群众、登记失业人员、登记发证残

并实现城乡统一，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孤

疾人全部纳入到监测范围，通过部门间的信息数据共享比
对，适时发出监测预警信息，指导基层入户核查，为符合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集中供养生活费达到每人每月１３６０
元、散居生活费标准达到每人每月１０００元。２０１７年起，

口、存在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等困难群众实行监测预警。

条件的家庭或人员及时提供相应救助。全省纳入监测预警

全面落实困难老年人生活补贴，为困难家庭６０岁以上失

范围对象由７大类２５０．５５万人扩大到１０大类、４１３．７万

能、失智老年人和８０岁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补贴１００元，

人，占全省城乡人口的１３．４？？通过部门间的信息数据共

为其接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或者入住机构养老给予资助。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累计开展临时救助４６８万人次，支出资金

享对比，适时发出监测预警，共发出红色预警信息３．５万
条、橙色预警信息２．３万条，通过逐一入户核查，２．４万名

５７．９亿元。其中，２０２０年１—７月救助人次和支出资金，分

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获救助。

别比２０１６年全年增加４９．２万人次和９．８亿元，增幅达到

。

脱 贫攻 坚 英 模事迹

在全省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出以张小娟为代表的众

司总包项目部施工部副经理胡仁禄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曾

多先进典型。他们扎根基层，致力于脱贫攻坚，牺牲在脱

在甘肃西和县作为知青插队，熟悉农村生活；在公司一直

贫攻坚的战场上；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奉

从事基建管理工作，有丰富的经验。２０１８年１月开始，即

献，书写了不平凡的扶贫事迹，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一
个个先进事迹，书写了一位位共产党人的不凡一生，彰显
了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的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胡仁禄（１９６１—２０１８）中共党员，生前系中核兰铀公

司总包项目部施工部副经理，甘肃省临洮县窑店镇驻村扶

将５７岁的胡仁禄毫不犹豫地转战脱贫攻坚一线。

胡仁禄说∶＂扶贫就要真干。＂他从进入滩汪村的第一
天开始，他将自己全身心融入滩汪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

滩汪村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滩汪村的贫困户。胡
仁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与贫困群众一起站在一线、干

贫干部，担任滩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队长。

在一线、生活在一线。自驻村帮扶以来，胡仁禄腿疼严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提出中央企业和省直属单位选派帮扶队队

重，帮扶队的同事劝他休息，可他却坚持要去走访农户，

长兼第一书记的人选应为处级干部。中核兰铀公司认为公

＂我是帮扶队长兼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就应该走在最前

９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面。＂滩汪村位于海拔近２５００米的一道道黄土岭上，各家
各户星星点点散落在一块块梯田之间。有的农户距离村委
会数千米之遥，胡仁禄走访时要不停地上山下坡，绕过几

道梁，回来时常常已过饭点。即使下雪下雨，他也会去。
他常说∶＂我们开展扶贫工作，一定要亲自走到、看到、
听到、说到，掌握摸透第一手情况，才能针对性开展帮
扶，帮他们真脱贫。＂他不仅记下３７户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也摸清滩汪村的发展短板，还学会很多农村工作方法。

月４日任环县司法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职务４年。在张
渊勤恳敬业的工作生涯中，把长达３２年时间奉献在农业农

村工作上，其中在＂农口＂工作达２４年，是环县农业技术
领域的行家里手，把半生心血献给环县＂三农＂工作，在
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凡的成绩，为农村能源建设和农业发
展付出心血和汗水。
张渊始终牢记环县父老乡亲对他的培养之恩，他坚持
走群众路线，时时刻刻处处尊崇党章、佩戴党徽，用党员

经过调研，胡仁禄发现，有些村民思想观念相对落后

标准严格衡量和规范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践行为

保守。＂扶贫首先要扶＇志＇＂。滩汪村要彻底实现脱贫，

民服务宗旨。在工作上，他恪尽职守、竭诚奉献、辛勤工

就要从思想意识入手，要解放思想。＂一条腿走路，风险
很大，如果同时搞养殖，就可以实现多条腿走路。＂一个

作，出色地完成党组织赋予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任务。

产业扶贫项目逐渐在胡仁禄脑海里形成∶搞养殖合作社，
调整村产业结构，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利用荒山养鸡、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
授予张渊＂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的方式来激励。养殖１００只鸡或１０头羊，补助４０００元。经

余建平（１９６３—２０１９）生前为两当县林业局干部。
２０１９年６月，被选派到兴化乡柳树村扶贫工作队。初到柳

过细致艰苦的努力，合作社选定带头人并成立。合作社动

树村第一天，他便开始走访２２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和３４户

工开始建鸡舍，胡仁禄发挥自己的基建专长，一天不落地

常住一般户。有时群众不在家，他便跑到果园、圈舍、农

跑到工地上当起免费的工程质量监督员；基础质量不合

地里，与群众聊天，和他们一同干活劳作，及时全面掌握

养牛、养羊，见效快。如果农户积极性不够，就以奖代补

门实

格，他叫停；灰浆比例不达标，他制止；围栏建设不到

他们的收入来源、身体状况、家庭成员、致贫原因等基本

位，他让返工。紧接着他又投入到购买鸡苗、培训技术的

状况，为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奠定基础。发展经济林，结

工作当中。村里的道路开建，他还是不放心，路基平不
平、路面宽不宽、厚度够不够、边沟好不好，每天两次的

出＂致富果＂。

检查成为他的必修课。最终，２０１８年全村３７户贫困户中

里授课，为种植户讲解核桃种植知识，推广新品种，＂送

有１５户自己养殖生态鸡，４０户贫困户参与代养。

技术进农户＂。在村内举办林果业培训班，传授果树冬季

胡仁禄说∶＂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漏掉。＂在他担任滩
汪村帮扶队长兼第一书记的２００多个日夜里，他时刻惦记

综合管护技术知识、推介农药安全使用新方法、核桃树嫁

他邀请核桃种植的科技人员和＂第一书记＂一起到村

接，并邀请专家、技术能手现场指导果农进行核桃树嫁接

贫困村民，帮群众排忧解难。５个社的１１千米通社道路资

后管理。帮助驻村干部制定《柳树村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产业发

金不够，他向公司争取缺口资金４万元；农户的洋芋卖不

展规划》。争取项目，在村内修建卫生厕所一座，实施农

上好价钱，他积极协调中核兰铀公司同意以高于市场的价

网改造项目，为５６户群众安装净水器；关爱困难群体，在

格包销。经过努力和多方协调下，２０１８年滩汪村的贫困发
生率下降至０．９６？？实现整村脱贫。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晚，

重要节日为五保户、特困户送慰问品，帮助打扫卫生，邀

胡仁禄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胡仁禄＂全省

协助筹建柳树村兴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及村互助资金协

会，通过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模式，利用＂三变＂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改革机会大胆尝试，盘活村内闲置资源（通过合作社带动

请村医生为他们上门免费体检活动。

６户贫困户和６户一般户，种植玫瑰１８６亩）；通过与乡县
张 渊（１９６２—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环县司法局
党组成员、纪检组长。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日，张渊在车道镇监

协调，为５户烤烟种植户争取种植面积１０７亩；通过帮扶
单位县林业局提供花椒苗，发展花椒栽植２３０余亩；管护

督检查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落实情况过程中，突发急性心肌

核桃树２万余株，提供核桃、花椒管护物质，切实解决产

梗死，因抢救无效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０时３０分不幸去世，

业发展单一的问题。２０１９年，柳树村群众迎来一个丰收

享年５７岁，于２０２０年１月被县委确认为因公牺牲。

张渊１９８３年８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在环县农业技术推

年，以前＂只投入、无收益＂的局面得到扭转。
发放花椒苗２０００株，嫁接核桃树２００余株；发放核

广中心工作１２年；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先后在西川

桃、花椒管护资料１２０余份，讲解核桃、花椒修剪及管护

乡、罗山川乡任副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共８年；２００３

知识；发放石硫合剂６００袋；提供核桃树管护物资（硫磺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环县农牧局副局长、环县农村能
源建设办公室主任等职务１２年；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

粉、盐、生石灰、农药）；为提高柳树村核桃品质，增加
群众收入，发放核桃树专用肥２００余袋；为美化村内环

脱贫攻坚特载｜ ９９

境，提供鲜花种子３０余斤；为五保户维修房屋，赠送过冬
衣物、购买棉门帘，给五保户发放过冬取暖的块煤３吨；
帮助群众销售土鸡、鸡蛋、猪肉等；维修田间道路；给群
众提供核桃市场价格信息；帮助群众复印身份证、户口本

溢血在村委会去世。
在担任松树村村干部的１２年里，陈龙经常走村入户，
掌握村情民意，收集第一手资料，对本村基本情况、种植

等；从县城给群众购买药品等，开展送温暖活动。全村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部实现。

养殖产业、道路状况、群众脱贫愿望和脱贫攻坚等有独特
的认识。以严谨的工作作风、务实的工作态度，团结带领
松树村＂＂两委＂成员动真情、真扶贫、扶真贫，真抓实

自抽调到驻村工作队以来，他时刻牢记自己的初心和

干、埋头苦干，研究确定适合本村实际的脱贫攻坚计划，

年鉴 常感身体不适，但他一直坚持在工作一线，直到国家、
２０２１ 省、市对全县精准扶贫工作评估验收结束后才去医院检查
身体，罕见的疾病给他的人生画上句号。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

精准聚焦贫困户致贫原因和制约本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

，

甘肃

使命，每天默默奉献着自己的辛勤汗水。在驻村工作期间

盾，制定出台＂松树村脱贫攻坚挂牌作战计划＂，确定松
树村脱贫攻坚工作的目标和重难点。
以前松树村的路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支部

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余建平

活动室建设差，几间危房，摇摇欲坠，无法发挥阵地作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用；村里致富路子差，虽然有种植和养殖的习惯，可小农
思想严重，意识不够开放，缺少为群众致富的引路人。在

赵兴军（１９６３—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为联通平凉分
公司工会副主席，２０１８年８月任泾川县党原镇赵家村第一
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２０１５年，他主动请缨，到基

陈龙的协调反馈下，松树村自２０１４年以来累计投入８６０万

层开展精准扶贫帮扶工作，在党原镇高寨村担任村上的第

４１千米，全村通硬化道路率１００？？自来水入户率１００？？
电网改造率１００？？

一书记。２０１７年８月，他被调整到党原镇赵家村担任第一

书记兼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元，实施门台巷道硬化、渠道衬砌、危房改造、太阳能路

灯安装、自来水管网改造、棚户区改造等项目，硬化道路

从担任村文书第一天起，陈龙就迅速进入角色，严格

担任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长后，他经常深入贫困

要求自己，把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户家中走访，３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８个村民小组２８８
户。走访多少贫困群众、进行过多少次调研，赵兴军的同

作为座右铭，抓村集体经济、抓疫情防控他是＂排头
兵＂，作为一名年近６０的老文书，记忆力方面肯定不如年

事已记不清，只留下好几本记满各式各样问题的笔记本。

轻村干部，但在平常的工作中，他的细心、认真和出色的

在他的笔记本里，详细记录了走访过程中发现的贫困户家

工作表现，不禁让一大部分年轻村干部都自愧不如。在疫

庭情况、致贫原因等各种问题，以及梳理出来的工作重点

情防控工作中，他总是坚持在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带动广
大干部群众组成一道道＂生命防线＂；对走访入户他是

和解决办法。
赵兴军担任第一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村里解决办

公设备和为村上接通光纤拉网。赵兴军利用行业优势，积

＂活地图＂，哪个家里有残疾人、有适龄学生、有困难老人
都十分清楚，在心里有一本厚厚的民情账。

极向单位汇报给赵家村接通互联网，解决信息进不来、出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增强带动群众致富能力，巩

不去难题；并积极争取基站建设项目，实现全镇及帮扶村

固脱贫成果。成立后坪村博达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网络全覆盖，同时给赵家村贫困户赠送话费卡２００多张。

黄芪５０亩，吸纳贫困户２０５户，带动贫困户就业４０余人；

他还为赵家村村委会购买３台电脑、１台打印机和铁皮文

在合作社种植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大力动员社员种植

件柜，改善赵家村村委会的办公条件。

黄芪２００余亩，并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到村进行黄芪种植指

在党原镇走访了解，干部群众普遍反映赵兴军为人诚

导，预测２５０余亩黄芪可创收５０万元，让村民的腰包鼓起

恳，很随和，也很热心，真正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设身

处地为群众着想。＂我们扶贫干部虽然很普通，但只要把群众

来，切实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
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陈龙＂全省脱贫攻坚

身边的小事做好了，让群众满意了，就能得到群众认可。＂这

先进个人＂称号。

是赵兴军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赵兴军把群众的小事当成

王 军（１９６４—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曾担任甘肃省

自己的大事，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党员对群众的承
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

广电网络公司平凉分公司工会副主席，２０１８年６月任泾川

定，授予赵兴军＂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县高平镇下梁村第一书记、帮扶工作队队长。

陈 龙（１９６３—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系临夏县北塬
镇松树村文书。２００８年１月被任命为松树村文书，１２年来
一直担任村干部。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上班期间，因突发脑
１０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王军驻村帮扶以来，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扎实
工作，牢记职责使命，一心一意抓扶贫，时刻战斗在扶贫

攻坚第一线，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扶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

一到村后王军便与镇政府干部、村＂两委＂干部、驻

舍小为大挑重担，目标未达誓不休。担任驻村帮扶队

村工作队员组成工作组，采取＂走亲戚＂的方式对全村

长时，王建军已年过５０，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三口又分隔

２２８户进行全覆盖入户走访，对于精准识别出的１２８户贫
困户则采取＂常走亲戚＂的走访方式。每到一户王军都会
用接地气的语言主动与群众聊家常，倾听群众的心声，了

三地，儿子在兰州，妻子在渭源，而他常年在村上。但作
为一名政协委员，也作为一名出生农村的干部，他对农村
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他义无反顾地接

解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困难等情况。下梁村主导产业是蔬

下扶贫重任，去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２０１８年，

Ｎ门拿育

菜，为能够更好地和群众交流，王军主动在网上购买蔬菜

县上调整驻村帮扶队长时，他原本可以调回单位上班，但

种植的相关书籍，通过学习，也懂得一些粗浅的管理知识，
经常坐在地头与群众交流，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当养老保险

他舍不得离开，想继续投身脱贫事业。

甘肃
年鉴

所交金额提高，很多村民对此颇有微词。针对这种情况，王
军反复做村民的思想工作，使村民们茅塞顿开，积极主动交
款。全国疫情防控最为关键的时期。王军每天和村组干部一

王建军提出＂积极推广当归熟地育苗技术，提高全县
当归种苗自给率＂的意见建议，获得镇党委政府及县中医

当归熟地育苗户２０多人前往岷归种苗主产区之一的漳县金

起轮流值班，坚守疫情防控监测点，做好来往人员登记、车
辆消毒工作。为保障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所需，减少

钟镇观摩学习当归育苗技术，并邀请省农科院博士和县上

不必要的外出活动，王军提出设置下梁村爱心代购车，让村
里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为村民购买生活用品，村上出车费。村

民每天早上９点前通过微信群把自己想要购买的物品告知司

支持１．３万元，推广当归熟地育苗面积６０多亩；２０１９年获
得县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财政扶持资金１０万元。
五年来，王建军先后组织参加县、乡、村中药材标准

机，司机接单后就到镇上购买，之后按原价送到村民手中，

化生产技术培训班２００多期，帮助众多农民学到中药材标

慢慢的村民都习惯足不出户的生活，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降

准化生产技术。１０多次较为准确地预测中药材价格行情走

低疫情防控成本，同时也提升防控成效。

势，帮助药农获得较好的收益。五年来，他的足迹走遍所驻

王军在扎实开展驻村工作的同时，与派出单位联系沟

通，由省广电网络公司协调举办蔬菜劳作技能培训班１
次，培训３５人。在春节来临之际，王军联络协调派出单位

有关农业专家进行技术培训。２０１８年争取到县药材办资金

村社及周边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特别是近两年来，他踏
遍官路村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遍访全村１１８户建档立

卡户。

慰问贫困群众３２户，为群众送去温暖。＂脱贫攻坚就要为

王建军把驻村帮扶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

群众做实事，才不会让脱贫成为一句空口号＂他是这样

作所为一一梳理记录，汇集成１００多篇约１６万字的纪实日

说，也是这样做的。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王军能够按照村
上的安排部署，及时参与项目建设，协调处理项目建设过

志——《帮扶进行时》，多篇在《甘肃经济日报》《定西日
报》《中国甘肃网》等省市主流媒体发表。然而不幸的

程中的矛盾纠纷问题。通过努力下梁村先后完成道路硬化

是，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的晚上，当王建军和驻村帮扶的干

３．７千米，硬化巷道６１００平方米，砂化道路１０．３千米，安

部在村上探讨第二天的脱贫攻坚工作时，突感身体不适、

装太阳能路灯４２盏，实施改厕２９户；在建设蔬菜产业园

陷入昏迷。之后在县医院和兰大二院全力救治下，却未能

区的时候，王军能够和贫困户对接，落实主体，协调修建

醒来，就这样离开他曾热爱的扶贫事业，也告别一起奋斗

地块，先后修建日光温室４座，钢架大棚７７座，鼓励群众

过的战友。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购买安格斯红牛１８头，有效提高群众收入。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６日凌晨５时左右，王军因摔倒诱发脑梗

政府决定，授予王建军＂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死抢救无效，离开这个他为之奋斗过、热爱过的平凡世

郑建学（１９６６—２０１８）生前系邮储银行平凉市分行职
工，静宁县甘沟镇大柳村原驻村帮扶队员。２０１８年７月，
在担任邮储银行平凉市分行计划财务部出纳期间，被选派

界，年龄永远定格在５６岁。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
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王军＂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称号。

２０２１

药产业发展中心人力和资金的大力支持。组织村社干部和

担任静宁县甘沟镇大柳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帮扶工作队长，

后因病去世。

王建军（１９６５—２０２０）生前系渭源县路园镇陆家湾村

郑建学在工作中，勤勤恳恳，从不叫苦叫累。每次要

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兼队长。２０１５年９月，王建军开始驻
村帮扶工作，一干就是近５年。２０１８年２月，他又毫不犹

入库的重要空白凭证一箱有三四十公斤重，他一直都是一
个人扛到库里，然后分类放好，根本不让其他女同志动

豫地接受组织安排，被选派到渭源县祁家庙镇官路村开展

手。库里的点钞机有时候发生故障，要经销商来修理会花

驻村帮扶工作。驻村以来，他一心扑在扶贫村，带领全村

费一些时间，郑建学就自己琢磨着修理。后来，点钞机的

广大干部通公路、改危房、修水渠、建新村，以实际行动

故障排除，还有换纸带等工作全部是郑建学一个人做。

诠释着一名驻村帮扶队员最真、最诚、最美的扶贫情结。

２０１８年７月，他去静宁县扶贫的时候，把金库的所有需要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０１

交代的工作都做好，连每一个捆钞机的纸带都换好，交代

的家门，１１月７日上午７时５０分，因医治无效，他平静地

给接班人员才走。可是，他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离开挚爱他的亲人，终没能抚摸一下日夜牵挂的孙子稚嫩
的脸颊。儿子结婚，妻子打来电话，催他操办，他总是一

郑建学与家人长期分居在卓尼、西安、平凉三地。他

的妻子在甘南卓尼林场工作，孩子在西安打工，他一个人
坚守在平凉的工作岗位上，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６年来

推再推，他解释说；＂我正在忙工作，家里的事靠你了，

没有休过一次假。当有人提醒他休年假，去看看孩子、妻

你办事我放心。＂此事对他也留下终身的遗憾。
杨正江自２０１５年到银川乡张家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

子，但是郑建学都以休假没有事情，孩子和妻子工作都

主动承担最边远、最艰苦的帮扶工作。邀请县住建、教

年鉴 难，都是自己承担。在静宁县甘沟镇大柳村驻村一个月的

育、医保等部门业务人员，经常结伴出行，严格开展水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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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不能去干扰，工作离不开人为由拒绝。对于家庭困

２０２１ 时间里，他走家入户，把村上的情况每天记到日记上。对

监测、房屋鉴定、家庭签约医生手册比对，认真开展各项
认证、认定、标识工作。新庄村是全县花椒主产村之一，

每一个精准扶贫户的情况分类分析，提出帮扶办法。郑建
学虽然驻村时间较短，但是他把严谨、认真的好作风带到

８月份正是花椒采收的关键时期，村里群众经常早出晚

扶贫村，用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共产

夜间进行入户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住在群众和朋友家

党人的坚定信念，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２０１８

里是杨正江的工作生活常态。

归，为入户开展工作带来很多不便。面对这种困难，他们

年８月１７日，郑建学在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上，因突发疾病

他的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用自己质朴的一生抒写

以身殉职。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工作担当。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政府决定，授予郑建学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杨正江＂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杨正江（１９６６—２０１９）生前系积石山县卫生健康局干

部，担任积石山县银川乡新庄村精准扶贫驻村工作队队

袁树新（１９６６—２０２０）生前系兰州石化客运公司设备

员。２０１９年８月１日，由积石山县卫健局选派到银川乡新

管理科高管，多次主动申请参加扶贫工作。２０１９年甘肃省

庄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因超负荷工作诱发心脏病，经医

委省政府发文要求增加驻村帮扶力量，终于如愿被组织选

治无效于１１月７日上午７时５０分因公殉职，５３岁的生命永

派加入兰州石化公司驻村帮扶工作队，由庄浪县组织部派

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驻郑河乡庙川村。庙川村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１０户，自

在开展入户帮扶工作时，杨正江用自己的私家车先送

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是深度贫困村。袁树新驻村

同事到工作点，再折返到自己的帮扶社开展工作，到傍晚

期间紧紧围绕精准扶贫要求，狠抓扶贫政策措施落实。突

时又一个个地接回村委会，他用一种润物无声的热情鼓舞

发的新冠疫情，更让袁树新焦急万分，春节刚过就返回帮

和帮助着大家。初到银川乡张家村驻村时，村上缺乏电脑

扶岗位。为使庙川村尽快改变面貌，他加班加点，克服诸

操作人员，他叫来自己的儿子操作电脑，录入群众信息。

多困难，抗击疫情。巩固帮扶成果的关键时刻，袁树新病

当杨正江得知村里的残疾人还没有办理残疾证，他特地跟
县残联联系并约好，在周末时用自己的车接送残疾人检查

倒在岗位上。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５日，他因急性心梗，心源性休

办理残疾证，帮助落实残疾补助。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上午１１时许，正在核对预脱贫户收

抢救，他却永远离开他心爱的岗位。

入监测信息的杨正江，突然感到后腰部绞痛不适，病倒在
工作岗位上。这时他全然不知，几个月来紧张而焦虑的工

的意见和要求，热心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他迅速了解
掌握村情，吃透百姓的贫困现状，他每天记好工作日志，

作，血压高达２００多毫米汞柱，心脏已经亮起红灯，发出
生命告急的信号。
＂没事，我只是岔了一下气而已，缓一会就好了。你

尽快进入角色，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之中，协助第一书记
制定帮扶村年度脱贫计划和帮扶措施。驻村期间，主动照
顾患病同志，自费为五保户老人购买生活物品，耐心细致

们帮我把王孝丽的残疾人补助问一下。＂这是他对村健康

地对老人开展思想工作，使老人丢掉思想包袱，顺利乔迁

专干吴国平说的一句＂硬气＂的话。疼痛加剧，脸色越发

新居。他经常深入贫困户家中，为他们排忧解难，带去

不好，这时同事们迅速把他搀扶到车上，立即奔赴附近诊
所，经测量血压和Ｂ超检查，大夫嘱咐血压太高，转到县

方便。

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他的情况依然不见好转，立即转

＂老本行＂。在植树造林的山坡上，总能看到他的身影、利

往临夏州医院，通过ＣＴ、核磁检查，发现心脏主动脉夹层

用自己的优势，指导村民栽好树，并讲解植树造林是关乎

严重问题，迅速与省城医院联系并用１２０救护车送病人直

子孙后代的大事，马虎不得。他每天早起半个小时，自愿

赴兰州。然而，杨正江生前双脚终未能踏进妻儿老小期盼

为行道树抹芽，区域涉及全乡的中北片。有针对性地做好

１０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克，低钾血症急诊入兰州陆军总院心内科ＩＣＵ，虽经手术

袁树新善于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倾听群众

袁树新自驻村以来，不仅扶贫工作干得好，他也不忘

脱贫攻坚工作，他进村挨家挨户，入户调查，短短几个月

民政府决定，授予刘正虎＂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时间，几乎走遍全村的贫困户，对于特殊困难户更是多次

进行走访，认真细致的调研摸底，掌握第一手资料。经过
反复的入户走访摸排，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一户一
策＂制定帮扶措施。

李 可（１９６８—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系兰州市安宁
区环卫局干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４日，李可响应组织号召，加

入安宁区帮扶陇南市礼县的大军，投身于脱贫攻坚第一

在疫情控制时，袁树新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认清疫情
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的现实。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白天

线，奔赴礼县中坝镇新寨村驻村帮扶，任帮扶工作队第一

宣传、消毒、入户排查隐患，晚上总结当天工作，安排第

李可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在全村实现网格化管

二天任务，没有休一天假。每一家的情况在其心里都有一

理，提高村务工作效率和水平。在全村投放垃圾箱２０个，

本账，始终做到慎终如始，坚持严防、巩固联防、做实细

建成２１处垃圾池，并鼓励村民保持庭院干净整洁，不乱倒

防。咬紧牙关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毫不放松带领村

乱丢垃圾，营造全村良好的卫生环境。组织动员有劳动能

民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打赢防疫保卫战。始

力的贫困户和边缘户全覆盖发展＂五小产业＂，全村发展

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初心，持之以恒担当作为，日

畜牧养殖户５户、中药材１００亩、蚕豆５００亩、花椒３００亩

夜奋战守护庄园。

等，建成垂钓园和养鱼池各１座，有效促进农户增收。组

袁树新驻村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却对精准扶贫有着深
刻的认识，自申请驻村以来，他将驻村帮扶作为自己的首

织工作队的同志，积极协调安宁区环卫局、商务局、城发

集团及礼县有关部门，筹措不锈钢垃圾桶、办公桌椅、台

要任务，他真是急村民之所急，想村民之所想，将所有的

式电脑、无线音箱设备、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价值５万

精力时间都用在真帮实扶上。其间，他只探过一次亲，第

元的物资，用于村内发展和改善办公条件。带领工作队走

二次感觉身体不适才回家休息看病，却永远地离开心爱的

访村内全部贫困户，逐户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身体状况

岗位。袁树新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全部播洒在庙川这块他

深爱的土地上。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

及孩子学习教育等情况。对困难家庭多次带领工作队看望
慰问，并送去米、面、食用油等慰问品；热心帮助困难大

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袁树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学生，联系为新入学的大学生资助１万元助学金，为奖励

称号。
刘正虎（１９６７—２０１８）中共党员，生前系临夏市供销

书记兼队长。

效桑梓。在艰苦的驻村日子里，还关心同在礼县驻村帮扶
的同志，隔壁村的一位队员突然病倒，李可第一时间驾车

年１月２８日早晨，在乘车前往王闵家村开展工作途中，由
刘正虎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围绕脱贫标准，因户施

贫，当年脱贫１８９户、７６３人。因工作实绩突出，２０１９年

策，积极主动地帮助两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有针对性地制
定有效的帮扶措施。多次自费去银行帮助８５岁的老人挂失

度被评为优秀第一书记。２０２０年，为最大限度消除新冠肺

及补办一折通、去农村信用社打印明细表、去卫生院做体

后，又组织人员宣传就业务工补助政策，积极引导动员村

检、办慢病卡，秋收后帮助帮扶户收玉米。因病致贫的贫

民尽快外出务工，累计输转４３０余人，最大限度地减少疫
情对群众收入的影响。

他帮扶责任人入不入户，刘正虎总是自费购买生活用品，

炎疫情影响，李可筹措物资应对疫情，在疫情基本稳定

２０２０年５月，在为剩余的１４户、３４人脱贫工作奔波

时，李可的身体状况变得很不理想，本来就有糖尿病的身

主动地到贫困户家拉家常，了解情况，听呼声，想对策，

体更加虚弱，时常剧烈咳嗽，在一起帮扶的同志多次劝导

针对贫困户的实际情况，从落实＂惠农政策＂入手，刘正

下，才离开新寨村，回兰州检查身体，被诊断为肝部肿瘤

虎与贫困户共同制定帮扶计划，明确措施，贫困户存在的

及糖尿病并发症。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李可乐观面

突出问题及时向村＂两委＂和帮扶工作队进行汇报。１１

月，经过刘正虎跑腿协调，为贫困户帮助办理慢病卡，减

对，始终牵挂着新寨村的情况，担心还留在礼县一起帮扶
的同志，每周打电话询问村子脱贫进展，提醒同事照顾好

少看病支出，贫困户生活状况得到改善。

身体。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因罹患重病去世，时年５２岁。

刘正虎是党员和干部职工在新时期精准扶贫工作中的

杰出代表，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四讲四有＂标准，用生命

展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不愧是脱贫攻
坚工作的楷模。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

２０２１

本、书包等学习用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早日学成报

把生病的同志送往县城看病。
经过２３１天驻村的艰辛付出，２０１９年新寨村顺利脱

困户２０１７年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为及时摸清准确掌握
该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刘正虎每次下村时，不管单位的其

甘肃
年鉴

村里的５名高考录取生，向每人捐赠现金１０００元及笔记

社办公室主任，南龙镇王闵家村精准扶贫帮扶干部。２０１８

于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去世。

Ｎ门拿育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
授予李可＂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柴生芳（１９６９—２０１４）生前在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工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０３

，

作， ２００６年４月，主动请缨到条件更为艰苦、＂苦瘠甲天

是整个开发区的龙头。为确保甘肃招金贵金属冶炼有限公

下＂的定西工作。先后担任陇西县副县长，安定区委常

司成功在临洮县落地实施，柴生芳多次召开现场办公会

委、副区长，临洮县委常委、副县长，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担任

议，研究解决企业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土地、用水、用电等

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

各类问题，使该企业于２０１４年８月全面投产、次年产值达

自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９日担任代县长开始，他就对扶贫工作
特别关注。担任县长后，他便本着＂精准扶贫＂而去。从
扶贫、农业、畜牧、水务、交通、住建、教育、文化、卫

甘肃 生等９个部门抽调３０多名工作人员，奔赴全县１８个乡镇、
年鉴 ３２３个行政村调研。经过一个多月的扎实调研，《临洮县深
２０２１ 人推进＂１２３６＂扶贫攻坚行动方案》最终出炉，这是临洮

６．６亿元，占全县工业企业年产值的半壁江山。指导编写
《马家窑遗址保护工作规划》，获得国家批复立项；谋划占
地２８平方千米的沿洮文化产业带，引进落户重点项目１７
个，完成投资１０．７亿元，马家窑文化产业园、卧龙湾洮砚

水镇等多个投资过亿元的文化旅游项目启动建设；实施哥
舒翰纪功碑修复、文庙修葺工程和战国秦长城遗址保护项

历史上编制项目最细、篇幅最大的扶贫规划之一。为临洮
县实施＂精准扶贫＂制定战略规划。

目，辛店文化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
功举办马家窑文化国际高端论坛，首次开展马家窑遗址科

＂２０１４年，我要跑遍全县３２３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

学性考古发掘，省编办批复甘肃临洮马家窑文化研究院，

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这是在２０１４年扶贫攻坚大

一个文化产业聚集区正在洮水之畔拔地而起。

会上柴生芳刚担任县长时候的郑重承诺。＂出门招商、回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５日凌晨，柴生芳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

家下乡＂，在临洮工作的三年里，他几乎跑遍全县３００多个
行政村，行车４万多千米，写下近３０本工作日记，共计

累过度，诱发心源性猝死，在其办公室不幸去世，年仅４５

１７０余万字。

中央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

岁。柴生芳先后被中共临洮县委、定西市委、甘肃省委、

从基础设施、富民产业、公共服务、美丽乡村、素质

模＂荣誉称号，被人社部评为＂人民满意公务员＂。 ２０２１

提升、农民收入６个方面制定建设目标，为全县３２３个行

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政村全部确定主导产业，共有６大类２８种。他先后６次赴

柴生芳＂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京汇报衔接，终于将临洮县列为＂六盘山片区交通扶贫攻

米，相当于临洮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修建道路的总

吴生祥（１９６９—２０１８）中共党员。２０１１年４月开始担
任文县中庙镇后坝村村委会主任。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吴

和。到２０１５年底，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由１５４８千米增加

生祥跟往常一样＂私车公用＂，驾驶着自己的白色越野

到２９１７千米，在全市率先实现所有行政村通硬化（油化）

车，前往后坝村较为偏远的土地庙社去查看道路建设情

路目标。

况，途中因雨天路滑，连人带车不慎坠入１００多米的崖

坚示范试点县＂，投资９．１亿元修建各类农村公路１１１９．９千

安全饮水方面，争取实施西南部农村饮水工程，当年

下，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４９岁。

全县自来水入户率达到７０？？住房安全方面，积极争取到

吴生祥争取项目资金补齐项目建设短板，改善村内基

总投资２１．２亿元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和总投资３．０６亿元的

础条件。其间，硬化村内道路５．９千米，群众出行问题得
到保障；寻找水源，架设管道，全面解决群众安全饮水问

南屏镇灾后重建项目，让５万多人在３年内基本实现所有

群众住上砖瓦房的目标。他时刻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头，

多方融资，启动实施总供热面积达３００万平方米、惠及城
区３万多住户的城市集中供热项目，这是临洮历史上单体
工程投资最大的城建项目。

题；硬化农户院落８９户，拆除危旧房危旧房屋８户４６间，
落实危房改造７２户，进一步保障群众住房安全；实施下河
口社、青岩社两个移民点防护排水沟２００米，防护坎１１００
立方米，道路护坎１６００立方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修建

元，临洮县被评为＂全省金融扶贫试点县＂。全县累计争

６５平方米老年疗养中心一座，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在他的带领下，后坝村＂一月一小变、一年一大变＂，以
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一一实现，群众日常生活变得

取扶贫专项资金５２４６万元，实施各类扶贫项目６０个，临

便利，生活幸福指数节节升高。截至２０１８年，全村６１户

洮县被省上确定为精准扶贫示范县，为２０１９年临洮县顺利

贫困户１９９人实现脱贫致富，彻底摘掉＂穷帽子＂。

在资金支持方面，与甘肃银行签订高达１５亿元的金融

扶贫战略合作协议，当年发放各类支农小额贷款２．１８亿

退出贫困县序列，２０２０年１８７个贫困村全部退出、１１．２９万

在吴生祥带领下，后坝村共发展新品种龙井４３号茶园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奠定坚实基础。为临洮县共争取下达各

３５０亩，实施核桃高接换优１００亩。邀请技术人员到村实

类项目６２个，争取到省级以上专项资金６．９３亿元。争取到

地开展茶园管护培训３次，加强产业配套设施建设，完善

国务院扶贫办＂第六期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临洮县被确

茶园灌溉设施。针对新建茶园和投产茶园以及茶叶品种的

定为项目实施县，项目规划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

不同，动员群众分类别做好茶园的管护，并严格按照相关

２００９年，临洮县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中铺工业园区
１０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标准进行施肥、灌溉、除草、松土，同时协助农户做好茶

叶的采摘、加工、收购及宣传，确保茶农有个好收成。对

并向生态环境局驻村工作队和乡镇领导反映，争取最大限

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扶贫对象，因户施策，以提供信
息、技术、服务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助贫困户发

度地享受优惠政策，解决实际困难。在石小军的帮扶下，

展产业。
针对家庭困难群众，累计纳入农村一、二类低保１４户
３１人，三、四类低保户２３户５２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３６
人１８５００元，最大限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对家庭条

为帮扶户协调办理慢病卡节约医药费开支，落实危房改造
加固、免费体检、公益性岗位申报等优惠政策。帮扶户的

家庭经济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逐渐改善。
石小军看到大地坪村和红岘子村的学生冬天早上上学
早，晚上放学晚，学生走夜路不安全，积极向驻村工作队

件已经改善的低保户实行渐退机制。动员全村群众参加新

反映，也多次向原单位反映，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学生上下

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面落实家庭

学走夜路不安全的问题。他多次反映、筹措资金１０万元支

医生签约服务，针对患有重大疾病人员的家庭，主动联系
业务人员，帮助办理大病医疗救助资料的收集、整理、上
报等工作，其间共落实１０人医疗救助资金共１３４１００余

持大地坪村路灯安装和两个村乡村干部能力提升学习和贫

元。宣传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全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无一
辍学。持续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和困难残疾人的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石小军＂全省

社会福利服务工作，协助镇业务人员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惠
农惠民资金。推进农村环境卫生管理常态化，落实１２个公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益性岗位人员分区划段包干，动员干部群众定期开展环境

程 琪（１９７０—２０１８）女，中共党员，生前系武威市

卫生大整治活动，清理房前屋后堆放的杂物，摘除乱悬乱

残疾人联合会综合科科长。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凉

挂的横幅，禁止乱贴乱画，积极倡导群众在自家庭院种植

州区金塔镇金塔村驻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

花卉，美化环境，村容村貌有很大的提升。

队员。２０１８年１月７日，程琪连续加班，在金塔村参加完

女，平时工作忙，无法照顾好家庭，都是妻子和儿女在帮
忙打理。他本可以家庭美满，生活幸福，本可以是父母的好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困群众劳务技能培训项目；争取到２０１８年中央农村环境整

治项目资金１２０万元，永靖县政府统筹整合用于大地坪村
和红岘子村环境整治、美化亮化工程。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吴生祥家中有年迈患重病的双亲，有一双懂事的儿

Ｔ１拿

帮扶相关工作后，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于１月
８日凌晨在家中不幸去世，年仅４８岁。

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女的好父亲，但是他把一切都无私

２０１５年７月５日，程琪到凉州区金塔镇四个贫困村之
一的金塔村担任村第一书记。２０１３年底，金塔村有建档立

奉献脱贫攻坚事业。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

卡１９３户６２１人，贫困发生率达２９？？在金塔村的三年时

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吴生祥＂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间，村里每一个乡间小道、农家院落，都留下程琪奔走忙

称号。

碌的身影。她心里始终装着群众，时时想着群众，事事为
着群众，始终站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勤勤恳恳为群众服

石小军（１９６９—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临夏州生态

务，尤其对一些＂五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儿

环境局环境工程评价中心干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７日，在单位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赴永靖县三条岘乡大地坪村开展结对帮

童家庭等特困群众和困难群体，她更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
着想，利用闲暇时间入户走访，嘘寒问暖，为他们排忧解

扶和嘘寒问暖工作完成后，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

难。为解决重度肢体残疾人出行难的问题，她积极向派出

病故。

单位领导汇报，为村里群众捐赠轮椅２５辆。

石小军深入永靖县小岭乡的小岭、土门、沟滩村入户
帮扶，与贫困群众面对面、心交心，摸清底数，找准致贫

程琪经常与村＂两委＂班子共同谋划发展之策。金塔
村五组通向公路的一条路，是一条土路，遇到下雨天就会

原因，精准制定帮扶计划及措施。向帮扶群众发放民情连

泥泞不堪，群众进出非常不便。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

心卡，宣传各项政策措施，提高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的认

动到乡镇、交通部门争取衔接，硬是将这０．８千米的土

识；经常人户调查，通过询问墒情、农时、农资等情况，
详细填写贫困户农户台账资料，鼓励引导农户积极开展种

路，增加到当年已下达的计划当中完成修缮。金塔村农电
线路始建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二十多年未进行改造更

植结构调整，为增加帮扶户收入，多次给群众耐心细致的

新，全村电力仅能满足普通的照明用电。随着农村生产生

做思想工作，给他们讲解种植经济作物比粮食作物的收入

活的改善和各种电气设备的增加，已逐渐不能满足照明需

高的好处，鼓励群众种植百合或金银花。精准脱贫攻坚战

求，更谈不上农村动力用电，严重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

开始后，除按照＂一户一策＂精准脱贫计划每月至少一次

市区精准扶贫工作方案出台后，她及时与市、区电力部门

的入户帮扶要求外，曾多次利用双休日主动入户帮扶，宣

联系，争取落实金塔村１１个村民小组的农电线路改造工

传扶贫优惠政策，与贫困群众面对面详谈，及时了解每户
每人的＂３＋１＂方面实际情况，询问帮扶户存在的困难，

作。金塔村村大人口多，却没有像样的文化活动场所，防
洪堤坝因使用多年急需维修，按照精准扶贫对基础设施的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０５

要求，她及时协调帮扶单位解决资金５万元、水泥７０吨，

线上线下＂两张皮＂的现象，创新工作方法，每月打印扶

维修防洪堤坝１０００米，将原金塔小学操场改建为健身及文

贫系统中的贫困户信息，人户核对线上线下是否一致，在

化活动场所，向文体广电部门争取联系价值３万元的体育

健身器材１套。

增进干群关系的同时，提高业务能力，并大大地降低错误
数据的数量。做好贫困村退出、贫困户脱贫验收工作。提

，

她为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提供务工信息，联系务工岗
位。与镇村干部商定，将薄皮核桃作为金塔村的特色产

前研究脱贫验收方案，并根据村上实际，制定切实可行工
作方案，仔细核算农户收入，在入户核查两不愁三保障实

甘肃

业，引导贫困户种植。至２０１８年初，全村薄皮核桃种植面

现情况的同时，对该户的人均纯收入再次核实，确保一致

年鉴 专业人员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定购种植养殖技术指导手册
积已达到２１６０亩。主动联系林业部门进行技术指导，邀请

２０２１

后，才满意地离开。各级督查检查中，无一户错退漏评，
群众对扶贫工作整体满意率高。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

１５００本，做强做大核桃种植产业，真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乔学刚＂全省脱贫攻

长年累月的持续奋战和超负荷的精细化工作，已经使

坚先进个人＂称号。

得程琪的身体免疫力急速下降，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即使

身患疾病，她仍然坚守岗位、起早贪黑、风雨无阻，没有

马呈祥（１９７０—２０１９）东乡族，生前系东乡县法院东

丝毫懈怠。她的公文包里除厚厚的一堆扶贫工作资料，还

塬法庭副庭长，关卜乡胭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先后担任

有各种药品。２０１８年１月上旬，她像往常一样，在走访贫

县法院那勒寺法庭书记员、汪集法庭科员级审判员、汪集

困户，逐户对接商量年度产业发展帮扶计划中，因过度劳
累，终于挺不住倒下了，献出年仅４８岁的宝贵生命。２０２１

法庭审判员、副庭长以及东塬法庭副庭长、副主任科员。

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家山村担任工作队队员。２０１７年９月，担任关卜乡墁坪村

程琪＂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驻村工作队长。因其工作积极主动，２０１９年６月被组织调

自２０１４年起，马呈祥开始从事扶贫工作，在柳树乡仲

整到关卜乡胭脂村任驻村工作队长。马呈祥勤劳朴实，为
乔学刚（１９７０—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渭源县会川

镇干乍村村委会主任。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组织群众到上湾

人谦和，工作任劳任怨，深受法院同事、乡党委政府领导
们的赞扬以及胭脂村群众的好评。

镇参加年脱贫攻坚农村劳动力中药材高效栽培及初加工培
训时突发疾病，经上湾镇卫生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开始，马呈祥身体出现不适症状，但因脱贫攻坚工作任务

后抢救无效死亡。

繁重，仍坚守岗位，没有及时检查治疗。至２０２０年２月，

乔学刚担任会川镇干乍村村主任期间，深入农家院

落、田间地头，全村４７５户农户都留下他丈量脱贫致富的
身影。和驻村帮扶队一起对全村１８８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逐

马呈祥长期在村加班加点开展工作。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因劳累过度，病情加重，经医院检查，马呈祥患肺癌晚
期。院党组立即调整其工作岗位，安排其抓紧时间住院治
疗。然而，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３日凌晨，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户逐人制定帮扶计划和脱贫措施。利用入户走访、群众大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３日凌晨，长年奔走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县

会等形式，多渠道宣传党的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与村

法院干警马呈祥，因长期在脱贫攻坚一线加班加点，劳累

＂两委＂精心培育富民产业，巩固提升马铃薯、中药材等
种植业和牛、羊等养殖业，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协助村

成疾，患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留下悲痛欲绝的８０多

＂两委＂探索创办２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全村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实现全覆盖带动，户均年增收５００元以上。通

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马呈

岁的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尚未就业成家的儿子。２０２１年５

祥＂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过合理设置公益性岗位，有效发挥村级集体经济分配使用

效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的幸

杨立群（１９７１—２０１９）生前供职于甘肃省通信产业工

福感、获得感大幅提升。

程监理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玛

他坚持扶＂智＂和扶＂志＂相结合，协助村＂两委＂
创建村道德讲习积美超市，通过给群众讲思想、讲政策、

曲县参加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验收时因工作劳累

讲法律、讲技术、讲文化，鼓励群众积孝、积善、积信、

设和网络扶贫事业。

加之高原反应不幸离世，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通信建

积勤、积俭、积美，用良好的表现换取积分，用积分兑换

２０１６年，杨立群以专家身份全程参与甘肃省第一、

物品，提升村民的道德素质。通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村

二、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验收工作。验收任务分配

里的基础设施大为改善，村容村貌发生巨大变化，群众的

时，他主动到条件差、路途远、数量多的地区去。电信普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建立切实可行的《脱贫攻坚年度工作计划》，做好动
态管理工作，做好数据质量管理工作。针对部分扶贫信息

遍服务试点项目验收地点往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

１０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条件较差的地方，项目验收开始后，在第一、二、三批验
收任务分配时，杨立群主动提出到条件差、路途远、数量

多的地区去。＂高质量验收、决不能掉链子＂，为认真完成

许多人是在追悼会上第一次见到杨立群还在上学的儿

交办的任务，他冲锋在前、亲力亲为，带领团队学习新颁

子，听闻他的妻子２０１８年摔伤骨折生活一度受限，目睹他

布的《通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反复斟酌修改
验收方案，形成完善的验收方案。
长途跋涉和高强度的验收工作不能保证正点吃饭、按

年逾古稀的老母亲蹒跚的步履，所有这些连同父亲去世的

时休息，还需要加班加点整理资料。但基于让广大老百姓
尽快脱贫致富的信念，杨立群以实际行动给年轻员工做出

后事料理，他都把这些全部留给自己，没有向单位提出任

何要求。工作期间，杨立群竭力平衡着对家庭的责任和对
企业的担当，在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可靠的同时，还要尽力
照顾好妻子父母，这是他始终笃定的人生信念。而身边的

榜样。２０１８年７月，在陇南市宕昌县阿坞乡验收途中，乌

同事总能被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精气神所感染。杨立群

云密布，暴雨倾盆，山体多处塌方，道路路基沉降，他带

于２０２０年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成绩

领验收人员顶风冒雨，在泥泞中艰难完成全部验收任务，

突出个人通报表扬。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中共
中央、国务院授予杨立群＂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没有影响验收进度。他带领的验收专家团队，在被列为全

Ｉ门拿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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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国脱贫攻坚＂三区三州＂重点区域的甘南、临夏等地的电

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验收工作中勇挑重担，完成各项

任务。

陈生智（１９７２—２０１９）生前系靖远县就业培训中心主
任。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下午７时，在靖远县北湾镇富坪村检

为尽快让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惠及老百姓，他带领
验收专家团队肩负网络扶贫攻坚使命担当，勇挑重担、甘

查精准扶贫劳动力技能提升培训工作时，因突发心脏病，

于奉献，提前实现光纤网络覆盖。验收过程中，严格认

陈生智担任培训中心主任以来，为提高培训质量，提

真，一丝不苟，现场抽检材料，复测杆路，逐条记录检测

升培训效果，他合理设置培训专业和课程，根据培训人员

数据。

经抢救无效，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的实际需要和市场实际需求，因人施策，合理办班，通过

他走遍省内平凉、白银、武威、张掖、酒泉等１２个市

技能培训提升，帮助农村劳动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通过

州、１５７个行政村，累计验收站点５６６个。三年的足迹所

培训实现更高层次就业。无论是组织两后生培训、农村劳

至，崎岖坎坷、绵延漫长，这条路连接四季变换、穿越戈

动力技能培训、精准扶贫致富带头人培训，还是举办创业

壁高原、越过山岭河流、深入田间村头，而且这并不是他

培训班，他都经常深入培训学校或者培训基地，检查指导

三年来的全部工作。

工作，督促培训机构认真落实教学大纲，务实培训实效。

他参与并为之牺牲的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为甘肃省

近年来，全县的劳动力技能培训、创业培训成效显著，自

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的网络基础，累计支持甘肃全省

２０１２年６月以来，共举办各类培训班百余次，培训专业涉

１１２３０个行政村实现光纤宽带网络覆盖，支持在边远农村
地区建设４Ｇ基站１２６９个，使全省行政村光纤宽带和４Ｇ网

及家政服务、保安、电焊、筑砌、种植养殖等多个工种，

络覆盖率均达到９９？？上。

业或更高水平的就业。

累计培训近万人，通过实实在在的培训，有千余人实现就

工程金奖＂，但接到来玛曲县验收任务后，他毅然决然退

２０１７年９月，陈生智被选派到平堡镇金园村担任驻村
工作队队长。在这期间，他吃住在村上，经常深入精准扶
贫户家中，开展调查摸底、走访了解，嘘寒问暖，宣传党

掉去参加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年度表彰大

的十九大精神及精准扶贫强农惠农富民政策，建立完善驻

会的火车票，奔赴项目一线。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１日，在甘肃

村工作队管理制度，制定帮扶计划清单和金园村脱贫帮扶

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参加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

攻坚规划，紧紧围绕改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群众生

目验收时，因连续作战加之高原反应，意外发生，杨立群

活开展工作，全面推进村集体建设发展，通过积极争取扶

突然晕厥急送医院抢救，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及甘南州政

持资金５６３．１９万元，解决人民群众亟待解决的道路硬化、

府、玛曲县政府、中国通服甘肃公司积极协调资源全力救

渠道衬砌、路灯亮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让全村群众切

治，虽经全力抢救，时年４８岁的杨立群仍不幸离世。

实感受到村容村貌的新变化。正是他这种为民之心感动了

２０１７年，杨立群牵头负责的＂中国电信西宁一格尔木
—吐鲁番干线光缆线路工程＂被评为＂全国优质通信信息

作为万千奋战在通信行业脱贫攻坚战线上的普通一

困难群众，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间。２０１９年是靖远县

员，在网络扶贫攻坚中尽己所能、勇挑重担、甘于奉献，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劳动

热爱本职工作，坚定使命担当，直至奋战到生命最后一

力培训工作，陈生智按照局里的统一安排部署在北湾镇富

刻。他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值得学习和铭记。杨立群获

坪、新坪两个深度贫困村举办筑砌工培训班。开班以来，

得２０１１年度中国通服甘肃公司＂技术能手＂，２０１３年度中国

他定期不定期深入贫困村技能培训基地，了解培训实效，

通服甘肃监理公司＂项目管理先进个人＂称号，２０２０年工
业和信息化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等荣誉。

督促培训机构严把培训质量关，真正让精准扶贫户劳动力
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学到一技之长，通过务工增加工资性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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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实现实实在在的脱贫，同时，让老百姓在以后的生

记，觉得脸上无光，更是有些不甘心。＂整顿提升是当务

产生活中，充分发挥专业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陈

之急。镇党委选拔致富带头人担任党支部书记，调整长期

生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日下午４
时３０分，陈生智在检查指导北湾镇富坪村精准扶贫劳动力

在外＂两委＂成员，配齐配强班子，结合＂不忘初心、牢

技能培训工作时，因突发心脏病，献出他年仅４７岁的生
命。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
定，授予陈生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记使命＂主题教育，从规范党内组织生活入手，将班子成
员凝聚在一起，形成战斗力。
元山村群众居住分散，组织群众开展活动很难。他从
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主动融入群众。组织开展＂孝老爱

马忠勇（１９７２—２０２０）东乡族，生前系东乡县黄牟家

亲＂＂最美家庭＂＂卫生文明户＂评选工作，精心组织每月
１０日的民事直说＂说事会＂，渐渐的，参加会议的群众慢

村阿洼土社包社干部。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因病去世，享年

慢多起来，再到后来，大家只要没有特殊事情都愿意

４８岁。

参加。

２０１９年６月，根据县上扶贫工作＂三长制＂工作的总体

地处深山林区，农特产品卖不出。杨天慧组织人员对

要求，马忠勇担任黄牟家村阿洼土社包社干部。在单位抽调
包社干部时，由于基层条件艰苦，水务局机关干部大部分人

每家每户的蜂蜜、花椒、核桃、木耳、土鸡、鸡蛋等进行

对驻村包社工作极度抵触，都不愿意下基层当一名包社干

助群众增收。帮扶队为元山村确定＂近抓养蜂和养猪，远

部，这个时候，马忠勇自告奋勇，要求去基层当一名包社干

抓药材和旅游＂的产业发展思路。鼓励大家养殖生猪，支

部，这一举动出乎大家的意料，在单位引起不小的反响。

部领办合作社，流转土地发展中药材…

分类统计，通过网上代销和动员同事、亲朋好友购买，帮

２０１９年７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份的包社工作中，马忠勇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５日，杨天慧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

作责任性极强，经常性吃住在村，为做到入户情况＂一口

上，生命永远定格在４８岁。在整理遗物时，办公桌上的工

清＂，他每天把入户的情况记录在便条上，晚上又把这些

作日志记录着他所做的一切，还有他对未来的打算。其中

情况归类整理，给黄牟家村包社干部扶贫工作带个好头。

有这样一句话∶＂每天都在忙碌，又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同时，马忠勇精准掌握全社精准户脱贫、危房改造、两费

多。＂他还在半年述职评议会上表示∶＂今年脱贫收官，我
想要继续抓好元山的产业，转向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我有

收缴、辍学学生入学、劳务输出等情况。
马忠勇是一名难得的老干部，是一名负责任的好干

信心！＂６９４个日日夜夜，他走遍元山的每家每户、每一个

部、虽然在基层一线平凡的岗位上倒下了，但他这种不畏

山头。春耕播种、采购物资、种苞米、翻猪苓，都能看到

艰苦，勇于担当，勇往基层扶贫一线的精神，是每一位扶

他的身影。蜿蜒的山路上，讲政策、做动员，和泥沙、砌

贫干部学习的榜样。

墙面，穿梭于各家各户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马忠勇在前往黄牟家村途中腹部疼

经过努力元山村产业发展有起色，返乡创业的村民陆

痛。在村上开完会后，疼痛加剧送往甘肃省人民医院治疗，

续增加，闲置的土地得到盘活利用，中蜂和生猪养殖实现

入院诊断为感染性休克，次日１７∶００左右因病情加重，抢救
无效去世。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

常住户全覆盖，户户都有增收产业。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
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杨天慧＂全省脱

府决定，授予马忠勇＂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杨天慧（１９７２—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任职于甘肃省

赵 哲（１９７２—２０２１）中共党员，生前为临夏州库区

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白银矿产勘查院，两当县云屏镇元山
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杨天慧突发疾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生命永远定格在

绿化总站（临夏州刘家峡库区生态保护建设管理局）干

４８岁。

查出患膀胱癌，在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为不辜负组织重

部。２０１９年７月，抽调至东乡县参加脱贫攻坚工作，担任

东乡县那勒寺镇和和土村包社联户长。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被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杨天慧被选派担任两当县云屏镇元山

托，圆满完成自己所肩负的脱贫攻坚重任，他隐瞒病情，

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初到元山村就向村干

继续坚守工作岗位，一边带病工作，一边进行化疗。２０２０

部学，向驻村干部问，和群众拉家常，每天和队员交流学

年１２月２２日，病情复发，从州人民医院治疗紧急转院至

习扶贫政策，带着笔记本东家进西家出，听意见，记心

兰大一院进行住院治疗，２０２１年２月８日晚，病情进一步

声。工作之余，他通过云屏镇＂干部课堂＂和＂甘肃党

恶化，经抢救无效去世，享年４８岁。

建＂、＂学习强国＂平台了解三农政策，不断补充农村工作

赵哲来到和和土村之后，一头扎进脱贫攻坚工作之

知识，提高本领。２０１９年，元山村党支部由于服务能力弱
被确定为软弱涣散党组织。挂黄牌时，他说＂作为第一书

中，和同事们一道吃住都在村里，白天入户调查，与群众

１０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拉家常、找差距，晚上与同事们细心整理各类户籍资料，

寻找帮扶工作突破口，因地制宜研究制定精准扶贫方案，

法警察做起，直到监察室主任、法警队政委。无论在哪一

很快就摸清村情社情户情，理清工作思路。
在驻村开展帮扶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走遍和和土

个岗位，王艳虎都能做到坚持学习、认真工作，不辞劳

村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户农家，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３＋１＋１＂冲刺清零行动目标开展帮扶工作。积极协调

苦、任劳任怨，忠于职守、积极创新，认真履行工作职
责，受到广大干警和群众的认可与好评。２０１２年开始，多

相关部门为全社３４户群众接通自来水；多次深入贫困户家

次被通渭县人民法院评为先进个人。
２０１８年４月，王艳虎投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一线，

中，反复劝说８名外出辍学打工学生重返校园；因地制

担任通渭县马营镇瓦房村帮扶队长、第一书记一职。在全

宜，帮助帮扶村群众理清发展思路，为１６户群众申请圈舍
补助２４万元，为２２户群众申请牛羊达标补助款１３．２万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王艳虎牢记神圣职责使

命，帮扶期间，他坚持每天吃、住都在村上，自己起灶、

整低保类型，有效解决部分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后顾之

自己做饭，按时高效完成＂一户一策＂入户发放和相关工
作，走遍大多数贫困户家中，通过在田间地头、院子炕头

忧；他还积极动员１户贫困户＂挪穷窝、拔穷根＂，申报落

拉家常、聊困难、话发展，很快就了解了村里的基本

实危房改造项目，协调２户１０人进行插花安置，动员１１户

情况。

元，还帮助２户五保户申请到特困供养，为５户贫困户调

３５人易地搬迁

却很深，作为一个外地人，能够俯下身子和我们交流，耐
心听我们的意见建议，感觉很踏实、很实在，大家都觉得

生率下降至零。这份成绩的背后，是赵哲舍小家、为大家

他是个干事的人，然而他离开得太快了……＂一名他帮扶

的牺牲奉献，是自立自强的奋发之志，是不胜不还的坚定

过的村民如是回忆道。

攻坚敢死拼命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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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帮扶的时间不长，但是给我们贫困户留下的印象

在那勒寺镇和和土村干部及所有驻村干部的共同努力
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和和土村整村退出贫困序列，贫困发

执着，他用满腔热血诠释＂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脱贫

Ｉ门１拿Ｔ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０日凌晨，在赶往瓦房村帮扶点的途中，

早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赵哲身体状况便出现异常，妻子

因对方车辆违规，王艳虎不幸遭遇车祸，生命的时钟从此
永远定格在４５岁。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

多次劝他向单位领导请假住院治疗，但他说＂现在正是攻

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王艳虎＂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

坚拔寨的关键时候，我请假后许多问题无法及时有效衔

人＂称号。

接，会耽误帮扶村群众如期实现脱贫摘帽，看病的事等脱

贫攻坚结束后再说，我们干工作要有始有终＂。

赵 亮（１９７３—２０１９）生前为临夏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和赵哲一起帮扶的驻村干部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太

职工，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从部队退役后，先后在临夏州农机局

过劳累，他总是说＂我不累，我的病是小病，不碍事，过

下属的农机监理所、州扶贫办科技培训科工作。２０１６年８

些天再休息，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现在到临门一脚的关

月２日，服从组织安排，留下正在读小学的次子，赴临夏

键时刻，不能掉链子，通过考核验收最重要，我要看到群

县麻尼寺沟乡寺坡村担任工作队员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在

众全面脱贫的那一刻＂。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时，因病去世，４６岁的年轻生命永远

赵哲因长期高负荷工作，积劳成疾，到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定格在这一天……

底国家脱贫普查结束后，持续高烧不退，病情严重恶化，

为农机系统在临夏县的扶贫工作中赢得扶贫先进单位

癌细胞已转移，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经抢救无效不幸离
世，将生命永远定格在４８岁。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

的荣誉，后被调整到东乡县坪庄村三社村，任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第一书记。时年他的母亲突发疾病，他舍小

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赵哲＂全省脱贫攻坚

家、顾大家，放下自己的困难，全身心投入到三社村脱贫

先进个人＂称号。

攻坚帮扶工作当中，不管刮风下雨，不论春夏秋冬，把所
有的时间精力和工作热情献给帮扶村，献给贫困户。他也

王艳虎（１９７３—２０１８）中共党员，生前系通渭县法院

被州农机局评为２０１７年度优秀工作者和帮扶工作先进个

司法警察大队政委、三级警督。２０１８年由通渭县人民法院

人，特别是在２０１８年东乡县发生７·１８特大暴洪灾害时，

选派担任县法院驻马营镇瓦房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第一书

赵亮带领工作队队员和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一家一户连

记，同年４月２０日，王艳虎在赶赴帮扶村途中不幸遭遇突
发车祸，永远地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生命定格在４５岁。

夜走访调查各社群众受灾情况，转移危房中的群众，帮助

后经民政部门复核、上级法院认定王艳虎＂因公牺牲＂，

的危房，唯独没有装下自己年幼的孩子、行动不便的白发

是牺牲在扶贫路上的好干警。

母亲。截至２０１８年８月驻村结束，三年的驻村经历、一千

加固危房。他心里装的是村里的发展，装的是贫困户家中

王艳虎参加工作后，十分珍惜工作机会，扎根基层近

多个日日夜夜、一根根鬓角的白发、数百户脱贫的群众，

２０年，先后在好几个基层法庭工作，一步步从书记员、司

诉说着他驻村的苦和乐，也充分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０９

使命和高尚情怀。

。

走访，实地查看了解，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征求意见等，在

赵亮放弃节假日不休息，为脱贫攻坚工作付出艰苦的
努力，较高质量完成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从２０１９年

充分掌握全村农业生产实际的基础上，立足全村实际，充

４月份开始，他参与为期１个月全州脱贫攻坚＂３＋１＋１＂清

增加农民收入。

零大核查、为期１周脱贫攻坚档案资料规范管理工作检

他坚持解决贫困村民的实际问题，诚心诚意为贫困村
民谋福、尽心尽力做好扶贫工作。因工作量大，导致过度

查、为期２０天的贫困退出验收、为期１周贫困县州级摘帽
初审等等扶贫重点工作，白天进村入户，完善录入数据资

甘肃 料，每天睡觉时间仅有５￣６个小时，高强度、不停歇的超
年鉴 长工作，赵亮深深体会到扶贫工作的艰辛和劳累。
２０２１ 在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５日对东乡县考勒乡６个村全覆

分发挥玉米种植产业优势，鼓励农民种植玉米，蔬菜等，

劳累，张世明终因患肝癌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救治无效去

世。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

定，授予张世明＂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况，晚上加班加点，汇总各类数据资料，录入农户基本情

马 彪（１９７４—２０１７）东乡族，中共党员，生前系永
靖县川城镇党委副书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马彪一行４

况表，其间突然出现面部神经麻痹症状，口眼歪斜、说话

人前往川城镇下岭村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维稳等工作

不流利的症状，带队的石金龙副主任发现后劝其休息作检

时，因下雪路滑车辆失控驶出路外，马彪不幸因公牺牲，

查，但他不顾同事、家人劝说，以脱贫攻坚工作为重，边
吃药、边核查，坚持完成为期１０天的考勒乡核查任务。１１

年仅４３岁。

月２０日—２５日，赵亮不讲条件，带病毅然决然参加对积

劝阻，主动要求组织把自己调往贫困山区工作。２０１６年５

石山县３个乡３个村整村全覆盖集中核查，为期５天的核查

月，马彪如愿以偿从县宗教事务局调往永靖县川城镇担任

结束后，他又忘我工作，周末加班加点对核查数据进行审

镇党委副书记一职。川城镇位于永靖县西山区，地理位置

核汇总，与同志们一起全面完成核查的各项工作任务。

偏僻、自然条件严酷、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生活困难，是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９日上午上班途中，由于雪天路滑、身体虚弱

永靖县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乡镇之一。从工作环境较好的

摔倒致脚踝受伤，瘸着腿依然坚持到单位上班，嘴巴歪斜

县直单位到条件艰苦的乡镇，马彪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
倒，而是不忘初心，全身心投入到艰辛忙碌的工作中去特

盖核查中，赵亮白天进村入户，掌握核实农户的基本情

坚持用吸管饮水，脚腕肿胀如面包，依靠在单位的沙发上

休息，经过同事极力相劝，赵亮才答应在家休息、简单用

药缓解伤痛。

２０１６年，年逾不惑的他主动请缨，不顾家人和同事的

别是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事业。就在事故发生的前一天，
他还在为镇上实施的产业提升项目奔波在山东回永靖的路

赵亮走了，留下的是年老多病的父母和尚未成年的儿

上。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子，脱贫路上，他温暖一路，却愧对家人。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

务的神圣职责。老百姓无法忘记他，实干家是大家对他的

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赵亮＂全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评价。
在他的推动和努力下，下岭村建成暖棚６２座，引进良

张世明（１９７３—２０２０）东乡族，生前系东乡县招商局

种牛１１４头、良种羊５８０只，发放精准扶贫贷款２８３万元，
新建村委会、卫生室、老年人活动中心，实施２０１７年度产

干部，河滩镇屯地村包社干部。２０２０年３月９日因病离

业提升项目，引进良种牛２２４头，为下岭村巩固脱贫攻坚

世，，享年４７岁。
镇屯地村由东乡县招商局对接帮扶，选派张世明到屯地村

成果奠定良好基础。发生事故那天，下岭村的村民自发赶
赴事故现场，只为见他们敬爱的马书记最后一面。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川城镇准备迎接国家对省级党委

担任包社干部，进驻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面对屯地村

和政府扶贫开发成效考核各项工作，刚从山东引进良种牛

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始终坚持认真贯彻落实省、州、县扶
贫攻坚会议精神，不断强化工作作风，扎实开展驻村帮扶

出差回来的马彪，顾不上休息，让其妻准备几件换洗的衣

工作，狠抓各项帮联措施落实，在驻村帮扶工作中，扎实

等着呢，怎么好意思耽误时间。２９日上午，同事提出来一

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受到所驻村干部和群众

起吃碗牛肉面后再去入村，都没顾上去吃，他想尽快了解

的欢迎，也得到乡党委和派出单位的充分肯定。
走家串户搞调研，摸清底数打基础；张世明担任帮扶

一下发放到群众手中的良种牛情况怎样，并牵挂着一起矛

队员以来，始终心系帮联村村情民意、产业发展，走村串

就在下村途中，他的生命就定格在那一刻……２０２１年５月

户，了解调查村情民意。作为一名包社干部，严格按照县

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马彪

委、乡党委和局党支部的要求，常驻屯地村开展帮扶工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１９年５月，按照县委县政府和组织部的安排，河滩

作，与村干部、群众、党员代表座谈交流，进村入户调查
１１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服后就匆匆赶往镇政府，用他的话说就是千千万万百姓都

盾纠纷，矛盾双方群众的情绪稳定了没有。可谁会想到，

赵旭辉（１９７４—２０１７）中共党员，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任礼

村容村貌干净整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县雷王乡武装部长，历任肖良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２０１７

他听取群众意见，多方筹措，建成龙泉村文化广场；

年１２月４日因长期劳累，身体不适，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

他心系＂７·１８＂暴雨受灾群众，组织本村党员群众向新
庄乡将台村捐款５４００多元，捐赠衣服等物资２００余件。这

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４３岁。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上午，雷王乡全体干部职工周例会

些只是他身上的一些缩影，他经常说，群众在有困难的时

后，赵旭辉在入户途中，身体不适开始吐血，先后到乡卫

候找到我们这里，在群众的心里，我们是他们值得信赖的

生院、县医院进行初步诊断治疗后，病情没有好转，后转
往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立即进行抢救并输血，仍然

人，是他们的亲人，我们要努力维护共产党员的良好形
象，及时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

吐血不止，终因失血过多，医治无效，不幸于当晚十二时

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这样，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

去世。

在驻村期间，对２１人贫困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输转

性，全心全意想着群众，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引领

作用。

劳动力２６６人，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对南家村和苟集村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乔文仓在龙泉村部开展文明家庭

３９５名义务教育适龄儿童进行控辍保学，无一人辍学，符
合条件的学生落实＂两免一补＂和营养早餐计划。城乡居

申报、社保医保等信息的订对工作，因工作任务多，长时

间工作没有休息，下午２∶３０左右感觉腹痛、腹胀到医院治

民医疗保险覆盖率９０？？上，１２２６人的基本医疗缴费补贴

疗，第２天晚上病情加重，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２０２１年

全覆盖，落实５３人的医疗救助。对２３户４０人的低收入贫
困家庭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对２０名残疾人落实残疾人两项

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乔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文仓＂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补贴。时刻监测农户的饮水安全，保障两个村的５４５户农

的饮水安全。在雷王乡南家村、苟集村驻村期间，帮助两

杨进明（１９７５—２０１６）生前系临夏州科技局干部，驻

个村的８０户贫困户制定脱贫计划，实现２３户贫困户稳定

广河县庄窠集镇马浪村帮扶工作队队员。＂还有５社的几户

脱贫。摸底动员２７户Ｄ级危房户完成危房改造，使南家村
的贫困发生率由２０？？至１３？？苟集村的贫困发生率由

群众信息没有采集完，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明天能来，我

１９？？至１６．６？？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最后的一句话。

就自己去做，来不了麻烦你帮我采集完。＂这竟是杨进明

赵旭辉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岗位上下村

２０１６年，从７月１０日起，杨进明和同事开始大数据平

入户，在去世的当天还在做危房改造的动员拆除工作。他

台建档立卡户信息采集工作。那段时间，杨进明吃过早点

扎根基层，艰苦实干，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投入到乡镇基层
工作中，始终奔波在工作的第一线，即使在发病的时候，

后就出门入户采集群众信息，一直到晚饭过后才回来，吃

过晚饭后又整理录入至深夜。在连续工作１０天后，身体终

他仍坚持一线，心系群众，为脱贫攻坚敢死拼命、呕心沥

究没扛住高负荷工作的担子。７月２１日晚，在驻村工作站

血直到生命的最后。＂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把自己有限的

吃过晚饭，做好一天的工作总结后，杨进明突然出现中

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他是党员干部在基层工作中

风、意识紊乱的症状，倒在办公桌前。同事紧急将他送往

的标杆，更是一面鲜艳的旗帜，对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

州医院救治，被诊断为突发性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８

人民服务＂宗旨作最好诠释。他的突然离去给整个家庭蒙

月４日去世。４１岁正当壮年的杨进明倒在扶贫的路上。
３年时间里，杨进明给村里带来不少变化∶筹措２万

上厚重的阴影。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

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赵旭辉＂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称号。

元资金购买油菜地膜和覆膜机，帮助群众扩大地膜油菜种
植面积；筹措３万多元修建便民桥２座；筹措１．２５万元安
装路灯５０盏；把４千米的泥巴路变成硬化水泥路；帮助贫

乔文仓（１９７４—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为和政县城关
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龙泉村第一书记。
担任龙泉村第一书记以来，他始终树牢群众观点、践

困群众联系务工单位；帮贫困户改造危房；组织医疗专家

行着群众路线，通过亲自安排、亲自落实、亲自督查，开

亲们都记着。３年里，杨进明每年驻村时间超过２００多

展＂３＋１＋１＂冲刺清零，进行低保动态化管理精准认定，

天，马浪村３７２户群众的家里，他不知走了多少遍，每一

推进落实环境老大难问题整治、土炕改造、拆旧排危等工

户人家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有车时用车去，没车时骑摩

作，衔接相关部门完成城西项目后续工作及后山片自来水

托车，摩托车去不了的他就步行去。村里田间地头、沟沟

管网改造工作，同时对一些遗留问题想办法、找出路、定

壑壑，到处留下他的足迹。
参与制定完善《马浪村小康规划》，明确马浪村发展

对策，对出现的重点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亲力亲为、研究
解决，使龙泉村便民项目有效实施、惠民政策精准落实、

开展义诊，向群众发放药品·…
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些看似不大的事，乡

经济、培育特色产业的基本思路和帮扶工作措施。在州科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１

技局的支持下，在村里免费发放地膜，推广全膜双低油菜
种植技术。由于当时群众不了解全膜双低油菜种植，有些
不愿种，有些在观望。于是他又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去做动

员工作，但结果很不理想，全村当年种植仅５０亩。５０亩
＂示范田＂大获成功，每亩产量达到四五百斤。试种的成
功，使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第二年，全村种植全膜
双低油菜１５０亩。后达到１０００亩，全膜双低油菜也成该村

甘肃 的主导产业。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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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心脏疼痛、耳鸣出血等症状。因龙林镇脱贫攻坚任务
重、工作压力大，始终坚守在工作一线，没有入院认真做

过检查治疗。２０１７年８月初，心口绞痛的他，在家人和同
事的劝说下，计划利用公休假赴北京检查就医，但８月７

日，一场罕见的暴雨向龙林镇袭来，龙林镇灾情最重的万
家村短时间降雨量达到２１０毫米。他义无反顾地放弃已提
前预约的专家治疗机会，连夜返回礼县，用最快的速度投
入到抗洪抢险的第一线。他很快调集２０多台挖掘机、装载

杨进明在驻村期间，围绕培育壮大马浪村畜牧产业，

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发动全镇１０５名干部职工和群众全力

邀请畜牧专家开展畜牧知识科技培训，为畜牧养殖户讲解

以赴投入抢险救灾。经过连续一周夜以继日的鏖战，终于

暖棚修建、品种选择、饲食喂养、疫病防治、市场行情、
惠民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他还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特

修复被洪水冲毁的近百处水、电、路和人饮管道工程，使

长，深入田间地头，现场示范指导啤特果等特色经济林果
栽培、嫁接、管理等知识。三年来，共培训农民群众１２００

军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用手捂着隐隐作痛的胸部，声音微
弱地说∶＂如果因为自己的脱岗缺位而给群众的生命财产

多人（次）），发放实用技术资料４０００余份（册）。通过加强

造成损失，我的良心上就过不去。＂

灾区群众的生活很快恢复正常。浑身散发着泥腥味的秦彦

培训，增加贫困户农业收入。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秦彦军的病情突然加重，实在撑不

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杨进明＂全省脱贫攻坚

住的秦彦军不得不去天水市医院检查。途中，他还给镇长

先进个人＂称号。

王勤在电话里叮嘱∶＂一定要尽快安排好全镇１４０多户特困

户的安全越冬工作，让他们过上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佳

秦彦军（１９７５—２０１８）中共党员，生前系陇南市礼县

节。＂秦彦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心里惦记的还是贫困群

龙林镇党委书记。历任礼县马河乡副乡长，永兴乡党委副

众，生前的最后一个电话安排的还是扶贫工作，为脱贫攻

书记兼纪检书记，永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职务。２０１８

坚敢死拼命、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最后。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

年１月２５日，因长期劳累，在工作岗位突发心脏病，经抢
救无效去世，年仅４２岁。

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秦彦军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２０１６年４月，秦彦军任龙林镇党委书记，制定《龙林

镇三年脱贫计划》，提出培育壮大花椒种植主导产业、易

董吉恩（１９７５—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永靖县关山

地搬迁、劳务输转等３项重点任务。秦彦军争取项目，多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从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住院到５月１３日

方筹措资金，先后从陇南市武都区采购优质花椒苗９０万

１２时，年仅４４岁的董吉恩，在亲人们的声声呼唤中，永

株，在西汉水沿岸花椒适生区的６个村，整流域栽植花椒

远闭上双眼，将他年轻的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

８４１３亩。接着又带领村干部和种植大户到武都区马街、汉
林、郭河等乡镇和花椒种植示范合作社考察学习，并从
市、县请来专业技术人员，对种植户进行花椒种植技术培

２０１９年，永靖县的扶贫攻坚工作进入整县脱贫摘帽的
关键阶段。关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董吉恩，带领干部深
入一线，忘我工作，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过家。关山

训。同时在龙林、黑玉、潘坪、全杜等４个重点花椒种植

的每一条街头巷尾都有他忙碌的身影，每一块田间地头都

村建成５座花椒烘干房。２０１７年底，龙林镇脱贫３５０户

有他洒下的辛勤汗水…

１６４１人，脱贫工作在礼县所有乡镇中名列前茅。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他被选调到县农委，以后又先后到县

２０１７年他推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历时３个月在全

扶贫办、州扶贫办工作。２０１５年，又回到永靖县扶贫办工

杜、潘坪两个安置点征地２９０亩，安置困难群众６４０户

作。２００９年２月，被州委、州政府授予＂临夏州对口帮扶

２９９２人，是陇南市最大的易地搬迁点之一。让富余劳动力
外出创收，这也是秦彦军所倡导的增收思路。他邀请市县

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脱贫攻坚工作是全乡的首要＂政

工会、陇南师专、县劳务办和县职业技术学校的技术人

入户走访。白天，他走村入户，调研摸底∶晚上，他整理归

员，对全镇１０００多名青壮年劳力进行种植、养殖、家政、
电焊、厨师等多种业务技能培训。接着他又多次和省、市

类，制定脱贫方案。两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全乡的村村社
社，绝大多数贫困户的名字他都能叫的出。为落实贫困劳

帮扶单位进行协调输转培训人员，仅省人民医院就向潘阳

动力就业，他跑企业下车间，找亲戚托朋友，想方设法帮

村提供输转岗位６０多个。龙林镇已有２６３５人走出山沟，

助＂穷亲戚＂在家门口就业。通过努力，有５８名建档立卡

靠劳务输转走出一条勤劳致富之路。

贫困群众在抱龙山滑雪场实现就业。对一些年龄偏大、身

秦彦军患心脑血管疾病４年之久，平时就有胸闷气
１１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治任务＂，一到关山，他就马上投入到工作状态中，带队

体弱、文化程度低的帮扶对象，改变以往单一的＂输血＂

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开发社会治安协管、乡村道路

困人口动态管理工作专题培训班＂。培训会议结束后，她

维护、保洁保绿、森林防护等社会服务类扶贫就业专岗，

带着工作任务回到单位，专门召开扶贫站内部小范围的会
议，就培训后的下一步工作进行沟通交流。回家后，杨蓉
发出工作通知∶＂根据杨书记、旦镇长通知要求，１４４户的
帮扶干部明天早上到尼玛镇扶贫站，更新自己帮扶户的信

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使其自食其力，多渠道增加家庭
经济收入。共安置９４名贫困人员上岗就业。
他带领乡政府一班人，从最贫困的村、最困难的群
众、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全乡共脱贫８６４户３３４６人，贫困
发生率从２０１３年的５２？？降到２０１８的５．７？？百合留床面

息明白栏、政策告知单！另外一户一策没有更新的几个赶

Ｔ１拿

紧更新＂。１８∶４０分左右，她在单位的微信工作群里发出

积达到１．７万亩，年产值达４０００多万元。扶持组建＂党

生命里的最后一条信息∶＂要求９月１３号前完成，任务

甘肃

建＋＂合作社７家，世行扶持合作社１家，组建关山特色产

重，请大家抓紧时间＂。因突发疾病晕倒，２０∶００时左

业联合社，树立关山黄金百合品牌；全乡发展农家乐达到

右，杨蓉在送往医院后，经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不幸去

２３家，旅游从业人员近４００人。他下大力气解决好贫困家
庭学生的教育问题。董吉恩总是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

世，生命永远定格在４２岁……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
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杨蓉＂全省脱贫攻坚

所急，千方百计为百姓谋福祉。他工资不高，家里也比较

先进个人＂称号。

年鉴

２０２１

困难，但听到别的同志有什么困难，他有忙必帮，带头为
困难职工捐款。他舍小家顾大家，没有顾上自己的小家。

张喜儿（１９７８—２０２１）生前为陇南市武都区卫健局干

他去世的时候，正是儿子面临高考的关键时期。父亲走

部；２０１７年３月，被派往月照乡赵坝村驻村。２０１８年９月以

了，儿子顶着悲痛和压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工

后在三仓镇坪头村驻村。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凌晨在三仓镇坪

商大学。

头村帮扶点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五一期间，董吉恩一直在乡上组织开展＂两不愁三保

张喜儿第一时间响应，申请到卫健局所帮扶的月照乡

障＂突出问题清零脱贫攻坚，白天黑夜都忙碌在工作一
线。５月５日，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头疼得非常厉害，

赵坝村、三仓镇坪头村承担驻村帮扶工作。他不畏帮扶村

就到永靖县医院检查，诊断结果为脑溢血，病情非常严
重，在送往省医院的路上昏迷不醒，从此永远离开自己热

入户，与贫困人员促膝交谈，不断完善帮扶计划，发展特

爱的工作和扶贫事业。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

病患者等特困群体，切实解决好贫困人口产业培育、义务

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董吉恩＂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

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大特色

人＂称号。

产业的培育力度，结合帮扶户的实际，发展家庭养殖业，

的艰苦条件，不计付出，不求回报，坚持骑着摩托车进村
色产业，竭尽全力助其增收。紧盯贫困老人、残疾人、重

发展土鸡１３００只、养殖土猪８１０头，鼓励开展劳务输出

杨 蓉（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女，藏族，生前系迭部县水务

４３５人，劳务收入达８７０万元。发展特色产业。调运发放

水电局干部，２０１８年９月杨蓉被组织提拔任命为尼玛镇扶

适合本地栽种的优质辣椒苗３．９万株。发动群众自栽花椒

贫工作站副站长，具体负责全镇脱贫攻坚工作。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７日，她参加脱贫攻坚＂回头看＂全面核查业务培训回

１．３万株。

到家中，２０时左右，积劳成疾，突然晕倒，经抢救无效不

安全饮水方面，筹资８万元，新修５立方米蓄水池１
座、１０方蓄水池２座，维修蓄水池３座，更换、埋设塑料

幸去世。

水管２５６００米。排除隐患，有效保证群众的饮水安全。抓

杨蓉为完成上级脱贫攻坚工作的验收考核，很多时
候，晚上她不得不将８岁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回到单

好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把重点放在污水横流、河道内乱扔
垃圾、村内户内环境差的问题等方面，发动公益性岗位人

位加班加点。偶尔有时候她实在于心不忍，就带着女儿来
单位加班，让她在一边写作业，自己干到深夜才停下手中

员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疫情期间，按照区疫防办要求，张喜儿和同事们在村

的工作。好多时候，女儿等不及她休息，早已经趴在桌子
上睡着了。就这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她的辛勤付

口建起检疫点，仅保留一条道路通行，充分发挥党员先锋
作用，张喜儿不顾自己的高血压，和同事们首先在监测点

出下尼玛镇扶贫工作得到回报，２０１８年底，全镇建档立卡

值守，严格控制人员进出，对外来入村人员进行体温检

２０ 户６８人实现整体脱贫，全镇唯一的贫困村——秀玛村
顺利实现脱贫摘帽。２０１９年初，尼玛镇的脱贫攻坚工作经

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张喜儿和
同事们筹资６０００多元，采购医用口罩１４４５个。疫情控制

省州县的层层验收和省上第三方评估顺利通过。工作成绩

的情况下，合理安排外出务工就业。

的背后，无不倾注着她的心血和汗水。

武都区发生百年难遇的暴洪泥石流灾害，三仓镇属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玛曲县扶贫办在县委党校五楼举办

重灾区，张喜儿和同事们组织群众抗洪救灾，清理导水洞

＂玛曲县脱贫人口＇回头看＇建档立卡数据核查核准及贫

淤沙１２５立方米。筹资７０００多元租用挖掘机清理洞口塌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１３

。

方，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小阴湾８９０米的防汛河
堤顺利开工。与工作队一起特邀市、区医疗专家在三仓卫

个骑摩托车上下班的人。对包家村的每一个人、每一块土

生院开展义诊，诊疗高血压患者４９人，糖尿病患者３７

工？谁家的牛羊多少？谁家的老人身体怎样……·对于这

人，发放宣传手册６１份，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撑起＂健康保
护伞＂，逐一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之痛。

些，他了如指掌，熟知于心。同时，针对这些户情实际，
谁家应该享受什么政策？谁家的致贫原因在哪？谁家的脱
贫措施应该怎么制定……对于这些，他也心中有数，毫不

经过努力，三仓镇坪头村帮扶工作取得可喜的成就。
基本医疗有保障工作中，做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疗

甘肃 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全覆盖。开展危房动态监测，
年鉴 根除老人住危旧房屋的隐患，实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
２０２１

危房＂＂人人有安全住房＂的目标。在增强集体经济收入
中。有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渠道，２０２０年，全村集体经济

地都很熟悉，谁家的孩子在哪里上学？谁家的子女在哪打

含糊。他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出优异成绩，献

出年轻的宝贵生命。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

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倪华军＂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称号。

年收入力争达到２万元以上。经过综合测算，全村１８１户
７５５人均已达到退出验收的标准要求。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县民族宗教局干部，天祝县天堂镇雪龙村帮扶队员。２０１５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张喜儿＂全省

年１２月１８日，谢达拉加的生命定格在３１岁。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谢达拉加（１９８４—２０１５）藏族，生前系天祝藏族自治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天祝县民族宗教局派遣谢达拉加
等５名干部，到帮扶村天祝县天堂镇雪龙村开展贫困群众

倪华军（１９８０—２０２０）生前系东乡县东塬乡包家村脱

贫攻坚包村干部。２０２０年７月因病离世，享年４０岁。

户内情况调查。雪龙村距离镇政府有８千米，属于半农半
牧的居民村。群众在高山沟壑间，依山势建房而居，居住

担任脱贫攻坚包村干部，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岗

非常分散。谢达拉加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对雪龙村每一个
贫困户家庭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家庭收入、住房安全、

敬业、团结同事，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以＂不

适龄儿童入学、家庭成员务工、享受扶贫政策等情况开展

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摸清村情、发展产业，以履

调查核实。在雪龙村工作的几天时间里，为把贫困户的基

职为民的情怀、担当实干的精神，能够很好地完成各项任

本情况摸清摸透，为后续的帮扶工作打好基础，每到一

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敢死拼命，加班加点，身体不适

户，谢达拉加都耐心、细致地询问情况，查看资料，认真

时瞒着单位同事和家人坚持带病工作，尤其２０２０年脱贫攻

做好记录。为不耽搁群众务工、放牧，他与同事们总是起

坚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对身体造成严重影响，由于工作

早贪黑，穿梭在农家院落、羊圈牧场。谢达拉加曾对同事

需要也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治疗。

说∶＂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很开心，此次核查我们总算了

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倪华军长期奋斗在脱贫工作第一线，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倪华军在包家村与村社干部、驻村

解清楚了贫困村、贫困户的详细情况。＂核查工作顺利完

队员一道，忙碌一天的扶贫核查，养老保险征收＂清零＂

成，工作小组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９时３０分左右从天堂镇

工作。他顶着炎炎烈日逐户入户走访，动员农户参保，由
于高强度工作，过度劳累，下午两点钟左右感觉身体疲乏

返回县城，在途经炭山岭镇石界子路段时，因道路积雪结
冰车辆发生侧滑，随后驶出路外坠入沟底，谢达拉加不幸

不适，到村委会休息。为完成工作任务，五点半左右又投

遇难。

人工作，强忍身体不适，与村干部入户收缴农户养老保

谢达拉加是一名热爱群众的帮扶工作者。自脱贫攻坚

险。截至晚上九点左右，完成全村养老保险征收＂清零＂
工作，全天共收缴４０人养老保险金１．２万元，圆满完成工

工作开展以来，他带着对基层的热情和对群众的感情，一
次次到雪龙村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走访和帮扶，尤其是

作任务，回到家时天已漆黑，子夜时分，不幸离世，享年

多次到＂五保户＂、残疾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家庭访

四十岁，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扶贫路上。
包家村位于东乡县东塬乡中部，全村共有８个社、

问和了解情况，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力所能及地帮助
他们解决困难、疏导情绪、排解忧愁。

２３４户，１１７３人，耕地面积１３２６亩，境内山大沟深，干

同事们都说，谢达拉加的帮扶日志写得最认真，哪家

旱少雨，是全县１１５个重点贫困村之一。包家村经济落

有几口人、哪家有几亩地、哪家有病人有残疾人，不但写

后，由于沟壑纵横，道路崎岖，只有坑坑洼洼的土路，大

在他随身携带的日志上，也记在他的心中。谢达拉加去世

多数人家都住着土坯房，增收渠道有限，村民的日子过得

后，大家在他的办公桌里看到一份入党申请书。＂尽管我

紧巴巴的。经过倪华军等人的辛苦努力，通过多方筹措资
金，打通村社及户户水泥道路，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方

还不是一名党员，但我愿意以那些优秀党员为楷模、为榜

便，包家村的产业发展、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成效
明显。而他平常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摩托车，是全乡唯一一

还没来得及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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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在这份

对于谢达拉加的父母、妻子、孩子而言，时间无法倒

流。谢达拉加喜欢弹吉他，得知妻子怀孕时他曾憧憬，为

生情况，了解户主养殖的猪和新种的药材，帮他们对接务

未出生的孩子弹吉，最终却连孩子的模样都没看到就倒在
脱贫攻坚的路上。正是有像谢达拉加这样兢兢业业、默默

工等事宜，做到真帮实扶。

奉献的帮扶干部的努力，天祝县如期脱贫摘帽。２０２１年５
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谢达
拉加＂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攻坚先进个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晚，张小娟遇难后，中
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追授为＂全州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中共甘肃省委决定追授张小娟为＂甘肃省优秀

２０１８年，被评为舟曲县＂最美扶贫人＂＂甘肃省脱贫

共产党员＂称号；全国妇联作出决定，追授甘南州舟曲县
张小娟（１９８５—２０１９）女，藏族，生前系舟曲县扶贫

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张小娟＂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

办副主任。２００８年，张小娟成为舟曲县立节镇的一名驻村
干部。２０１０年，被选拔纳入甘肃省优秀８０后年轻干部后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追授张小娟＂全国

备库。２０１８年５月，舟曲县成立脱贫攻坚＂三大行动＂办
公室，张小娟被抽调担任副主任。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晚，结
束脱贫成果验收工作，张小娟乘车返回，途经陇南武都区
两水镇时，车辆坠河，张小娟不幸遇难，年仅３４岁。

张小娟工作十多年以来，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在

脱贫攻坚模范＂称号。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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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杂志》等媒体纷纷报道张小娟的事迹。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５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张小娟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因工作表现非常突出，２０２１年５月

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张小娟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惠农政策落实、富民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等方面做出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她扎实深入群众跟进扶贫政策落实，全

宗廷渊（１９８５—２０２１）中共党员，生前先后担任华池

力以赴做好建档立卡、精准帮扶、资金管理、项目落实、

县住建局驻县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党建综合办公室

政策宣传等多方面的工作，以踏实敬业的作风和专业工作
人员扎实的功底，有效助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在

主任，城壕镇余家砭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住建
局办公室主任，柔远镇刘沟村党建指导员兼驻村工作队队

扶贫办兢兢业业的多年历练，让她成为全县扶贫工作的移

员。２０１６年被推荐进入组织部后备干部序列，２０１８年再次

动数据库，成为各乡镇、各部门２４小时在线的业务联络人

被推荐列为一般干部提拔县管干部。２０１８年３月被评为

和工作指导员。

２０１７年度全市住建系统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６年

张小娟是全县最早在乡镇组织农民收支普查、最早撰

６月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１５年被评为县政府政务服

写乡镇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报告的副乡长，她能够在对群众

务中心年度服务明星；并被县住建局评为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度

收入来源，种植养殖及劳务输出特征、效益等进行分析

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度建设

后，准确指出问题和发展预期，负责地向领导和上级部门

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同时，参加工作１１年中，年终人事考

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这种调查分析方法至今仍运用

核９年被评为优秀，２年合格。

于全县贫困人口收入分析中。她走访大量的贫困户和普通

宗廷渊于２０１７年９月份至２０１８年４月，被选派担任城

群众，将基层群众最关心关切的问题和农村社会最真实的
状况反馈到各行业部门和上级领导层，积极衔接纳入《舟

壕镇余家砭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长，２０１９年８月被选
派担任柔远镇刘沟村党建指导员兼驻村工作队员，他在驻

曲县＂十三五＂扶贫开发规划》《舟曲县脱贫攻坚实施方

村帮扶期间，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利

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和扶贫资金项目库，最终落实为切

用下班、节假日时间深入帮扶村开展调研、走访、座谈，

实可行的各项帮扶政策，做到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
平时负责的工作涉及建档立卡、资金管理、督查考

全面了解村情户情，撰写《精准扶贫帮扶工作调研报
告》。主动承担帮扶计划制定，协助村两委编制＂三年帮

核、业务培训、扶贫系统、思想宣传、办公室管理等多项

扶计划＂＂产业扶贫三年规划＂，对余家砭村精准扶贫工作

工作。她创办＂舟曲扶贫＂微信公众号，策划发布＂舟曲

全面安排部署，对刘沟村驻村帮扶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身

脱贫攻坚工作系列报道＂＂脱贫攻坚突出人物报道＂＂扶贫

体力行。发挥单位资源优势，衔接项目实施，争取项目资

惠民政策连载＂等专题，紧盯重点工作积极传播正能量，

金３万元，改善帮扶村村庄环境，解决帮扶村群众出行难

提振干部群众的信心；负责编印《脱贫攻坚政策汇编》

的问题。同时积极向村两委出谋划策，规范村级党的建设

《脱贫攻坚知识问答》《脱贫攻坚档案资料管理规范》等资
料，不断加强对扶贫办年轻干部和乡镇扶贫工作站人员的

标准化建设，刘沟村党建工作受到上级部门的肯定，被镇

指导培训。

村队和村两委研究致富产业，带动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明

她积极对接落实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项目，促进整体
面貌的改善和花椒、中药材产业项目的落地实施；每次入

确主导产业，增强致富信心，提高家庭收入。新型冠状病

户都和自己的帮扶户倾心交谈，鼓励帮助，查看全家的卫

党委确定为全镇村级党建示范观摩交流点。并主动参与驻

毒疫情防控工作中，在其他两位队友因居家隔离，不能正
常工作的情况下，担负起驻村队抗击疫情的全部工作，主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１５

，

动请缨，从正月初十开始，积极参与刘沟村疫情防控宣

月中旬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兰大二院住院接受治疗，被查出

传、动员、走访、摸排以及监测点值班值守工作，坚持奋

疑似肺癌后，转院去西安第四军医大唐都医院诊断为肺

战在防疫一线，并承担监测点值班人员的接送工作。

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宗廷渊跑遍帮扶村的每家每

癌，接受入院治疗，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医治无效去世。
住院期间，他还经常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问群众的

户；他坚持加班加点的工作，牺牲节假日，经常加班到深
夜。他那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换来的是脱贫攻坚任务的

生活怎么样。但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脱贫道路的尽头，
曾经这样一个为群众增收致富，而不顾自己身体执着坚

甘肃 完成。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践行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年鉴 命。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
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献出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

２０２１ 定，授予宗廷渊＂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柳宏利（１９８６—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系庄浪县柳梁
镇李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从２０１８年７月，他得知县

里要求补充驻村帮扶队队员时，就主动请摆到深度贫困村
对驻村帮扶、组织委派他去柳梁镇李山村驻村帮扶队工作。

守、奔波劳累的好干部就这样永远地离开。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
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柳宏利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马瑞林（１９８７—２０１９）生前系广河县城管局干部，历
任水泉乡张家村和买家巷镇曹家坡村驻村工作队员。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１３日，马瑞林在曹家坡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时，不
幸倒在工作岗位上，因公殉职，年仅３２岁。
２０１２年７月，马瑞林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主动放

柳宏利经常走村串巷，入户摸底，取得第一手资料，

弃学校推荐去酒钢集团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广河，用所

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深入调查研究，对村内的基本情况、

学的知识来回报哺育他的家乡。２０１３年，他通过参加进村

经济发展状况、道路情况、群众收入来源和群众发展意愿

进社区考试，进入县城管局工作，开始投身到脱贫攻坚的

都有深刻的认识。李山村的每一村土地都印下他的足迹，

伟大征程中。

每一户人家都留下他的身影。

２０１５年到水泉乡张家村后，马瑞林和同事走遍全村所

在全体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找出问题的症结，找准致
贫原因和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经过讨论，确立＂一年

有贫困户，一家一户排查摸底，一户一策持续跟进帮扶措

路、两年产业三年户＂目标。柳宏利总是闲不住，＂四下
里＂跑。２０１９年初，为改变李山村简陋的办公条件，他就
发挥＂跑＂的特长，到派出单位梯田纪念馆，找领导，要

位进行调整，城管局联系帮扶买家巷镇曹家坡村。这时，

施。２０１９年４月，县上根据脱贫摘帽形势需要，对帮扶单

单位希望他留在办公室工作，他对领导说，＂脱贫攻坚意

义非凡，群众的笑脸使我很有成就感，等村上脱贫后我再

办公电脑。在他的＂跑＂动下，帮扶单位水投公司庄浪县
自来水公司帮扶一台打印机。村里的办公条件得到改善，

回来干办公室工作＂。到曹家坡村后，马上面临的是＂两不
愁三保障＂清零的紧急任务，他主动提出包抓离村委会最

最高兴的要数村里的老百姓，贫困户们说∶＂现在复印东

远、贫困户最多的１２社１３社。他白天走门串户开展核查，

西，不用跑到５里外的路口去了，家门口就能印，是自家

晚上在村委会加班核对台账数据，完善户籍资料，不到一

的，还不用掏钱。＂

个月的时间里把全村各家各户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在这

他经常到贫困户家里拉家常，帮助创业，增加收入，

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样的工作形势下，马瑞林经常加班加点，长时间不回家。

曹家坡村脱贫退出的工作任务非常重，马瑞林原则

２０２０年是柳宏利最兴奋的一年，也是他最难熬的一

强、执行快、要求高，在＂３＋１＂清零上不允许有丝毫的

年。３月，他感觉身体不适，去兰州检查诊断为过敏性哮

折扣，拿出滚石上山的韧劲来推动。进村入户做工作时，

喘，医院要求住院治疗。而正是李山村大改变的关键时
期，硬化工程、新选址的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中，
洋芋产业刚刚有起色，几位销售大户正在找外面的市场，

对群众家里的问题，不管是不是贫困户，也不管是不是自
己的联系户，他都耐心细致、逐条逐项地帮助解决，脸上

孤寡贫困户的房子正是封顶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所有

总挂着笑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两不愁三保障是脱
贫的底线，只要有问题就必须要解决＂。劝返失学辍学生

干部的心都在村里这几件大事上，谁都没有退下来。作为

时，他了解到个别孩子小学毕业后辍学时，三番五次往学

党员，在这关键的时候柳宏利认为更不能拖大家后腿，一

生家里跑，又是讲法律政策、又是讲孩子未来，终于做通

直带病坚持驻村工作。同事们看到他走路气喘吁吁，很焦

家长的工作，他开车拉着学生到学校报上名，自己出钱给
学生购买校服和书包，协调好学生的教材和住宿问题，使

急，劝他就医，可他却说∶＂没有关系，有药呢，挺一下就
过去了＂，继续跑户内了解情况，解决困难。在他的努力
下，李山村也有硬化路，合作社带动的产业兴旺，他帮扶

孩子安心读书。兜底保障工作中，帮助障碍儿童到县残联

的贫困户的面貌也有变化。直到１１月初病情加重，在县医

进行鉴定，办理残疾证。
接到马瑞林去世的报告后，省委书记林铎，省委副书

院住院治疗１５天效果不佳，家人动员去兰州医院治疗，１１

记、省长唐仁健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州县两级妥善处理马

１１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瑞林后事，做好长期安抚工作，解决好其家庭困难问题。

贫攻坚工作记在心里、抓在手里，换来的，是沾满泥泞的

临夏州、广河县对马瑞林善后工作作出安排，落实埋葬

双脚和布满血丝的双眼，当然，还有群众满心欢喜的笑

费、遗属生活补助等抚恤政策，协调保险公司落实保险理

容。驻村帮扶以来，他以严实的工作作风，紧紧围绕收
入、住房、教育、医疗、饮水、环境卫生、拆危拆旧等重

赔，向家属发放慰问金，解决家庭实际困难，确保马瑞林

家属的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广河县为马瑞林申报＂２０１９
年甘肃最美人物＂评选。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
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马瑞林＂全省脱贫攻坚先

点开展工作，实现各项工作及时清零。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赵寅寅＂全省

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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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干部。２０１８年７月被选派到礼县沙金乡庄窠山村驻村帮

年鉴
２０２１
告纳镇开展脱贫攻坚新闻采访结束后返回县城途中，因所

扶，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在工作岗位上因突发疾病，于一周后

乘车辆坠入河中不幸遇难，时年３２岁。

进个人＂称号。

陈文燕（１９８７—２０１９）女，中共党员，生前为舟曲县

赵寅寅（１９８７—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礼县运管局

不幸离世。

融媒体中心新闻工作人员。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到舟曲县曲

工作中，无论是出境、撰稿、摄像、编辑、新媒体她

生前，他作为驻村帮扶干部，深入基层群众当中，了

样样能行。３００多条新闻、１００多篇新媒体作品，２０多场

解村情民情，舍小家顾大家，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决

现场直播，被中央、省州电视、报纸、网站等媒体采用。
她用心感悟感知着社会，用笔尖记录新时代舟曲的发展，

战脱贫攻坚，为庄窠山村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尽
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２０１８年７月，赵寅寅正式踏上驻村扶贫之路。接到驻

用镜头见证舟曲山川村庄的变迁。
在她和大家共同努力下，近五年在舟曲电视台播出新

村通知时，他没有丝毫怨言，舍小家顾大家，克服孩子年

闻近万条，全县脱贫攻坚、文旅融合、经济社会发展等方

幼无人照顾的实际困难，毅然踏上驻村之路。他白天同村

面的对外新闻宣传报道连续五年在全州名列前茅，遥遥领

干部一道开展工作，认真学习群众工作方法；晚上大家都

先。１００多部反映舟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脱贫攻坚实

下班休息，夜深人静之时，他挑灯夜读，研读脱贫攻坚政

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题片、纪录片、微视频多次在

策和有关理论知识，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全面摸清庄窠山

甘肃卫视、安多卫视、康巴卫视播出，并频频亮相央视荧

村基本情况，大到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小到７个村

屏，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舟曲民俗故事和节庆活动在央

民小组、１４３户村民的基本情况。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学

视《新闻联播》播出。

习，加上对工作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每每问到庄窠山村

２０１９年初，舟曲县融媒体中心成立后，她却主动请缨

脱贫情况和发展前景，他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只要和他谈

让她负责新媒体的拍摄编辑和制作工作。经过十个月的运

起贫困户的情况，也总能如数家珍，得到乡党委政府和原

营，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用一大批传播效果好、视角

单位领导的赞誉认同。

冲击强，扣人心弦的好新闻作品，多角度、全方位宣传报

他深入农户当中，排摸危旧房、茅草房、残垣断壁存
量，发挥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和党员群众，亲力亲为，采

道舟曲县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小康村建
设、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取得的点滴发展、变化。经

取＂拆治结合＂的方式，大力改善人居环境。在拆除过程
不配合。赵寅寅心系群众，多次上门，解决住房安全隐

她策划制作的一个个视频新闻作品，在官方抖音号上的阅
读量超过２０００多万、点赞７５万余个、评论９．１万余条。
＂一会一节＂期间，陈文燕主动请缨加入新闻宣传报

患、生活困难，帮助群众发展致富。为群众介绍发展养殖

道组，顶着炎炎烈日拍摄制作１０多部专题新闻作品，很好

的优势和收入效果，开展实用养殖技术培训，帮助发展养

地宣传舟曲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全视角、展示多彩多

殖业，帮扶效果明显。得知养殖合作社的情况后，亲自上

姿的舟曲形象。不管是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突发灾害第一

门查看规模及发展效益情况，说服致富带头人联系村民入

线，重大活动报道现场，她都始终以一种忘我的精神和勤

股，实现户均年８００元的分红效益，并且可长期实现稳定

恳的态度扎实高效地工作。在２０１８年舟曲南峪江顶崖和

分红。２０１８年秋收时节下地帮助农户挖药材，到哈达铺药

２０１９年舟曲县东山镇牙豁口滑坡灾害现场，陈文燕始终冲

材批发市场帮助农户跑销路。
他事事亲自干、困难主动上、难题主动解，没日没夜

在救灾最前沿，获取第一手新闻材料。
四年多的新闻采编工作，陈文燕的足迹遍布舟曲的山

奔走呐喊，加班早就成为常态，很多时候总是连父母、子

林田野，村落农院，就像她生前自己说的一样，舟曲县没

女、家庭都顾不上了，在他内心深处，对家庭、对年迈多
病的父母、对尚未满１周岁的儿子充满愧疚，但为那份扶
贫情结，他把眼泪滴落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他始终把脱

有她没去过的村庄，每个村庄没有她不熟悉的农户，有的

中，大多数群众都积极配合，但还有个人群众不理解，拒

农户家里的基本情况她竟然掌握的和驻村干部一样详细。
说起谁家里的生产生活状况她如数家珍，下乡跑新闻，四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１７

，

年间运动鞋就跑烂１０双，下乡途中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山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晚，本应与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他，

路泥泞，她从不退缩畏惧。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父老乡亲

在接到有紧急文件要报送的通知后，匆匆扒了两口饭，就

的幸福生活变迁，用视频反映着舟曲大地的新旧巨变，用
一张张图片显影着全县上下决胜脱贫、建设幸福美好新舟
曲的众志成城。陈文燕牺牲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共舟曲县

返回单位加班。工作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
不幸殉职。谁都未曾想到，走出家门的那声＂我抓紧做完

委、舟曲县人民政府，中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追

甘肃 授陈文燕为＂全县优秀新闻工者＂＂全州优秀新闻工作
者＂＂全州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年鉴 追授陈文燕＂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

２０２１

就回来＂，竟是他留给父母亲的最后一句话。人的一生应
该怎样度过？年轻的扶贫干部魏得煜交出自己的答卷。生
命驻足在３３岁，他的考卷很短，但答案如金石掷地，久久
回响。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

决定，授予魏得煜＂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陈文燕＂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王军林（１９８７—２０２１）生前系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职
员，是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驻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大庄

魏得煜（１９８７—２０２０）中共党员，生前为兰州市七里

村帮扶干部。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年仅３４岁的王军林在工作

河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干部。因从事扶贫一线工作表现优

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大

秀，２０１９年从魏岭乡政府调至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工作，

庄村的沟垄阡陌和高山草甸中。

主要负责全区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管理，后担任中心行政办
公室主任，同时负责中心行政办公室各项工作。于２０２０年

区杨家寺镇大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的一员。两年多来，他

２月２７日晚８时左右，在单位加班结束回家途中遭遇车

抛下年仅２岁的孩子，义无反顾投身到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祸，不幸因公殉职。

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夙兴夜寐、栉风沐雨，为贫困群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他专职负责这项工作。从那以

后，他不是在与各村核实扶贫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就是在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王军林受组织选派，成为天水市秦州

众解难题、干实事、办好事，是秦州区扶贫一线和交通银
行驻村帮扶干部中的优秀代表。

进村入户的路上，一做便是好几年。＂这里就是我的家

王军林认为大庄村有高山草原，发展乡村旅游和养殖

乡，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能为家乡的发展、村民

业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脱贫之路。他帮助村两委制定特色乡

们的生活做一点事情，看着她们日子越过越好，我就觉得

村旅游规划，动员有条件的农户开办农家乐、发展特色旅

很值得。＂就是这朴素的想法，督促着他、支撑着他，不

游，并带领村里的养殖户到兄弟乡镇考察学习。在王军林

断地在脱贫攻坚这条路上向前迈进。

的鼓励和引导下，大庄村成立４家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

他样样清楚，一样都没有落下。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加班

作社，大庄草原也迎来四面八方的游客，村民的钱袋子一
天天地鼓起来。
王军林建立微信群，将村干部、帮扶队工作成员、村

到凌晨，白天他给各村联系挂图制作、核对数据，晚上核

公益岗成员、村民代表拉进来，随时发布帮扶政策和工作

对报表、梳理汇总各项数据。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他对

动态，让群众及时了解惠农政策和村里帮扶工作最新动

扶贫工作的政策解读到位，各项数据张口就来，所以总是

态。尤其针对两费收缴等村内重点工作，王军林借助微信

被同事们称为扶贫＂移动数据库＂和＂活字典＂，得到全
２０１９年，魏得煜因工作能力突出，被调至区扶贫中心

群反复进行政策宣导。大庄村长期以来的两费收缴难的老
问题得到解决。王军林充分发挥自身是银行职员的专业优
势，用拉家常、聊天等接地气的方式宣讲金融业务、识别

负责全区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管理工作。每天都与各种数据

假币、支付结算等相关知识，用老百姓的话解答老百姓的

打交道，但他从来不叫苦不喊累，认认真真的修订每条数
据，及时与乡镇、行业部门，以及省市单位沟通衔接，努

问题，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观，防电信网络

力做好每一项工作。细心沉稳的性格，让他做每一件事都
认真负责，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次的人口动态调整，他都

微信群，解决不少的大情小事。村民有疑问、有困难都在

每天，他在忙自己工作的同时，还在协助同事做其他

工作，生产生活、扶贫贷款、政策解释、动态管理等等，

乡上下，以及区级各部门的一致认可和充分肯定。

诈骗和民间借贷陷阱，远离传销，守好血汗钱。小小一个

群里找群主，群主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是一遍一遍地检查，一遍一遍地核对；每一次上报总结、

自驻村以来，在王军林的协调推进下，大庄村建成杨

报表，他都要和各乡镇、行业部门反复核对数据，落实清

家寺镇第一个村级监控中心，全村主干道路、村委阵地等

楚工作的实际进度和问题，从不马虎。每一天的工作下

重点区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申请购置的青饲料加工设

来，都让他疲惫不堪，两眼发红，因为要时时盯着电脑屏

备，推动大庄村３０００亩人工种草与畜牧养殖业走上机械

幕，随时接打工作电话，大脑没有一刻停歇，手中没有一

化、现代化，形成种养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采购的干饲料
加工粉碎机、搅拌机等设备，解决养殖户冬季牲畜草料短

分钟的停顿。
１１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缺问题；协调落地的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专项帮扶党费，

后，凝聚着敬业、奉献、良知、正义、深情；在一组组影

完善党员会议室建设和配置，为党群活动中心购置崭新办
公设备，改善大庄村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条件。王军林不但

像和声音里面，浸透着艰辛、汗水、困苦、危险、牺牲。

从大处着眼，还从细微之处入手，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
中的困难。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政府决定，授予王军林＂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王彦辉（１９８９—２０１９）中共党员，生前系舟曲县融媒

体中心工作人员，从事专题部摄影编辑工作。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７日晚，王彦辉到舟曲县曲告纳镇采访报道脱贫攻坚异
地搬迁工作结束后，在返回舟曲县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

职，年仅３０岁。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７日，闵江伟赴山后博峪镇、曲告纳镇开展脱
贫攻坚新闻宣传工作返回县城途中，因所乘车辆不慎坠入
江中，不幸遇难，年仅２３岁。

闵江伟所经历的劳累、疲惫、委屈、欣慰、酸甜苦辣
全都浸透在一篇篇具有新闻价值的文章中。２８０条新闻、
２５次直播、８部专题片，用笔尖记录新时代舟曲的发展，

用镜头见证舟曲山川村庄的变迁，让荧屏呈现舟曲欣欣向
荣的和谐画面。
凭着对新闻事业无比挚爱的情感和娴熟的业务技能，

王彦辉调入新闻单位工作后，依靠自身扎实的文学功

以工作需要为标准，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加班加点

对于他来讲是家常便饭，即使是深夜，也常常可以见到他

众早日脱贫致富服务到底的初心，在自学钻研新闻采编专

闻战线上辛勤笔耕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他凭着对生活

业知识和业务技能的基础上，虚心向老同志求教学习。哪

的热爱和对新闻事业的挚爱，为舟曲县的政治、经济、文

里山路陡峭他主动要求去哪里采访，哪里能挖到最鲜活的

化、旅游等各方面宣传做出突出贡献。

新闻素材，他就去哪里，所以舟曲的乡镇村组他用多半年

的时间就基本跑了个遍，，群众的房前屋后，有些村里的犄

只要有新闻、有采访任务从不推辞，他都会毫不犹豫
地冲到第一现场。 风雨中、黑夜里，高山上、烈日下，阻

角旮旯他都了如指掌，基本成了舟曲＂活地图＂。同时，辛

挡不了前进的脚步。在南峪乡江顶崖和东山镇牙豁口滑坡

作为业务骨干，他多次参与台里的重大任务报道、专

题宣传，积极采写稿件向省州等媒体传送。两年来，他撰
写各类新闻稿件，共在县台上稿４００余篇，州台上稿１００
余篇，在省级媒体上稿２０余篇，在中央电视台上稿５篇。

做一行爱一行，选择这个职业他无怨无悔，他用镜头
讲述着舟曲故事，他用图像和声音向群众传递最新的消

息，他常说，这些都是极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每当县

台和上级电视台播出他采编的新闻、看到自己名字的时
候，他总是很开心，但开心的同时他也不忘和同事们讨论
这条新闻的拍摄画面还有什么不足，他总爱说；啥都是要

学的！新闻工作是严谨的，容不得半点马虎，无论工作多
繁重，他都会以乐观的姿态去应对，他想着要用自己的青

春和智慧，尽心尽力做好每一项工作，采写好每一篇报
道，这是对工作认真、严谨的态度，也是对这一份职业的

敬重，更是一名党员忠诚奉献的精神。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共舟曲县委、舟曲县人民政府，中
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追授王彦辉为＂全县优秀新
闻工者＂＂全州优秀新闻工作者＂ ＂全州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甘肃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追授王彦辉＂全省优秀新闻
工作者＂。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政府决定，授予王彦辉＂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闵江伟（１９９６—２０１９）生前系舟曲县融媒体中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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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和积极参与州县许多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工作。

底，凭着对新闻宣传工作的热爱，守着一颗用自己的笔杆
子和摄像镜头为整县脱贫工作竭尽全力，为舟曲县贫困群

勤的付出让他迅速成长为新闻工作中的一位＂行家里手＂。

Ｉ门１拿Ｔ

全身心干工作的身影。闵江伟忠诚于宣传事业，虽然在新

灾害现场，闵江伟始终冲在最前沿，再苦不言苦，再累不
说累，充分发扬不怕疲劳、连续奋战的优良传统，白天跑

现场，晚上赶稿子，经常通宵达旦，获取第一手材料，摄
取最震撼画面，及时传回新闻素材。２０１９年，一会一节期

间，闵江伟主动请缨到州广播电视台协助开展宣传报道工．

作，拍摄大量有价值的视频资料。
不管是在脱贫攻坚主战场，突发灾害第一线，还是在
重大活动报道现场，他始终以一种勤劳的姿态和勤恳的态

度扎实地工作。时时处处用新时代好青年、好职工的标准
要求自己，用奋斗书写新时代新闻人的最美青春。
在他和大家共同努力下，全县脱贫攻坚、文旅融合、
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对外宣传工作连续五年

全州名列前茅。１００多部反映舟曲经济社会发展成效、脱

贫攻坚实效、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题片、纪录片、微视
频，频频亮相央视荧屏，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舟曲民俗

故事和节庆活动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共舟曲县委、舟曲县人民政府，中
共甘南州委、甘南州人民政府追授闵江伟为＂全县优秀新
闻工者＂＂全州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甘肃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追授闵江伟＂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２０２１年５月
１９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闵江伟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供稿∶张 晨）

名工作人员。＂做一名优秀的记者，写有温度的故事＂，一

直是闵江伟不懈的追求。在一篇篇看似寻常的新闻报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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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重要文献
。

收录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大常

甘肃
年鉴 见、办法共４件。
２０２１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

断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坚持导向不变、重点不移、

委会、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加强脱贫攻坚事业发展， 保证脱

靶向不偏，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

贫攻坚任务顺利完成等方面所制定的有关条例、规划、意

措、超常规的力度，着力抓好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加快补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甘发〔２０１６】９号 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
近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

执行。

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这块突出短板，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决不让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掉队，确保到

２０２０年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准确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全文如下∶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落实对象、目标、内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容、方式、考评、保障＂六个精准＂为抓手，坚持全面小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扶贫开发

康与脱贫攻坚同步推进，坚持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协同实

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的落实，扎实推进扶贫攻坚行动和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提出

施，坚持夯实基础与提升能力联动攻坚，坚持产业发展与
生态保护互促共赢，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

如下实施意见。

重点难点增强脱贫成效，强化使命担当推进＂一号工

一、切实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近年来，省委、省
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扶贫开发决策部署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

瞄准既定目标不动摇，对接中央政策完善措施办法，紧扣
程＂，举全省全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总体目标
——实现＂两个确保＂。＂十三五＂前两年每年减少贫
困人口１００万人以上，后三年抓好巩固提高和冲刺扫尾工

作，到２０２０年，确保全省现行标准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

实施了扶贫行动、扶贫攻坚行动，围绕扶贫对象、目标、

现脱贫，确保７５个贫困县（含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脱贫

内容、方式、考评、保障＂六个精准＂，谋划实施了精准

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两高于、一接近＂。到

扶贫精准脱贫方案，打出了一套具有甘肃特色的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组合拳，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效应，取得了显著的

２０２０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

阶段性成效。实践证明，我省制定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贫困

施，契合中央精神，符合甘肃实际，顺应贫困群众脱贫致

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贫困地

富奔小康的强烈愿望，必须持续推进，抓实见效。当前，

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实现＂六有五通＂。到２０２０年，实现贫困村有特

我省仍然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贫困面大、贫困
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剩余贫困人口

色富民产业、有专业合作组织、有互助资金协会、有标准

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

化卫生室、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有新村新貌，通沥青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既定目标，时

（水泥）路、通安全饮水、通动力电、通广播电视、通宽

间十分紧迫、任务十分繁重、责任十分重大，全省各级党

带网络。

委政府务必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

（三）基本原则

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实现＂两个确保＂的目标上来，切实

——坚持党委领导，实行分级负责。充分发挥各级党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
的发展机遇，强化＂一号工程＂意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

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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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确保项目、资金、力量精

设，使其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准帮扶到位，提高脱贫攻坚精准管理水平。

———坚持政府主导，增强社会合力。发挥政府主导作
用，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引领市场、社会协同
发力，鼓励先富帮后富，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五）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加快实施《精准扶贫富民
产业培育支持计划》，实施贫困村＂一村一品＂产业推进

行动，重点扶持发展以玉米、马铃薯为主的旱作农业，以

——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成效。扶贫开发贵在精

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促进林果、蔬菜、中药材等优势
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因地制宜培育提升油橄榄、茶叶、花

准，重在精准，要找准扶贫对象、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

椒、核桃、百合、玫瑰、油菜、小杂粮、油用牡丹、甜高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制定帮扶措施，做到一村一

粱等区域性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快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

策、一户一法，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切实提高扶贫
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获

度高的特色农业基地。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的组织化程度，

得感。

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吸收农民土

地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发挥其对贫困人口的组织和带动作

生态保护并重，探索生态脱贫、绿色发展新路子，实现产

用，强化其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一、二、三产

业强、群众富、生态美，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与修复中

业融合发展，倾斜支持贫困地区农产品加工、仓储、冷

得到更多实惠。

藏、市场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扶贫产业品牌，增强特色农

——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坚持开发式扶贫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

方式，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和保障贫

值链增值收益。２０１６年实现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贫困村的

困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处理好国

全覆盖，每个具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至少加入１个合作组织；

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

到２０１７年每个贫困县有一批上规模、上档次、辐射带动能

斗、勤劳致富精神，充分调动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积极性和

力强的扶贫龙头企业。继续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

创造性，注重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创建旅游强县和旅游名镇名村，开发红色旅游、民族风情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政策体系。坚持问题导向、

游、生态风光游等乡村旅游，扶持建设一批旅游专业村和

目标导向、需求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提高脱贫成效为

农（牧、林）家乐，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认真组织实

目标，充实完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创新扶贫工作机

施世界银行贷款贫困片区产业扶贫试点示范项目，在１６个

制，推动扶贫资源使用方式由多头分散向统筹集中转变。

项目县（区）２４０个项目村推进综合产业链发展、公共基

到户到人

理与监测评价创造经验。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财政专

（四）实施脱贫攻坚挂图作业。继续夯实建档立卡基

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投入设施农业、养殖、光伏、
水电、乡村旅游等项目形成的资产，具备条件的可折股量
化给贫困村和贫困户，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资

无违反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定贫困户的行为，有无优亲厚

友、暗箱操作等现象，逐户逐人彻底核清基本情况及致贫

产可由村集体、合作社或其他经营主体统一经营。强化监
督管理，明确资产运营方对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的保值增值

全完善精准脱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功能，乡镇和驻村工作队

责任，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机制，确保资产收益及时回馈持
股贫困户。科学合理有序开发贫困地区水电、煤炭、油气

要确定专人负责数据采集，强化县乡和行业部门数据审核

等资源，调整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政策，赋予土地被占

责任，定期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监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

用的村集体股权，让贫困人口分享资源开发收益；探索水电

据。创新精准管理机制，规范完善全省精准扶贫施工图、
任务书、时间表，实施脱贫攻坚＂８５３＂挂图作业，做到

利益共享机制，将从发电中提取的资金优先用于库区后续
发展。

＂平台８个准＂、＂村级５张图＂、＂户户３本账＂，即大数据平

（六）引导输出劳务脱贫。继续实施《精准扶贫劳动

台对象识别认定、家庭情况核实、致贫原因分析、计划措

力培训支持计划》，鼓励能人带动务工，打造提升＂陇原

施制定、扶贫政策落实、人均收支核查、对象进出录入、

妹＂、＂陇原月嫂＂、＂陇原巧手＂和兰州牛肉拉面等劳务品

台账进度记录＂８个准＂；村级绘制贫困人口分布、贫困人

牌，扩大培训规模，提高补贴标准，促进劳务输转从体力

口致贫原因统计、贫困村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推进、贫困户
脱贫目标任务、贫困人口进出动态统计＂５张图＂；贫困农
户建立脱贫计划、帮扶措施、工作台账＂３本账＂，解决扶

型向技能型转变。加强驻外劳务服务站和基地建设，完善

原因，建立精准扶贫台账，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健

２０２１

础设施与服务支持、产业扶贫机制研究与推广，为项目管

础，定期核查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人口，重点看有无将
真正的贫困户排除在外、有无将富裕户纳入扶贫对象、有

甘肃
年鉴

加强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培育，支持农民合作

——坚持保护生态，实现绿色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

三、完善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确保扶贫到村

Ｔ７１拿

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
制。整合培训资源，免费开展订单、订岗、定向、菜单式

脱贫攻坚特载｜１２１

Ｐｐ

精准培训，对＂两后生＂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对务工

还林（还草）面积，到２０２０年退出２５度以上坡耕地、严

青年开展３个月左右就业技能培训和劳务品牌培训，对在

重沙化耕地、１５￣２５度水源区坡耕地等１０００万亩以上。加

岗务工人员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支持各类职业技术学
校、社会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在贫困地区建立农民工培训

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将贫困县高深山区易地搬

基地，鼓励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招收贫困家庭子女。进一
步加大就业专项资金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对跨

里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范围。优先支持移民搬迁迁出
区宅基地复垦，复垦后的土地作为生态建设用地。增加重

甘肃 务、物流配送、养老服务等产业发展，拓展贫困地区劳动
年鉴 力外出就业空间。对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农村贫困
省务工的农村贫困人口给予交通补助。大力支持家政服

２０２１

迁后退出的坡耕地调整为非基本农田，全部纳入国家和省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创新生态资金使用方式，利用生
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工程资金使当地有劳动能力的部分贫困

人口转为护林员、草管员、湿地管理员等生态保护人员。

人口，输入地政府要承担相应的帮扶责任，并优先提供基

开展贫困地区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健全公益林补偿标准动

本公共服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村贫

态调整机制，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大力开展

困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２０１７年实现新增＂两后生＂和贫

贫困县国土综合治理，加强农田水利和梯田建设，推进沙

困地区有需求的劳动力全部得到培训；２０２０年每个贫困家
庭有培训需求的劳动力至少有１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掌

化土地封禁保护，采取小流域综合治理、淤地坝建设、坡
耕地整治、生态修复等措施，有效防治水土流失。加强地

握１门致富技能，实现技能提升培训全覆盖。全面落实农

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建设，开展贫困地区国家级生态乡镇

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建立健全贫困农民创业激励机制，树

创建工作，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污染治理项目。

立创业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九）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完善落实《精准扶贫教育

（七）实施易地搬迁脱贫。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

支持计划》，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对全省学前教育在

攻坚的重大举措，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原则，对接

园幼儿免保教费，在５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和１７个插花型

国家易地扶贫搬迁优惠政策，完善落实《精准扶贫易地搬

贫困县１５００人以上的有实际需求的行政村建设幼儿园，到

迁支持计划》，制定推进方案，以县城、乡镇、中心村、

２０２０年实现有需求的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稳步推进贫困

旅游区、产业园区等有创业就业机会的区域为主，采取整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对５８个集中连

体搬迁和灵活安置方式妥善安置。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对集中安置区按需建设商场、学校、医务

片贫困县和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发
放生活补助，逐级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制定符合基层

所、文化体育场所。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加快培育发

实际的教师招聘引进办法，建立省级统筹乡村教师补充机

展后续产业，强化对搬迁群众的培训，确保搬迁对象有业

制，推动城乡教师合理流动和对口支援。合理布局贫困地

可就、稳定脱贫。抓住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区农村中小学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快标准化建设，

长期优惠贷款政策机遇，建立易地扶贫搬迁投融资平台，

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继续实施面

专项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积极整合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土

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学生的专

地整治、地质灾害防治、林业生态等支农资金和社会资

项招生计划。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安置区基础设施、配套公共
设施建设和迁出区生态修复。支持搬迁安置点发展物业经

生就读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就读省内高职（专
科）院校免除学杂费和书本费。以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为

济，增加搬迁户财产性收入。探索利用农民进城落户后自

重点，所有贫困家庭学生就读中等职业学校享受免学费政

愿有偿退出的农村空置房屋和土地安置易地搬迁农户。到

策，按每生每年发放２０００元助学金，让未升入普通高中的

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具有搬迁条件和意愿的５０万建档立卡贫困

初中毕业生都能接受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或技术技能培训。

人口应搬尽搬。

加强有专业特色并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建设，依

（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完善落实《精准扶贫生态

托校企合作，鼓励跨地区、跨专业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努

环境支持计划》，在生存条件差但生态系统重要、需要保

力办好贫困地区特殊教育和远程教育，提高贫困地区教育

护恢复的地区，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探索生态脱贫

信息化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考试招生制度，推

的新路子。退耕还林还草、天然草原保护与建设、草原鼠

进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创新中高

虫害防治、天然林保护、重点公益林补偿、防护林建设、

职贯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

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坡耕地综合整治、退牧还

重点高校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贫困家庭大学生的救助力

草、水生态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

度。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行动计划。

一步向贫困县倾斜，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支

（十）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加强《精准扶

持具备条件的贫困县大力发展兼顾脱贫与生态效益的经济

贫卫生支持计划》与各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对贫困人

林、木本油料、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扩大贫困县区退耕

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新型农

１２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对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倾斜，门
诊统筹率先覆盖所有贫困地区，降低贫困人口大病费用实
际支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支付后自负费用

层组织、政府和社会力量相衔接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网

仍有困难的，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助、慈善救助等帮扶
力度，扩大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病种，将贫困人口全部纳

病重残等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体系。健全发现报告、应急

络。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现城乡孤儿基本生活补助
统一标准，健全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收入家庭重

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降低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

处置、帮扶干预机制，帮助特殊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
做好农村特殊困难群众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加强农村特

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比例，使贫困人口大病医治得到有效保

殊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加大贫困残疾人康复工程、

障。加大农村贫困残疾人康复服务和医疗救助力度，扩大

特殊教育、技能培训、托养服务实施力度。针对残疾人的

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建立贫困

特殊困难，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

人口健康卡。对贫困人口大病实行即时结算和先诊疗后付

理补贴制度。对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

费的结算机制。落实三级医院（含军队和武警部队医院））

疾人等重点救助对象，提高救助水平，确保基本生活。引

与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医院建立一

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特殊群体关爱服务工作。

对一帮扶关系。加快完成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６年实现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

县医院医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多点执业，积极推动惠及贫困

动、水利保障行动。加快实施《精准扶贫交通支持计

地区的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支持和引导符合条件的贫困地

划》，争取实施国家铁路网、国家高速公路网连接我省贫

区乡村医生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取针对

困地区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提高国道省道技术标准，构

性措施，加强贫困地区传染病、地方病、慢性病等防治工

建贫困地区外通内联的交通运输通道。积极争取大幅度增

作。继续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新生儿疾病免费筛

加中央投资和信贷资金投入我省贫困地区的铁路、公路建

查、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加强贫困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设，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建设补助标准，加快完成具备
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通硬化路的建设任务，加强农村公路
安全防护和危桥改造，有序推进人口较多的撤并建制村通

（十一）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继续

硬化路。全力推进引洮二期、黄河甘肃段防洪工程、灌区

实施《精准扶贫社会救助支持计划》，完善农村最低生活

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等重大水利项目工程建设，小型农田

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
行政策性保障兜底。进一步加强农村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

水利、＂五小水利＂工程等建设向贫困村倾斜。加大贫困

况核查工作，将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纳入低保范围，

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建设力度。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

做到应保尽保。三四类低保对象退出后，新增对象在贫困

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对贫困地区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管理

户中评定。提高农村一、二类低保标准，实现低保线和脱

养护给予支持。继续落实《精准扶贫饮水安全支持计

贫线＂两线合一＂。加大临时救助制度在贫困地区落实力

划》，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全面解决贫困人

度。提高农村五保供养省级补助标准１５？？改善供养条
件。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

口饮水安全问题，到２０１７年完成未通水到户的２６万户全

的实施方案。建立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的数据互通、资源

全饮水目标。加快实施《精准扶贫贫困村动力电覆盖支持

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动态监测管理、工作机制有效衔接。

计划》，全面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到２０１６年底
实现贫困村户户通照明电、自然村通动力电。增加贫困地

加快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时提高基础养老
金标准，引导农村贫困人口积极参保续保，逐步提高保障

水平。
（十二）健全完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

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对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进

２０２１

制约
（十三）加快交通、水利、电力建设。抢抓国家倾斜
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全面实施交通突破行

工作。

甘肃
年鉴

四、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破除发展瓶颈

标准，贫困村村医全部具备乡村医生执业资格，选派省市

盖，提高符合条件的贫困村卫生室执业乡村医生定额补助

Ｉ门拿章

地区抗旱水源建设、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

部通水入户任务，并尽早实现全省农村贫困群众稳定、安

区年度发电指标。提高贫困地区水电工程留存电量比例。
加快推进光伏扶贫工程，支持光伏发电设施接入电网运
行，发展光伏农业。加强贫困地区农村气象为农服务体系

和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备、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

（十四）加快农村贫困户危房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

统。加强儿童福利院、救助保护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机

加快实施《精准扶贫农村危房改造支持计划》，统筹开展

构、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社区儿童之家等服务设施和队

农村危房抗震改造，把建档立卡贫困户放在优先位置，提

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到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养老机

高补助标准，保证房屋质量，探索采用贷款贴息、建设集

构、日间照料中心对贫困村全覆盖。建立家庭、学校、基

体公租房等多种方式，切实保障贫困户基本住房安全。

脱贫攻坚特载｜１２３

，

２０２０年前完成６３万贫困户危房改造，基本消除农村贫困

专项扶贫预算。各级财政要单列民生改善、项目建设、社

户危房。加大贫困地区以工代赈投入力度，支持农村山水

会保障等领域用于扶贫开发的资金，当年清理收回存量资

田林路建设和小流域综合治理。财政支持的微小型建设项
目，涉及贫困村的，允许按照一事一议方式直接委托村级
组织自建自管。以整村推进为平台，加快改善贫困村生产

金中可统筹使用资金的５０？？上用于扶贫开发，农业综合
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涉农资金要明确一定比例

生活条件，推进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集中力量解决农

用于贫困村。各部门安排的各项惠民政策、项目和工程，
要最大限度地向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人口倾斜，并加

村脏乱差、垃圾污水治理、人畜分离、改厕和村庄绿化等

大省级投资补助的比重。严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

甘肃 问题，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年鉴
２０２１

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三大片区地市级配套资金的政

（十五）加大＂互联网＋＂扶贫力度。继续实施《精准

策，在贫困地区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

扶贫电商支持计划》，抓住国家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

等模式。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稽查等工作，健全落

制的政策机遇，落实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政策，探索ＰＰＰ、

实扶贫资金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纪检监察机关对扶贫

委托经营等市场化方式，大力推进农村电商、远程教育、
远程医疗等信息化运用，加快推进宽带网络覆盖贫困村。

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贪污挪用、挥霍浪费等违法违

规问题，坚决从严惩处。推进扶贫开发领域反腐倡廉建

加强电子商务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支持本地结算的国内

设，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严格落

知名电商平台在我省推广发展，打造具有甘肃地方特色、

实＂三张清单一张网＂工作要求，将省市县三级扶贫项目

地域特性、市场容量的电商品牌，引导商贸流通企业线上

和资金计划向全社会公告公示。充分发挥＂１２３１７＂扶贫

线下融合发展，促进农产品上网销售；支持县乡村三级电子

监督电话作用，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保障资金阳光运行。

商务服务体系建设，扩大服务范围，实现一网多用。支持

（十八）加大金融扶贫力度。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

供销合作社在贫困村建设以现代流通为主导的村级为农综

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

合服务平台，提高村级综合服务社覆盖率。支持邮政、快

递企业在贫困乡村设立服务网点，２０１７年物流、快递服务

金融支持。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长
期、低成本的资金，用于支持扶贫开发。积极争取扶贫再

基本覆盖贫困村。加强贫困地区农村电商人才培训，对贫

贷款，落实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政策，重点支持贫

困家庭开设网店给予网络资费补助，将电商扶贫纳入扶贫

小额信贷支持范围。开展互联网为农便民服务，提升贫困

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运用适当的政
策安排，动用财政贴息资金及部分金融机构的富余资金，

地区农村互联网金融服务水平，扩大信息进村入户覆

对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资金需求，拓宽扶贫资金

盖面。

来源渠道。改进和完善各类优惠贷款贴息办法，统一贴息

（十六）重点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片带脱

标准，简化贷款程序，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引导各类金融

贫攻坚。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

机构积极参与扶贫攻坚。金融机构要延伸服务网络，创新

小康的政策措施，加快陇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扩大革命

金融产品，增加贫困地区信贷投放。对有稳定还款来源的

老区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提高老区建设专项扶贫资金额

扶贫项目，允许采用过桥贷款方式，撬动信贷资金投入。

度，积极配合开展中央企业定点帮扶贫困革命老区县＂百
县万村＂活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我省

按照省负总责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主

涉藏州县、临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推进民
族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建设，实施少数民族
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综合扶贫工程，加大＂出彩工程＂等

危旧房改造、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扶贫领域。支持贫困地
区设立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重点开展扶贫担保业
务。加快实施《精准扶贫小额信贷支持计划》，继续实施

少数民族劳务技能特色培训力度，促进清真产业、畜牧

总规模４００亿元的产业＂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工程＂，由省级

业、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继续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

财政按基准利率全额贴息，为贫困户提供５万元以内、３

贫的扶持力度。

年以下小额信贷支持，银行对农户免抵押、免担保。发挥

体，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村

五、强化政策保障，健全脱贫攻坚支撑体系

精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作用，对精准扶贫小额信贷、

（十七）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积极争取中央财政

贫困户危房改造贷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贫困家庭生源

加大对我省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政专项扶贫

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损失给予补偿。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社

资金规模较大幅度增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

会帮扶资金等折股量化到贫困户，投入专业合作社、龙头

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我省

企业的措施办法，对确无经营能力贫困户的精准扶贫小额
贷款，由县级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合作社）、贫困户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积极争取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对我省的支持力度。省级和片区县按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增

量的２０？？上、市级按１０？？上、插花县按１５？？上增列
１２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签订四方协议，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按照＂保底＋分红＂
的方式，负赢不负亏，分红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入股资金的

８？？并提供技术培训、安排就业，提高稳定脱贫能力。加

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完善人才评价

强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建设和管理工作，２０１６年实现建档立

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健全有利于人才向基层、艰苦

卡贫困村和有贫困人口的非贫困村互助资金项目全覆盖，

地区和一线岗位流动的政策体系，营造有利于贫困地区育

探索利用信贷资金放大互助资金规模。积极发展扶贫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政策性农业保险优

才、引才、用才、流才的社会环境，鼓励各类人才扎根贫

先在贫困村试点推广，对贫困户保险保费予以补助。积极

困地区基层建功立业，对表现优秀的人员在职称评聘等方
面按有关规定给予倾斜。积极推进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稳妥开展＂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盘活农村资源资

培训工程。

产，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金融干部在贫困地区交

流挂职。

（二十二）提高社会帮扶实效。不断创新完善定点扶

贫、东西扶贫协作等社会帮扶机制，建立健全与省外对口

（十九）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认真落实《甘肃省

帮扶地区、单位和企业的协调联系制度，积极主动争取中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省级资金整合使用管理办法》，以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为目标，对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用

央国家机关单位、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中央企业对我省扶
贫开发的更大支持。建立精准对接机制，使帮扶资金主要

于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修复与

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强化以企业合作为载体的

治理、财政专项扶贫等方面的涉农资金（含基本建设基

扶贫协作，积极衔接与东部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共建产

金），以及政府间帮扶资金进行归集整合，由县级政府在

业园区，推动东部人才、资金、技术向我省贫困地区流

省级相关部门指导下，以扶贫规划为引领，以整村推进和

动。积极参与＂携手奔小康＂行动，争取经济强县（市）

重点扶贫项目为平台，按照权责一致原则，统筹安排、捆

结对帮扶我省贫困县，积极引进发达地区企事业单位和社

绑集中用于精准扶贫。整合资金重点支持５８个片区县和

会组织与我省贫困村结对帮扶。积极实施省工商联组织的

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的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培育、易地

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通过政府购买服

扶贫搬迁、金融资金支撑、公共服务保障和能力素质提

务等方式，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完

升，到户资金专项用于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户，健全

善扶贫龙头企业认定制度，增强企业辐射带动贫困户增收

形成脱贫攻坚多规划衔接、多部门协调的长效机制。
（二十）完善扶贫开发用地政策。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的能力。吸纳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的企业，按规定享受税收

指标优先保障扶贫开发用地需要，专项安排国家扶贫开发

优惠、职业培训补贴等就业支持政策。落实企业和个人公
益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

工作重点县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土地整治工程和

扶贫公益基金和开展扶贫公益信托。鼓励、调动和吸引省

项目、分配下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计划和补助资金安排

内外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多种形式的到村到户精准扶

时，要向贫困地区倾斜。在５８个片区县和１７个插花型贫

贫。深入开展＂１０·１７＂扶贫日活动，实施扶贫志愿者行

困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允许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

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着力打造

标在省域范围内使用。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优先安排国

扶贫公益品牌，做大做强＂爱心扶贫基金＂等社会帮扶平

土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支持开展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

台，全面及时公开扶贫捐赠信息，提高社会扶贫公信力和

复垦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美誉度。构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网络，探索发展公益众筹

（二十一）强化科技、文化、人才支撑。加快实施
《精准扶贫干部人才支持计划》，加大科技扶贫力度，对贫
困地区具有竞争潜力的特色产业进行全产业链升级攻关研
究与示范，强化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对科技扶贫的

扶贫。

支持，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在贫困地区的转化。深入推

动和脱贫攻坚行动在目标任务、帮扶力量、资金项目、培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支持科技特派员开展创业式扶贫服

训资源方面的＂四个融合联动＂。着力打造扶贫工作品

务，到２０１７年每个贫困村至少有１名科技特派员、培育２

牌，提高帮扶工作实效，注重把宣传政策、反映民意、促
进发展、疏导情绪、强基固本、推广典型＂六项任务＂与

至３个农业科技示范户，每个贫困县建成２至３个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加快实施《精准扶贫贫困乡村文化场所建设支
持计划》，推动文化投人向贫困地区倾斜，整合文化资

２０２１

发挥扶贫行动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作用，统筹
运用好扶贫干部与驻村工作队两支力量，切实推进扶贫行

宣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帮助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加
强贫困村社会治理、提升贫困村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的能
力素质结合起来，引导各级干部在扶贫攻坚主战场经受锻

产业品牌，到２０１７年实现全省贫困乡镇综合文化站、贫困

炼、锤炼作风、提升能力，实现打造＂三大工程＂与推进
扶贫攻坚的互促互推。建立单位联村、干部联户动态调整

乡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达到国家标准。深化贫困地区文明
村镇和文明家庭创建，鼓励文化单位、文艺工作者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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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推进扶贫行动和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充分

源，集中实施一批文化惠民扶贫项目，着力打造文化富民
村综合性文化中心（乡村舞台）全覆盖，推动贫困地区县

Ｎ门拿育

机制，实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
都有帮扶责任人。认真落实《全省贫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脱贫攻坚特载｜１２５

力量整合和加强管理的实施办法》，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

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省直部门，要加强政策梳理和对接争

作队在精准扶贫中的＂管道＂和生力军作用，积极参与建

取，充实完善专项支持计划，分年度制定实施方案，推进

档立卡和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的信息采集和数据审核
工作，逐户找出致贫原因，列出需求清单，研究提出分类

到村到户措施落实。

施策的具体办法，制定到村到户个性化的帮扶措施，提高
驻村帮扶工作实效，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案各项政策

困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和实
施方案，既要确保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脱贫标

措施落实见效。加强对扶贫单位和驻村干部的考核，做到

准，又要把＂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衡量贫困人口脱贫的基

贫困群众、贫困村不脱贫，扶贫单位不脱钩，驻村工作队
年鉴 不撤队伍。对在基层一线干出成绩、群众欢迎的扶贫干部
２０２１

本标准，大幅度提高减贫指标在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绩

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党政正职经济社会发展和精准扶贫精

六、加强组织领导，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

准脱贫工作实绩，建立以考评结果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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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驻村干部，要重点培养使用。

保障

（二十六）加强脱贫攻坚考核督查力度。认真落实贫

考核指标中的权重，建立扶贫工作责任清单，考准考实贫

制。建立年度扶贫开发工作逐级督查制度，选择重点部

（二十四）加强脱贫攻坚组织领导。落实党政一把手

门、重点地区进行联合督查，多维度地督促检查＂两不愁

扶贫责任制，成立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由省委省政府主

三保障＂等脱贫指标体系的完成情况，防止和纠正只看收

要领导担任组长，省政府分管领导兼任办公室主任。成立
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领导小组、省精准脱贫大数据管理平

人指标，忽视其他指标的倾向，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逐一督

台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由省委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健全落

报告并提出责任追究建议，对未完成年度减贫任务的市

实省委常委联系市州、省级领导包抓县（市、区）制度，

（州）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对县级党政主

查落实到位。对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地区，要向省委省政府

加强工作指导和协调，推动脱贫攻坚任务落实。各市

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进行组织调整或问责。建立贫困户脱贫

（州）、县（市、区）要相应调整、加强和完善脱贫攻坚领

认定机制，认真落实贫困人口和贫困县退出机制实施细

导机构。强化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决策部署、统筹协

则，研究提出＂十三五＂时期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

调、督促落实、检查考核的职能。改进县级干部选拔任用

脱贫时序指导目录。对已经脱贫的农户，在一定时期内让

机制，统筹省内优秀干部，选好配强扶贫任务重的县

（市、区）党政主要领导，把扶贫开发工作实绩作为选拔

其继续享受扶贫相关政策，避免出现边脱贫、边返贫现
象，切实做到应进则进、应扶则扶∶贫困村和贫困县退出

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

后，在攻坚期内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对按计划提前退出

要保持稳定，对表现优秀、符合条件的可以就地提级。

的贫困县，进行表彰奖励。严格落实《关于建立贫困县约

（二十五）健全脱贫攻坚责任体系。脱贫任务重的市

束机制的实施意见》，严禁铺张浪费，厉行勤俭节约，严

（州）、县（市、区）党委政府要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

格控制＂三公＂经费，坚决刹住＂穷县富衙＂＂戴帽炫

社会发展全局，紧扣＂两不愁三保障，两高于、一接近＂

富＂之风，杜绝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加强农村贫困统计

的总体目标，科学制定＂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并

监测体系建设，提高监测能力和数据质量，实现数据

就相应目标细化完善为可核查、可量化的指标体系，逐项

共享。

推进落实。实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

（二十七）严肃追究虚假脱贫责任。严格执行脱贫验

片区为重点、精准到村到户。省委省政府重点抓好目标确
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

收责任体系实施办法，明确市、县、乡、村各级对脱贫结

市（州）党委和政府要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

果认定真实性的责任，着力防止和根除＂虚假脱贫＂＂数
字脱贫＂问题。建立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检验

查工作，把精力集中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和政

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扶贫工作绩效的社会监督，开

府承担主体责任，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要做好进度

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精准识别和精准退

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

出问责制，强化县（市、区）和行业部门数据采集、录

作。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市

入、审核把关责任，对于违反贫困退出规定，弄虚作假、

（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省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向省委省

搞数字脱贫的，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群

政府签订责任书，市县比照省里做法层层靠实工作责任，

众满意度较低的，纪检监察和审计、社会监督发现违纪违

形成条块结合、纵横衔接的目标责任体系。要强化行业扶

规问题的，由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对市州党委政府主要负

贫责任，按照贫困县脱贫摘帽、贫困人口脱贫退出标准，

责人进行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特别要对故意弄虚作

提高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

假、授意编造脱贫数字、出具虚假文件材料、指使数据造

会保障水平，实现部门专项规划与脱贫攻坚规划有效衔
接，充分运用行业资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牵头制定精准

假，让贫困人口＂被脱贫＂的现象，按照脱贫验收责任体

１２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者给予调

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并指名道姓

组或自然村开展村民自治，通过议事协商，组织群众自觉
广泛参与扶贫开发。深入推进先锋引领行动，充分发挥各

一一通报曝光，以铁的纪律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生根。建立重大涉贫事件的处置、反馈机制，

级党代表作用，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整职务、降职，责令辞职、免职等组织处理，逐级依纪依

在处置典型事件中发现问题，不断提高扶贫工作水平。

（二十九）加强扶贫开发队伍建设。加强与精准扶贫

（二十八）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贫困

工作要求相适应的扶贫开发队伍和机构建设，完善各级扶

面门拿Ｔ∶

乡镇领导班子建设，有针对性地选配政治素质高、工作能
力强、熟悉＂三农＂工作的干部担任贫困乡镇党政主要领

贫开发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充实配强各级扶贫开发工作力

导。抓好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选

设，强化乡镇扶贫工作站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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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配强村级领导班子，突出抓好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

扶贫干部队伍能力水平。

量。加强贫困地区县级领导干部和扶贫干部思想作风建

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集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

（三十）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坚持正确舆论导

组织，提高贫困村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

向，全面宣传我省扶贫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准确解读省

挥好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完善村级组

委省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政策举措，生动报道各地

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将村干部报酬、村办公经费和其他

区各部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丰富实践和先进典型，深入挖

必要支出作为保障重点。注重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

掘贫困群众依靠自身努力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广泛调动

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到贫困地区驻村，选聘高校毕业生到贫

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贫困群众脱贫致

困村工作。加快推进贫困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继续落

富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树立脱贫光荣的鲜明导向。建立扶

实好＂四议两公开＂、村务联席会等制度，健全党组织领

贫荣誉制度，表彰对扶贫开发作出杰出贡献的组织和

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在有实际需要的地区，探索在村民小

个人。

２０２１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２７

分管领导、市（州）党委政府和省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向省委省政府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市（州）、县（市、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甘肃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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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办发〔２０１７〕９号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

区）层层压实责任，形成条块结合、纵横衔接的目标责任

体系。
第六条 坚持落实省委常委联系市（州）、省级领导
包抓县（市、区）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规划衔
接、到村到户措施落实、工作保障等重大问题，加强工作

指导和协调，注重抓点示范，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任务落

《甘肃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各市、州党委和人民政府，兰州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省
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省军区、武警甘肃省总
队，各人民团体，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已经省委、省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甘肃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推动省委省
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措施有效落实，如期实现＂两个确保＂

的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和《中共甘肃省
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及
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于全省１３个市州（除嘉峪关
市外）、５８个集中连片特困县、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党委和

政府，以及承担脱贫攻坚任务的省直相关部门脱贫攻坚责

任的落实。

实。
第七条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实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的双组长制度，负责全省脱贫攻坚的综合协

调，系统谋划帮扶计划、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明确全省
脱贫攻坚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书，建立健全扶贫成效
考核、贫困县约束、督查巡查、贫困退出等工作机制，完

善农村贫困统计监测体系，组织实施对市（州）、县

（市、区）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组织开展
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和第三方评估检查，负责贫困县退出验
收工作，有关情况向省委省政府报告。
第八条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办落实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按照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安排，强化

统筹协调、决策服务，主要负责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精
准退出、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和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监管，

抓好全省脱贫攻坚档案库和大数据平台建设的管理运行，
细化实化脱贫攻坚挂图作业，建立部门间信息互联共享机

制，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提供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贫困村基础数据，引导各类资源精确配置。
第九条 省级财政应当调整支出结构，建立扶贫资金

增长机制，明确省级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确保扶贫投入

力度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支持贫困县围绕精准脱贫突

第三条 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

出问题，以稳定持续脱贫为目标，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

作机制，构建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脱贫攻坚

扶贫规划为引领，统筹整合、集中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以
及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定点扶贫、＂千企帮千

责任体系。

第二章 省负总责

村＂等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第十条 健全完善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落实扶贫资金

第四条 省委省政府对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负总责，严
格执行一把手负责制，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的

违规使用责任追究制度。相关行业部门要适应大扶贫格局
的要求，负责本行业系统直接用于扶贫和整合用于扶贫资

工作格局；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的大政

金的监管；实施扶贫资金数据录入、信息公开制度，加强

方针和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制定政策措施，根据脱贫目标

扶贫资金分配使用、项目实施管理的监督检查和审计，定

任务制定全省脱贫攻坚滚动规划和年度指导计划并组织实

期开展交叉检查和重点抽查，及时纠正和处理扶贫领域违

施，重点抓好目标确定、资金分配、组织动员、监督考核

纪违规问题。

等工作；加强对市（州）、县（市、区）的组织指导和管

第十一条 省纪检监察机关围绕深化提高＂两查两

理协调，督促贫困县考核机制、约束机制、退出机制、涉

保＂专项行动成效，对脱贫攻坚进行监督执纪问责；省人

贫事件处置反馈机制的落实；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

民检察院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进行预防和集中整治；省审

做到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调离。

计厅对脱贫攻坚资金、重点项目和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第五条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向中央签署脱贫责任

书，每年向中央报告扶贫脱贫工作进展情况。省委省政府
１２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审计。
第十二条 积极支持配合台盟中央开展脱贫攻坚民主

监督工作。各级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加强协调配合，及时主

率；深入开展调研督查，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推广

动通报本地区脱贫攻坚总体情况、扶贫措施、重点工作和

典型，不断推动行业精准扶贫到户到人政策措施落地见

指标进度等，认真研究办理台盟中央提出的意见建议，并

及时报告办理情况。
第三章 行业责任
第十三条 省直相关行业部门要依据贫困县、贫困

效
第十八条 省直相关部门每年向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报告扶贫脱贫工作情况。健全完善行业部门定期述职制度
和行业扶贫考核监督机制，把行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
落实情况作为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基础数据，对照《甘肃省贫困退出
验收办法》的脱贫验收标准，组织指导市（州）、县

第四章 市县责任

（市、区）行业部门进行逐户核查，按照行业政策指标体
系采集相关数据信息，找准＂七个一批＂及危房改造、安

第十九条 市（州）党委和政府负责组织协调所属县
（市、区）扶贫项目实施的督促、检查和监督、资金使用

全饮水等对应贫困人口的基本信息、区域分布、致贫类型
和脱贫需求，形成通过本行业精准扶贫措施实现精准脱贫

和管理、脱贫目标任务完成等工作，对区域内减贫成效、
精准识别、精准退出、精准帮扶、扶贫资金管理等工作负

的管理清单；对因病、因学、因灾等致贫返贫的及时纳人

全面领导责任。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给予扶持，实行有进有出动态管理，确

保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按照行业标准得到认定。

２０２１

贫困村、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和退出工作，对贫困县、贫困
村、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动态管理工作进行检

一批＂及危房改造、安全饮水等措施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和纳入行业扶贫规划的贫困村，组织指导市（州）、

查考核，组织落实脱贫验收责任，对贫困县、贫困村、贫
困人口精准退出的真实性、稳定性负有审核把关责任。

县（市、区）行业部门逐级分类建立到村到户工作台账，

第二十一条 市（州）、县（市、区）要按照当年地

找准行业扶贫政策项目与贫困村、贫困户脱贫需求的结合

方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增列扶贫专项财政预算。支持贫困

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明确帮扶责任、帮扶内

容、完成时限；对已经脱贫的贫困人口，在攻坚期内保持

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撬动金融资本、社会帮扶
等资金投人扶贫开发，集中解决突出贫困问题。市

相关行业扶持政策不变、支持力度不减，确保贫困村、贫

（州）、县（市、区）负责扶贫资金的监管，每年对用于扶

困人口按行业政策和脱贫需求落实帮扶措施。

贫的项目资金进行全面审计，重点审计扶贫资金的实际使
用效果，确保整合资金真正用到扶贫开发上。

档立卡信息系统和全省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相关统计

第二十二条 市（州）党委政府指导贫困县严格执行

指标设计、信息审核、数据录入、汇总分析和与国家部门

约束机制，严禁在脱贫攻坚中搞形式主义。按照属地管

信息衔接比对等工作，指导培训基层数据录入人员，定期

理、分级负责、分类处置的原则，督促指导基层组织及时

组织统计录入帮扶措施和帮扶成效，做到信息真实、数据

排查利益相关方的矛盾纠纷，做好群众思想教育和心理疏

准确、账实相符、资料齐全，实时监测行业精准扶贫措施

导，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建立预案预警机

落实情况，加强行业成效统计和分析研判，按行业统计口

径对录入数据进行严格审核，并对行业数据的真实性负

制，预防涉贫事件的发生。
第二十三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

责，为考核和退出验收提供可靠依据。
第十六条 省直相关部门制定完善贫困退出验收相关

任，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定脱贫攻坚实
施规划，优化配置各类资源要素，组织落实各项政策措

指标的行业标准和退出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贫困户脱

施，为贫困群众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可持续脱贫的机

贫、贫困村退出、贫困县摘帽涉及行业部门的退出验收指
标，由省、市、县相关行业部门按照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

制、可持续致富的动力，拓展多元突破的有效脱贫路径，
推动全县脱贫攻坚任务落实。

安排，集中组织单项验收，提出认定意见，作为退出验收

第二十四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精

的主要依据，确保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按行业标准

准识别、精准帮扶、动态管理，以及对贫困县、贫困村、

验收退出。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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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市（州）党委和政府指导贫困县组织实施

第十四条 省直相关行业部门对核准后的通过＂七个

第十五条 省直相关部门按行业政策标准负责全国建

Ｎ门拿育

贫困人口精准退出的真实性、稳定性负有直接责任。组织

第十七条 省直相关行业部门围绕＂七个一批＂及危

指导同级行业部门、乡（镇）、村和驻村帮扶工作队，按

房改造、安全饮水等行业指标，加强对基层干部的业务培

照规定程序和要求，做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数据的采集和

训和工作指导，使基层干部熟悉和掌握行业到户到人政策

统计；逐村逐户制定脱贫攻坚实施计划，支持引导贫困

措施，提升做好行业精准扶贫的能力和水平；加强行业政

村、贫困户自主确定扶贫项目，抓好项目申报和实施，全

策的宣传力度，提高贫困群众对到村到户扶持政策的知晓

面参与项目的监督和评估，及时报告项目计划和资金执行

脱贫攻坚特载｜１２９

等情况，为贫困户提供资金、项目、技术和信息服务。

，

甘肃

帮扶力量，以帮扶对象稳定脱贫为目标，结合当地脱贫攻

第二十五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对扶贫资金管理监督负

坚规划，制定定点帮扶工作年度计划，细化实化智力扶

首要责任，应当建立健全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公开制度，落
实县级报账制、县级项目库建设、扶贫资金监管体系建

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等帮扶措施，争取政策资金项目
倾斜支持，协助开展考核评价工作，提升帮扶成效。

设、涉农项目资金监督管理等相关要求，加强审计监督，

第三十一条 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工会、共青

严肃查处挤占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侵吞延压、挥

团、妇联、残联、侨联、台联等单位优势，广泛动员社会

霍浪费扶贫资金的问题。

力量和个人参与扶贫，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

年鉴 加强扶贫政策宣传，发现、培育和推广扶贫脱贫先进典

助扶贫对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等活动，通过资金、项目、

型，因地制宜落实精准扶贫措施，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充

技术、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分调动贫困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激发脱贫致富的

能力。

２０２１

第二十六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应当指导乡（镇）、村

机构等各类组织，聚焦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开展帮

内生动力。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七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坚持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深入开展机关党组织与贫困村党组织结对共建工
作，强化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党组织书

第三十二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以

及有关部门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到位、

村党组织，为贫困村、贫困户如期脱贫提供有力的组织

工作成效显著的部门和个人，以适当方式予以表彰，并作
为干部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对在脱贫攻坚中做出突出贡

保证。加强县乡扶贫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实一线工作力

献的社会帮扶主体，予以大力宣传，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量，保障县、乡、村三级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任务相适

表彰。

记，优化村级班子，充实村级干部队伍，整顿软弱涣散

应的工作条件。

第三十三条 对脱贫攻坚责任落实不力，造成下列问

第五章 帮扶责任
第二十八条 持续深入推进扶贫行动，加强力量整合

题的，按照脱贫验收责任体系等有关规定和干部管理权
限，逐级依纪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和直接责

任。

和调配优化工作，确保驻村帮扶工作队对贫困村、帮扶责

（一）未完成年度减贫任务的。

任人对贫困户全覆盖，做到＂不脱贫、不脱钩＂；发挥驻

（二）违反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的。

村干部组织、指导、落实、监督职责，与村＂两委＂协调

（三）违反贫困县约束规定，发生禁止作为事项的。

配合，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开展贫困人口识
别、退出和建档立卡工作，指导制定并实施脱贫攻坚规划
和年度计划，监管扶贫资金项目，指导实施精准扶贫工

程，协助推动金融、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政策落实到
村到户，驻村帮扶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与基层组织共同对

精准识别和贫困村退出、贫困户脱贫的真实性、稳定性负
责。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强化省、市、县三

级管理责任，落实派出单位和县、乡党委统筹管理主体责

任，健全驻村帮扶工作队向所在乡（镇）党委述职评议制
度，着力提高减贫成效和群众满意度。

（四）违反贫困退出规定，弄虚作假、搞＂数字脱

贫＂的。
（五）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群众满

意度较低的。
（六）纪检、监察、审计和社会监督发现违纪违规问

题的。
（七）发生重大涉贫事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全省１３个市州（除嘉峪关市外）、５８个

第二十九条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必

集中连片特困县、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应当参照本实施办

须亲力亲为，推动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精准对

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其他有贫困人口的县
（市、区）参照本办法实施。

接机制，聚焦脱贫攻坚，注重帮扶成效，把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稳定脱贫作为工作重点，主动开展对接，整合用好资

源，加强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资金支持、社
会参与等方面的合作。
第三十条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积极向中央和

国家机关汇报衔接开展定点扶贫，借助双联平台引进省外

１３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具体解释工作由省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
第三十六条 本实施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起施行。

困县退出必须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让群众

甘肃省贫困退出验收办法
２０１７年５月８日

参与评价，做到全程透明。强化监督检查，开展第三方评

估，确保脱贫结果真实可信。
第四条 坚持正向激励。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

为确保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规范有序退出，根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

退出后，在攻坚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支持力

度不减，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贫。

退出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厅字〔２０１６】１６号）、《中共

第二章 退出验收标准

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

意见》（甘发〔２０１５〕９号）、《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
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甘发〔２０１６〕９

－

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五条 贫困人口退出验收标准。贫困人口退出以户
为单位，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

省定退出验收标准且吃穿不愁、有安全饮水，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共１１项具体指标，均为否决

第一章 基本原则

Ｉ门拿章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指标，全部达标后退出。涉及行业部门的退出验收指标，由

第一条 坚持实事求是。对稳定达到脱贫标准的要及

县级相关行业部门依据行业标准进行认定，形成汇总表和

时退出，新增贫困人口或返贫人口要及时纳入扶贫范围。

花名册，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部门认定意

注重脱贫质量，坚决防止虚假脱贫，确保贫困退出符合客

见是退出验收的主要依据。无部门认定意见的视为未

达标。

观实际、经得起检验。
第二条 坚持分级负责。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第六条 贫困村退出验收标准。贫困村退出以贫困发

市（州）县（市、区）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省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制定统一的退出验收标准和程序，负责督促指导、抽

生率为主要衡量指标，统筹考虑村内基础设施、基本公共
服务、产业发展和村集体经济等因素。共２０项具体指标，

查核查、评估考核、备案登记等工作。市（州）脱贫攻坚

均为否决指标，全部达标后退出。实施了整体易地扶贫搬

领导小组制定本地脱贫规划、年度计划和年度验收实施方

迁的贫困村，验收搬迁安置点的指标达标情况。涉及行业

案，抓好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县（市、区）脱贫攻坚领

部门的退出验收指标，由市级相关行业部门依据行业标准

导小组负责具体落实，确保贫困退出验收工作有序推进。

进行认定，形成汇总表和花名册，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字

第三条 坚持规范操作。严格执行退出验收标准、规

范工作流程，切实做到程序公开、数据准确、档案完整、

并加盖公章，部门认定意见是退出验收的主要依据。无部
门认定意见的视为未达标。

结果公正。贫困人口退出必须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

贫困人口退出验收标准

序号

指标类别

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省定退出验收标准

ｃｕ

收入

引

。

两不愁

亏

义务教育有保障

？

昌

不愁吃、不愁穿

有安全饮水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无辍学学生

接受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享受了相关特惠政策
家庭成员全部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了参保费用补贴政策

三保障

基本医疗有保障

患病人口享受了基本医保特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

１０

工

有增收渠道
无因病因学因房大额借贷（５万元以上）

寸

。

验收指标

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特惠政策

住房安全有保障

有安全住房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３１

－

贫困村退出验收标准

指标类别

序号

贫困发生率

卫

３
甘肃 ４

年鉴 ．５
２０２１

验收指标
贫困发生率降至３？？下

建制村通硬化路

路

有通自然村的道路

齐

基础设施

６

７

饮水安全农户比例达到１００％

电

通动力电的自然村比例达到１００％

店

危房改造完成率达到１００％

网

吕

建制村通网络

有主导产业

９
夕

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覆盖
有互助资金协会（社）

产业发展

１１

有集体经济收入

１２

教育

１３

４
１５
１６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无辍学学生

有需求的村建有幼儿园
有标准化村卫生室

医疗

公共服务

１７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保相关政策
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
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相关政策

１８

文化
养老

（６
２０

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乡村舞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

人居环境

村容村貌整洁

第七条 贫困县退出验收标准。贫困县退出以贫困发

依据行业标准进行认定，形成汇总表和花名册，由部门主

生率和农户住房、饮水、教育、医疗等保障情况为主要衡 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部门认定意见是退出验收的主
量指标。共７项具体指标，均为否决指标，全部达标后退 要依据。无部门认定意见的视为未达标。
出。涉及行业部门的退出验收指标，由省级相关行业部门
贫困县退出验收标准

序号

！

２

类别
贫困人口

ｍ寸
６

？

贫困发生率降至３？？下

住房

危房改造完成率达到１００％

饮水

饮水安全农户比例达到９５？？上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

教育

了

验收指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

医疗

１３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保相关政策
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

助等相关政策

第三章 退出验收程序

验收指标涉及的市县两级相关行业部门组成验收工作组，
对乡镇上报的拟退出贫困村逐村逐项实地进行验收。验收

第八条 制定贫困退出时序。按照到２０２０年现行标准

工作组根据市直相关行业部门提供的单项认定汇总表进村

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总体目标，
依据退出验收标准，自下而上科学制定贫困县摘帽、贫困
人口脱贫计划，作为验收考核的依据。

核实，在《贫困村退出验收表》上填写部门认定意见及验
收工作组意见，形成验收结果，由验收工作组组长签字

第九条 贫困人口退出验收程序。县（市、区）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是贫困人口退出验收的责任主体。验收程

序是∶

确认。

拿章

３．签字认定。对照贫困村退出验收指标全部达标的，
形成本市（州）退出贫困村名单，由县（市、区）委书
记、县（市、区）长、县（市、区）扶贫办主任、县

１．乡村初验。每年１１月初，由乡（镇）组织村两委、

（市、区）统计局局长签字认可，报市（州）脱贫攻坚领导

驻村帮扶工作队开展入户摸底调查，对照贫困人口退出验

小组由市（州）委书记、市（州）长签字认定，在本市

收标准，逐户测评，提出拟退出贫困人口名单，组织召开

（州）及拟退出贫困村所在县（市、区）主要媒体上公告，

包括拟退出贫困户在内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民

并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主评议，村内公示无异议的，填写《贫困人口退出验收

表》（附件２），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核实签字、拟脱贫户签字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第十一条 贫困县退出验收程序。省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是贫困县退出验收的责任主体。验收程序是∶
１．县区申请。每年１２月初，由县（市、区）脱贫攻坚

认可。拟退出贫困人口名单报乡（镇）审核，由乡（镇） 领导小组根据贫困县退出验收标准进行自评，达到退出验
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扶贫工作站站长（扶贫
专干）签字认可，报县（市、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２．县区验收。县（市、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退

出验收指标涉及的相关行业部门组成验收工作组，对乡镇

收标准的县（市、区），填写《贫困县退出验收表》（附件
４），经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县（市、

区）扶贫办主任、县（市、区）统计局局长签字认可后，

向市（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提出退出验收申请。

上报的拟退出贫困人口逐户逐项实地进行验收，验收工作

２．市州初验。市（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对申请退出

组根据县直相关行业部门提供的单项认定汇总表和花名册
入户核实，在《贫困人口退出验收表》上填写部门认定意
见及验收工作组意见，形成验收结果，由验收工作组组长

的贫困县，组织相关行业部门实地进行初验，初验达标的

县（市、区），由市（州）委书记、市（州）长在《贫困县
退出验收表》上签字，向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提出贫困县

签字确认。对照贫困人口退出验收指标全部达标的，形成 退出验收申请。
３．省级验收。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省级相关部
全县（市、区）脱贫人口名单，由县（市、区）委书记、
门，对市（州）提出退出验收申请的贫困县进行实地验

县（市、区）长、县（市、区）扶贫办主任、县（市、
区））统计局局长签字认定，报市（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收，结合第三方评估意见提出拟退出县名单，并在全省、

３．省市核查。市（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抽查

拟退出县所在市（州）、县（市、区）本地主要媒体上

后，由市（州）委书记、市（州）长签字认可并报省脱贫

公示。

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委托第三方

４．退出认定。公示无异议后，片区县报国务院扶贫开

对贫困人口退出情况进行评估检查后，由县（市、区）政

发领导小组进行专项评估核查，符合退出条件的由省政府

府批准退出。
第十条 贫困村退出验收程序。市（州）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是贫困村退出验收的责任主体。贫困村退出验收与

贫困人口退出验收同步开展。验收程序是∶
１．乡村自评。每年１１月初，由乡（镇）组织村两委和

正式批准退出并向社会公告，不符合退出条件或未完整履
行退出程序的，责成相关市（州）进行核查处理；插花型

贫困县由省政府批准退出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章 工作要求

驻村帮扶工作队对贫困村退出验收指标达标情况进行测评，

第十二条 切实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的贫困村，填写《贫困村退出验收表》

视贫困退出验收工作，认真履职尽责。贫困退出年度任务

（附件３），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签字确认，并在本乡（镇）范围内公示。公示无异

完成情况纳入省级对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扶贫

议后，由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乡（镇）扶贫

坚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靠实各行业部门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内容。各市（州）、县（市、区）脱贫攻

工作站站长（扶贫专干）签字认可，报县（市、区）脱贫 在退出验收工作中的责任，及时研究解决退出验收工作中
发现的问题，为退出验收顺利开展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攻坚领导小组。
２．市县验收。由市（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退出

各级相关行业部门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对相关行业指标进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３３

行验收认定，提出认定意见。扶贫部门要做好指导培训、

产、住房等非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农

信息录入、协调服务等工作。

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

出工作的督促检查，确保实体性要求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红利收入、储蓄性
保险净收益、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出租房屋

程序性要求不变通、不走样，防止贫困人口＂被脱贫＂、贫

净收入、出租其他资产净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等。

困村和贫困县＂被摘帽＂。对贫困退出验收工作中发生重大

财产净收入不包括＂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分红收入。
转移净收入计算公式为∶转移净收入＝转移性收入－转

第十三条 强化监督问责。有关部门要加强对贫困退

。

甘肃
年鉴 究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

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等问
题的，要按照＂４３４２＂责任体系的相关要求，依纪依法追

２０２４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５８个片区县、１７个插
花型贫困县和建档立卡的贫困村、贫困人口。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移性支出。
转移性收入，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农户的各种
经常性转移支付和家庭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包括政
府、非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农户转移的养老金或退

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惠农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

灾款、经常性捐赠和赔偿等；家庭之间的赡养收入、经常

解释。退出验收指标由相关行业部门负责解释。

性捐赠和赔偿以及农村地区（村委会）在外（含国外）工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２０１６年１月８
日印发的《甘肃省建立贫困人口和贫困县退出机制实施细

作的本农户非常住成员寄回带回的收入等。转移性收入人不

则（试行）》同时废止。

不包括危房改造等到户建设项目补助资金。

包括报销医疗费用、婚丧嫁娶收取礼金等人情往来资金，

附件∶１．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转移性支出，指农户对国家、单位、其他农户或个人

２．贫困人口退出验收表

的经常性或义务性转移支付。包括缴纳的税款、各项社会

３．贫困村退出验收表
４．贫困县退出验收表

保障支出（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附件１
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险、生育保险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赡养支出、经常性
捐赠和赔偿支出以及其他经常转移支出等。
家庭常住人口，即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６个月以上，
而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外出从业人员在

外居住时间虽然在６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
一、贫困人口退出验收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１．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当年省定退出验收标准。省定

济与本户连成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中专及以上的

退出验收收入标准２０１６年为３５００元，以后年度参照国家公

等）在半年以内的，未登记户籍的不记入基数，登记户籍

布的扶贫标准增长幅度测算确定。
人均纯收入采用国家统计局现行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的记入基数；半年以上无论户籍是否登记，均记入基数，

入指标体系，结合稳定脱贫所需的收入可持续性要求进行

记入基数，在半年之后未销户的，从第七个月起无论是否

计算。人均纯收入＝（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

销户，不记入基数。失踪在两年以内的记入基数，两年以

入＋转移净收入）÷家庭常住人口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
稳定超过３５００元，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上的不计入基数。现役军人以及常年在外（不包括探亲、
看病等）且已有稳定的职业与居住场所的外出从业人员，

纯收入既包括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
的来源，，纯收入包含四项∶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
工资性收入，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
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包括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各种自

在校学生记入常住人口基数。新增加人口（新生、娶妻

并帮助解决户籍问题。减少人口（（如死亡），从销户次月起不

不计入基数。
２．有增收渠道。指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有一项特色增收

产业或一门增收技能；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了中、高等职业

教育。
特色增收产业是指有一定规模且为家庭经营收入主要

来源之一的产业项目，包括特色种养业、设施农业、特色
由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
经营净收入，指农户或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 林业、加工业、传统手工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有
获得的净收入，是全部经营收入中扣除经营费用、生产性 劳动能力的家庭至少有一项特色增收产业是指∶参加了相
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税之后得到的净收入。计算公式为∶

关部门组织开展的实用技术培训，取得了培训合格证书或

经营净收入＝经营收入－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生

有培训台账记录，掌握了实用技术；有需求的家庭享受了

产税。

５万元以下（含５万元）精准扶贫专项贷款；能力有明显提

财产净收入，指农户或家庭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 高，收入有明显增加。
１３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增收技能是指家政服务、烹饪、木工、瓦工、焊工、 职教育国家助学金每人每年２０００元。⑥其他新出台的特惠
园艺工、保安员等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就业技能。有劳动能
力的家庭有一门增收技能是指∶家庭中有培训需求的外出
务工人员（包括有外出务工意愿的人员），参加了就业技

政策。贫困户中接受了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享受了

能、劳务品牌、创业等职业技能培训，并获得由人社、农

８．家庭成员全部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享受

牧等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书，能力有明

了参保费用补贴政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费用补

上述特惠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贫困户中无
学前和高中阶段学生，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贴政策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参
显提高，收入有明显增加。
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了中等职业教育（含普通中专、成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全部或部分补

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院校）和高等职业教育。
上述三个条件至少满足一个，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

贴。贫困家庭全部成员都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且符合条件的全部享受了参保费用补贴政策，该项指标达

标准。贫困家庭成员没有劳动能力，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 到退出验收标准。

收标准。

３．无因病因学因房大额借贷（５万元以上）。贫困户没

Ｉ门拿章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９．患病人口享受了基本医保特惠政策。基本医保特惠

有因为治病、上学、建房向亲友借钱或向银行贷款５万元

政策包括∶①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
比例提高５个百分点。②其他新出台的基本医保特惠政

以上。不包括精准扶贫专项贷款、互助资金借款等用于发

策。贫困家庭中没有患病人口，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

展生产的借贷和生源地助学贷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因

准；贫困家庭中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上述基本医保特惠政

建房享受的中长期优惠贷款。借贷小于等于５万元视为无

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０．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

大额借贷，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借贷大于５万元
视为有大额借贷，该项指标达不到退出验收标准。

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特惠政

４．不愁吃、不愁穿。贫困家庭不为吃饭发愁，家有余

策。大病保险特惠政策包括∶①住院费用报销。参保的建

粮或有钱购粮，所有成员四季有衣换，该项指标达到退出

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住院费用按现行基本医保政策规定报销

验收标准。

后，个人自负部分达到起付线３０００元的纳入大病保险，以

５．有安全饮水。安全饮水标准是∶水质符合《生活饮

个人自负超过３０００元的部分为补偿基数，报销比例分段递

用水卫生标准》（ＧＢ５７４９－２００６）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
水量不少于４０升，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１０分钟，供水

增。补偿基数０￣１万元（含１万元）报销５０？万￣２万元
（含２万元）报销５５？万￣５万元（含５万元）报销

保证率不低于９５？？贫困家庭有安全饮水，该项指标达到 ６０？万元以上报销６５？？报销额度上不封顶。②慢特病

退出验收标准。
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无辍学学生。贫困家庭中义
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没有辍学学生（因病休学和因残疾、

智障而不能上学、辍学、休学的除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
验收标准；贫困家庭无义务教育适龄人口，该项指标达到

退出验收标准。
７．接受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享受了相关特惠政

门诊治疗费用报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慢特病门诊治疗费

用，按现行基本医保政策常规报销后，个人负担的合规医

疗费用达到３０００元起付线的纳入大病保险再次报销，报销
基数０￣１万元（含１万元）报销５０？万￣２万元（含２万
元）报销５５？万￣５万元（含５万元）报销６０？万元
以上报销６５？？年内报销最高５万元。③其他新出台的大

病保险特惠政策。

策。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特惠政策包括∶①学前教育免除

医疗救助特惠政策包括∶①常规医疗救助。符合医疗

保教费政策。对全省在园幼儿按每人每年１０００元标准免除

救助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

（补助）保教费（低于每人每年 １０００元的按实际缴费免

范围内住院费用中，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

除）。对５８个片区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园幼儿每人每年 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
再增加１０００元的补助。鼓励市县通过向适龄幼儿家长发放

用，在年度救助限额内按不低于７０？？比例给予救助，其

教育券的形式推进政策。②普通高中教育免除学杂费和书

中特困供养对象按不低于９０？？比例给予救助。省级确定

本费政策。对７５个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在省内普通高中

的住院救助年度最高救助指导限额为３万元，有条件的地

就读学生，按每人每年８００元标准免除（补助）学杂费和

区可根据当地救助需求和医疗救助基金筹集等情况适当提

书本费，所需资金由省级财政承担。③普通高中助学金政

高额度。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建

策。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每人

档立卡贫困人口重特大疾病政策范围内单病种诊疗费用，

每年２０００元。④中职教育免除学费政策。贫困户学生就读 对经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
中等职业学校按每生每年２０００元标准免除学费。⑤中职教

育国家助学金政策。为中职一、二年级贫困户学生提供中

险、商业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负担费用，按８０？？比例给予
救助。省级确定的单病种年度最高救助指导限额标准为６

脱贫攻坚特载｜１３５

万元。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病种调整扩大为５０种。③其
他新出台的医疗救助特惠政策。

疾病应急救助政策包括∶①对患有急重危伤病但无力

甘肃

明显裂缝，个别屋面板塌落。
Ｄ级标准∶承重结构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
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Ｄ级标准要点为∶１．地基

缴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所拖欠的急救费用，先由工伤保 基础∶地基基本失去稳定，基础出现局部或整体坍塌；２．
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公共卫生经费、医疗救助 墙体∶ 承重墙有明显歪闪、局部酥碎或倒塌；墙角处和
基金等渠道按规定支付，无上述渠道或经上述渠道支付后 纵、横墙交接处普遍松动和开裂；非承重墙、女儿墙局部
费用有缺口的，由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给予补助。②其他新

倒塌或严重开裂；３．梁、柱∶梁、柱节点破坏严重；梁、

年鉴 出台的疾病应急救助政策。
贫困家庭中没有患病人口，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

柱普遍开裂；梁、柱有明显变形和位移；部分柱基座滑移

准；贫困家庭中有患病人口但不符合政策条件，该项指标

开裂，且部分严重开裂；楼、屋盖板与墙、梁搭接处有松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贫困家庭中有患病人口、符合政策享

受条件、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

动和严重裂缝，部分屋面板塌落；屋架歪闪，部分屋盖
塌落。

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特惠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

贫困户原有主要居住用房的安全等级，由县级建设部

２０２１

出验收标准。

严重，有歪闪和局部倒塌；４．楼、屋盖∶楼、屋盖板普遍

门牵头，依据《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进

１１．有安全住房。贫困户原有主要居住用房应达到住房

行鉴定，并出具农村房屋安全鉴定报告。鉴定为＂Ａ、Ｂ＂

和城乡建设部２００９年印发的《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

级的，属安全住房，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鉴定为

（试行）》中＂Ａ、Ｂ＂级标准。

＂Ｃ、Ｄ＂级的，属危险性住房，经过修缮加固或者拆除重

Ａ级标准∶结构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未发现危险
点，房屋结构安全。Ａ级标准要点为∶１．地基基础∶地基

建后，该项指标方可达到退出验收标准。Ｄ级危房必须拆
除重建，Ｃ级危房应进行修缮加固。

基础保持稳定，无明显不均匀沉降；２．墙体∶承重墙体完

改造后的农村住房应达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２０１３年印

好，无明显受力裂缝和变形；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

发的《农村危房改造最低建设要求（试行）》确定的标准。

处无松动、脱闪现象。非承重墙体可有轻微裂缝；３．梁、
柱∶梁、柱完好，无明显受力裂缝和变形，梁、柱节点无

改造后的农村住房由县级建设部门组织验收，并出具
验收报告。验收合格的，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破损，无裂缝；４．楼、屋盖∶楼、屋盖板无明显受力裂缝

二、贫困村退出验收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和变形，板与梁搭接处无松动和裂缝。

１．贫困发生率降至３？？下。贫困发生率＝（贫困村贫

Ｂ级标准∶结构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

困人口数÷贫困村农村人口数）×１００？？贫困村农村人口指

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基本满足正常

本村常住人口，常住人口概念参照＂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

使用要求。Ｂ级标准要点为∶１．地基基础∶地基基础保持

当年省定退出验收标准＂相关指标解释。贫困发生率降至

稳定，无明显不均匀沉降；２．墙体∶ 承重墙体基本完好， ３？？下，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贫困发生率大于等
无明显受力裂缝和变形；墙体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无

于３？？该项指标达不到退出验收标准。

松动、脱闪现象；３．梁、柱∶梁、柱有轻微裂缝；梁、柱

２．建制村通硬化路。指贫困村村委会或学校有与邻近

节点无破损、无裂缝；４．楼、屋盖；楼、屋盖有轻微裂

的任一国省道或县乡道等路线便捷相衔接的沥青路或水泥

路。有一条及一条以上硬化路，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
缝；屋架无倾斜，屋架与柱连接处无明显位移；５．次要构 准；没有通硬化路，该项指标达不到退出验收标准。
缝，但无明显变形；板与墙、梁搭接处有松动和轻微裂

件∶非承重墙体、出屋面楼梯间墙体等有轻微裂缝；抹灰

３．有通自然村的道路。指行政村内２０户以上集中居住

层等饰面层可有裂缝或局部散落；个别构件处于危险状态。

的自然村，有可以通行农用机动三轮车的道路，该项指标

＂Ｃ、Ｄ＂级标准属于危房。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Ｃ级标准∶部分承重结构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
４．饮水安全农户比例达到１００？？饮水安全农户比例＝
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Ｃ级标准要点为∶１．地基基

（有安全饮水的农户÷农户总数）×１００？？安全饮水概念参

础∶地基基础尚保持稳定，基础出现少量损坏；２．墙体∶

照＂饮水安全有保障＂指标解释。饮水安全农户（包括贫

承重的墙体多数轻微裂缝或部分非承重墙墙体明显开裂，
部分承重墙体明显位移和歪闪；非承重墙体普遍明显裂

困户和非贫困户）比例达到１００？？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

标准。

缝；部分山墙转角处和纵、横墙交接处有明显松动、脱闪

５．通动力电的自然村比例达到１００？？通动力电的自然

现象；３．梁、柱；梁、柱出现裂缝，但未达到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个别梁柱节点破损和开裂明显。４．楼、屋盖∶

村比例＝（贫困村通动力电的自然村数÷贫困村全部自然村

数）×１００？？动力电指用于生产的三相动力电。对于大电

楼、屋盖显著开裂；楼、屋盖板与墙、梁搭接处有松动和 网延伸不到的自然村，配备了柴油发电机等方式解决动力
１３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电问题的视为通动力电。通动力电的自然村比例达到 要求，有或无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００？？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６．危房改造完成率达到１００？？全村纳入全国农村住房
信息系统且标记为＂十三五＂危改任务的分散供养五保

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
他危房户的危房，按计划全部改造完成，该项指标达到退
出验收标准。危窑改造参照执行。长期无人居住、长期遗

弃的房屋不纳入危房改造范围。

１４．有标准化村卫生室。标准化村卫生室参照卫生部门
相关标准，卫生室建筑面积在６０平方米以上，诊断室、治

疗室、药房三室分设，配备乡村医生。有标准化村卫生

室，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贫困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人数÷贫困村农村常住人口数）×１００？？参保率大于等于

７．建制村通网络。贫困村有可以连接到互联网的宽带 ９５？？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网络或者３Ｇ、４Ｇ无线网络。可以连接到互联网，该项指标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８．有主导产业。指贫困村有在经
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农户

１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保相

１７．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

达不到退出验收标准。

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

组织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覆盖该贫困村，该项指标达到

退出验收标准。

等相关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８．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乡村舞台）。指集宣传文
化、党员教育、体育健身等为一体的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

１０．有互助资金协会（社）。贫困村建立了互助资金协

心，标准为∶有表演戏台及文体广场（配备一定的体育健

会（社）并制度完善、机构健全、资金安全、运行规范、

身器材）；篮球场（有条件的可增设乒乓球、排球和羽毛球
场）；农家书屋（或电子阅览室）；多功能活动（教育、培

效益良好，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虽然有互助资金
协会（社），但是运行不规范、效益不佳、群众意见较大

的，没有启动运行造成资金沉淀的等其他情形均达不到退

出验收标准。

２０２１

关政策。全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

业，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无主导产业，该项指标
９．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覆盖。贫困村有农民专业合作

甘肃
年鉴

医保相关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相
关政策。全村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都享受了大病保险（含

普遍参与，该产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主导产

Ｎ门拿育

训、会议）室。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乡村舞台）且达
到退出验收标准的，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９．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城乡

１１．有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经营收入＋发包及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上交收入＋补助收入（不包括村干部报酬和村级办公经

人数÷１６周岁以上＜不含在校学生＞的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
费）＋投资收益＋其他收入。
经营收入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生产、服务等经营 的户籍人口数）×１００？？参保率大于等于９５？？该项指标

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农产品销售收入、物资销售收入、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租赁收入、服务收入、劳务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是指农

户和承包单位因承包集体耕地、林地、果园、鱼塘等上交

２０．村容村貌整洁。贫困村脏乱差问题有效治理，垃圾
污水处理得当，人畜科学分离，村庄基本绿化，该项指标

的承包金及村（组）办企业上交的利润。投资收益是指村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集体经济组织以资产进行投资，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扣除投
资损失后的数额。其他收入是指村集体经济组织除经营收

三、贫困县退出验收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
１．贫困发生率降至３？？下。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

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和投资收益以外的收入。如；罚款收

数÷农村人口数）×１００？？农村人口概念见贫困村＂贫困发

生率降至３？？下＂指标解释。贫困发生率降至３？？下，
入、存款利息收入、固定资产及库存物资盘盈收入等。
贫困村制定了集体经济发展计划，有集体经济收入并 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贫困发生率大于等于３？？该
逐年增长，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项指标达不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２．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无辍学学生。全村常住人口

２．危房改造完成率达到１００？？全县纳入全国农村住房

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没有辍学学生（因病休学和因残

信息系统且标记为＂十三五＂危改任务的分散供养五保

疾、智障而不能上学、辍学、休学的除外），该项指标达到

户、农村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

退出验收标准。

他危房户的危房，按计划全部改造完成，该项指标达到退

１３．有需求的村建有幼儿园。常住人口１５００人及以上
有需求的贫困村有幼儿园（班），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

准；常住人口１５００人以下的贫困村对幼儿园建设不做硬性

出验收标准。危窑改造参照执行。长期无人居住、长期遗

弃的房屋不纳入危房改造范围。
３．饮水安全农户比例达到９５？？上。饮水安全农户比

脱贫攻坚特载｜１３７

例＝（有安全饮水的农户÷农户总数）×１００？？饮水安全标

５．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５？？上。城乡

准参照贫困人口＂有安全饮水＂指标解释。贫困县已建立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县域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完备的农村供水工程管护机制，即建立以县为单元的县级 险人数÷县域常住人口数）×１００？？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专管机构，建立满足日常需要的县级维修养护基金，建立 参保率大于等于９５？？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

甘肃

健全了县级水质检测中心（包括机构、人员及运行经费），

饮水安全农户（包括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比例达到９５？？

关政策。全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

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医保相关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年鉴 育巩固率＝（初中毕业班学生数÷该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
２０２１

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基本医保相

４．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全省贫困县平均水平。义务教

７．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

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相

生数）×１００？？全县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当年全省贫困县
（５８个片区县和１７个插花型贫困县）平均水平，该项指标

关政策。全县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全部享受了大病保险

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助等相关政策，该项指标达到退出验收标准。

１３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含门诊慢特病）、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

附件２ 贫困人口退出验收表

户主姓名∶

所在村组∶

村

组（社）

家庭人口数∶ 人

验收

工作
组意

部门认定意见

序号 类别 验收指标
指标

＼

乡村验收意见
认定部门认定意见

？

人均纯收入稳定

超过当年省定退人均纯收入是否超过退出验收标准 是□ 否□（收入 元）

出验收标准

１．有无特色增收产业有□无□

ｃ收入

有增收渠道

是否取得了实用技术培训合格证书或是否有培训台账记录是□否□

有贷款需求的是否享受了精准扶贫专项贷款 是□ 否□

高出 甘肃
门拿窄

验收

标准

唑一蒋”

村两委、达 标□ 是□
驻村帮扶未达标□ 否□
工作队
县农 牧
林 业、科达 标□
技、财政

等相关部未达标□

匹

年鉴

２０２１

是□

否□
２．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包括有外出务工意愿人员）有□无□
有培训需求的外出务工人员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合格证书）是□ 否□ 县人社局未达标□

达 标□

标□
县教育局达
未达标□
无因病因学因房有无因病因学因房５万元以上大额借贷 无□ 有□（借贷 元，其中因病 元，多（镇）、
达 标□ 示口
大额借贷（５万元
３．贫困家庭子女是否接受了中职或高职教育 是□ 否□

３

因学 元，因房 元）

以上）

寸

窗

未达标□ 否□

不愁吃□ 愁吃□

乡（镇）、达 标□

不愁穿口 愁穿□

乡（镇）、达 标□ 否口

不愁吃、不愁穿

邮的有安全饮水

邵

有口 无口

义务教育阶段适｜１．有无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 有□ 无□

桂

每

未达标□ 是口
未达标□

达 标□ 是□

县水务局未达标□ 否□

龄人口无辍学学２．有无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辍学学生（因残疾、智障而不能上学或辍学的填县教育局达 标口 涵口
６二保障， 生
未达标□ 吞□
＂无＂）无□有□

义务接受学前和高中｜１．有无学前、高中、中职学生 有（学前□ 高中□ 中职□）无□

教育阶段教育的学生 ２．学前教育学生是否享受相关特惠政策 是□ 否□
有保 ∶享受了相关特惠３．高中学生是否享受相关特惠政策 是□ 否□

障

政策

４．中职学生是否享受相关特惠政策 是□ 否□

加了城乡居民基

标□
县卫计委达
未达标□ 是四

受了参保费用补符合条件的是否全部享受了参保费用补贴政策 是□ 否□

标□
县民政局达
未达标□

家庭成员全部参家庭成员是否全部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是□ 否□

史

ｏ

标□ 是口
县教育局达
未达标□ 否□

本医疗保险并享

贴政策

患病人口享受了
基本基本医保特惠政１．有无患病人口 有□ 无□

医疗 粱

西

｜２．患病人口是否享受了基本医保特惠政策是□ 否□

县卫计委达 标□

否□

是口

未达标□ 否□

｜１．有无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 有□ 无□

标□
２．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是否享受了大病保险（含门诊慢特病）特惠政策是□ 否县卫计委达
未达标□
人口享受了大病

符合条件的患病

１０

。

特病）、医疗救助
１．有无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 有□ 无□
（含重特 大疾２．符合条件的患病人口是否享受了医疗救助（含重特大疾病）、疾病应急救助等特县民政局达

病）、疾病应急救

助等特惠政策 惠政策 是□ 否□

住房

安全有安全住房
有保

个学

口

保险（含门诊慢

是□

标□

否□

未达标□

１．现有主要居住用房是否达到《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确定的Ａ、Ｂ
级标准 是□（Ａ级□ Ｂ级口）否□
县住建局达
│２．人均居住面积是否达到１５平方米以上是□（人均 平方米）否□

标□ 是□
未达标□ 否□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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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证农村扶贫开发工

作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是甘肃省关于农村扶贫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农村扶贫开发投

开发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的出台，是甘肃省

人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

扶贫开发工作的一个里程碑，为甘肃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提供了法律保障。

应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５８号）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落实农村扶贫
开发目标责任制度和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将农村扶贫开发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考核评价人民政府和相关部门及其

负责人的重要内容。

《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８日
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公

布，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组织、鼓励、支持

社会各界参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做出
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章 扶贫对象

２０１７年７月 ２８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十条 农村扶贫对象是指符合国家扶贫标准的农村

贫困人口。

精准脱贫，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加快贫困地区经

第十一条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范围是∶
（一）经识别确定的贫困户；

济社会发展，实现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结

（二）经识别确定的贫困村；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推进精准扶贫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农村扶贫开发活动，适

用本条例。

（三）国家确定的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四省涉
藏工作重点省范围内的本省贫困县（市、区）；

（四）经识别确定的省级＂插花型＂贫困县（市、区）。

本条例所称农村扶贫开发，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

省人民政府确定或者调整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范围

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通过政策、资金、项

时，应当对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自然灾害频发区等

目、技术、信息、人才等支持，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

地区的扶贫对象给予倾斜。

力，帮助扶贫对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活动。
第三条 农村扶贫开发应当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做到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扶贫开发与

生态保护并重、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重点帮扶
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加大深度贫困地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农
村扶贫标准与识别程序，精准识别，建档立卡，确定农村

扶贫对象。
有关个人或者单位应当如实提供识别、确定扶贫对象

所需信息及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贫困户的确定，由农户向村民委员会提出

区脱贫攻坚力度，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评议公示后报乡镇人

精准扶贫的原则，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

民政府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公示后报县级人民政府审

市场运作和扶贫对象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扶贫机制，形成专

定，县级人民政府将审定结果公告后，按照国家和本省有

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关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主管机构备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负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协

贫困村的确定，由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乡镇人民
政府审查公示，报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公示后，按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报省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主管机构审定。

调机制，统筹推进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根据

第十四条 贫困户、贫困村的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

农村扶贫对象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扶贫措施，综合提

日。在公示期内，村民或者有关人员对公示内容有异议

高农村扶贫开发能力和绩效。

的，由发布公示的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人民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主管机构负

政府在七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对答复不服的，可以

责统筹协调、决策服务、指导推动本行政区域的农村扶贫
开发工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扶贫开发

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提出复核申请，并由其在十五个工作日
内做出书面复核答复。

１４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录入及时、内

扶贫，增加扶贫对象收入。

容准确、数据共享的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扶贫对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劳动力

象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贫困退出机制

创业就业和劳务输出培训机制，加强贫困人口的职业教

及其实施细则，对已经达到退出验收标准的扶贫对象，依

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验收、评议、审核之后，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按程序确认。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已经认定为脱贫的扶贫对

象，应当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扶持，防止返贫。

各级人民政府对已经认定为脱贫但又返贫的扶贫对
象，应当及时依照规定的条件、程序重新认定。

第三章 扶贫措施

育、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推进劳动力转移

就业。
鼓励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劳务培训基地，通过开展订

单培训、定向培训，建立和完善输出与输入地劳务对接

机制。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贫困地区不

同生态条件、环境状况，制定政策措施，支持实施退耕还
林、退牧还草、禁牧休牧轮牧、水土保持、天然林保护和

村扶贫开发规划，并负责组织实施。农村扶贫开发规划应
当与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行

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建立健全学前教育
机构及其师资、经费保障机制，落实国家和地方关于贫困

业发展等规划相衔接。

学生学杂费减免、贫困地区教师和贫困学生生活补助、农

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规划，应当与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相衔接。
省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贫困乡村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善贫困乡村医疗与康复服务设施

依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农村扶贫规划，制定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条件，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建立

据本级农村扶贫规划、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制定项

目实施方案，确保项目到村、效益到户。

城市医疗卫生人员支援贫困地区制度，防止农村居民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风险补偿等

措施，实施精准扶贫小额贷款工程。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扶贫对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满足农

象建立精准扶贫工作台账，并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对

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求；鼓励保险机构在农村扶贫地区

扶贫对象进行分类扶持。

建立基层服务站点，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发展特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扶贫

色农业保险。

工作帮扶机制，组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与农村

以及其他组织对农村扶贫对象进行帮扶，明确其帮扶任

扶贫开发相衔接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
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贫

务、目标和责任。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贫困地区交

困人口纳入救助范围。

通、水利、电力、通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广播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配合

电视、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公路养

做好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和中央国家机关、企

护、土地整治、农村饮水安全、牧民定居和危房改造等民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定点帮扶。

生工程支持力度。

第三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扶贫与扶志、扶
智相结合，激发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增强其自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群众自愿、

因地制宜、积极稳妥的原则，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
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

２０２１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农村贫困地

区教育资源配置和布局，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快义务教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依

甘肃
年鉴

气象地质灾害预防治理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涉及农村扶贫的其他专项发展

Ｎ门拿育

我发展能力。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贫困地区产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农村扶贫开发项

业发展规划，出台专项政策，引导、支持扶贫对象利用本

目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农村扶贫规划、区域发展与扶贫

地资源优势，培植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扶持有助于带动和

攻坚规划，建立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库。

帮助扶贫对象脱贫致富的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农村扶贫开发项目行业主管部

庭农场，开展光伏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资产收益

门对有关单位提出或者征集到的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应当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４３

组织相关部门、相关领域专家科学论证，并在公开征询社
会公众意见后，精准确定入库项目。

。。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
扶贫开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从农村扶贫项目库中
优选项目，编制项目实施计划，依照各自的权限和规定程

序审批，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农村扶贫项目行业主管部门

甘肃 备案。

第六章 扶贫监督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
下列农村扶贫开发事项向社会公开∶

（一）扶贫开发政策；
（二）扶贫规划及年度扶贫工作方案；

年鉴 更的，应当按程序报原批准部门审批。

农村扶贫开发项目一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

２０２１

取、截留、挤占、挪用农村扶贫资金。

第三十四条 农村扶贫项目实施单位应当根据批准的

（三）年度扶贫项目实施计划；

（四）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年度安排计划、资金使用

情况；

项目计划制定实施方案，主动接受项目主管部门和其他相

（五）其他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

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定期向项目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报告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项目实施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
农村扶贫开发项目竣工后，由项目实施单位报请主管

应当将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通过询

问、质询、代表视察、听取专项报告等方式，依法加强对

部门按规定标准和程序组织验收。
第三十五条 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实施单位应当将项目

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监督。

名称、地点、内容、投资规模、竣工时间和项目资金使用

开发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

情况等向社会公示。

使用和管理进行绩效考核评价。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农村扶贫开发项目行
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村扶贫项目管护制度，按照谁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加强对农村扶贫规划和计划落实情况、农村扶

益、谁管护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

贫开发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农村扶贫项目实施情况等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变卖或者毁坏农村扶

贫项目形成的设施、设备等资产。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三十七条 农村扶贫资金包括∶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农村扶贫

监督。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应当建立健

全农村扶贫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体系，完善贫困人口统计
监测制度，提高监测能力和数据质量，实现数据共享，为

扶贫决策与监督提供依据。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第三方

（二）行业扶贫资金；

评估机制，对农村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实施

（三）东西协作对口帮扶资金；

情况、扶贫目标责任完成情况、扶贫绩效等事项进行评

（四）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定点帮扶资金；

估，并将评估结论作为实施监督、考核、问责与奖励的重

（五））扶贫信贷资金；

要依据。

（六）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捐赠的资金；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扶贫开发

（七）其他用于农村扶贫开发活动的资金。

工作的督查，增加扶贫绩效在行政机关公务员业绩考核中

第三十八条 农村扶贫资金应当依据国家和本省有关

的比重，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公务员奖惩及选拔使用的重要

规定和农村扶贫开发规划，按照贫困人口规模及比例、贫
困深度、脱贫成效、资金管理绩效及脱贫攻坚任务等因素

合理分配使用。
第三十九条 财政性资金应当主要用于改善扶贫对象

依据。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举报电话或者监
督网站，接收扶贫对象、帮扶者、捐助者和其他社会公众

对扶贫工作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的违法、

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和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提高扶贫对象劳动技能与发展能力、促进扶贫对象就业

违纪行为进行举报。有关部门应当在职责权限范围内对举

创业。

报事项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一般性转移支付
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时，应当向国家和省级确定的贫困县

倾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采取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扶

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提供虚假扶贫信息的，由乡镇人

贫资金管理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套

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并责令纠正；对不符合扶贫条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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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骗取扶贫对象资格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村扶贫开发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

主管机构取消其扶贫资格及相关优惠待遇，并责令退还违

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法取得财物。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项目
实施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擅自变更农村扶贫项目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扶贫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止项目实施。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非

法占用、变卖或者毁坏农村扶贫开发项目形成的设施、设

究刑事责任∶
（一）不作为、慢作为、滥作为并造成不良影响或者

后果的；
（三）违法违规审批、变更农村扶贫规划与项目的；
（四）对扶贫事项处置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备等资产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照有关法

第八章 附 则

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农村扶贫
项目实施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虚报、冒领、套取、截留、挤

占、挪用农村扶贫资金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其改正、退还

财物，没收非法所得，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

主管部门或者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Ｉ门拿章

（二）编造虚假信息、弄虚作假的；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第五十四条 有关农村扶贫开发的活动，法律、行政
法规已有或者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１２

年３月２８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同时

废止。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４５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

甘肃 先进集体

年鉴 中共中央 国务院表彰
２０２１
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先进集体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通渭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陇西县农业农村局
定西市纪委监委、临洮县纪委监委驻临洮县太石镇后地湾

村帮扶工作队
渭源县上湾镇人民政府
中共漳县马泉乡委员会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处

中共岷县维新镇委员会

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帮扶办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帮扶办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帮扶办
甘肃省财政厅扶贫开发处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帮扶工作办公室
陇南市电子商务发展局
青岛赴陇南扶贫协作挂职干部工作组
中共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委员会
中共宕昌县两河口镇委员会

中共西和县洛峪镇委员会

礼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文县范坝镇委员会

中共秦安县王尹镇委员会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马河村党支部

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天水市秦州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武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共清水县委办公室
天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庆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庆阳海越农业有限公司

甘肃圣越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甘肃庆环肉羊制种有限公司
镇原物宗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环县大学生养羊产业协会

中共成县县委办公室
中共康县县委办公室

中共庄浪县委员会

两当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崇信县黄寨镇委员会

甘肃鑫亮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

中共临夏市委组织部
临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广河县吉明鞋业有限公司
甘肃刘家峡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夏州夏润高原农业有限公司
康乐县卫生健康局

平凉市崆峒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庄浪县韩店镇委员会
中共静宁县原安镇委员会
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皋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白银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会宁县水务局
中共白银市平川区黄峤镇委员会

靖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中共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镇委员会

中共夏河县阿木去乎镇委员会

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党总支

临潭县新城镇人民政府
中共玛曲县阿万仓镇委员会
定西市农业农村局

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

中共民乐县南丰镇委员会

定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甘肃元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定西市安定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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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市独山子东乡族乡人民政府

（中委２０２１ 〔１９７〕号）

景泰县

２０１８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组织创新奖

甘谷县
武山县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
（国开发〔２０１８〕１１号）

灵台县

崇信县
华亭市
泾川县

２０１９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组织创新奖

与利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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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县

甘肃省政协帮扶办

（国开发〔２０１９】１７号） 徽县

２０２１

夏河县
卓尼县

２０２０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组织创新奖

迭部县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玛曲县
（国开发〔２０２１〕１１号）

碌曲县

玉门市

省委 省政府表彰

（甘委〔２０２０〕３７号）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脱贫攻坚奖先进集体（２０个）

２０２０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奖先进集体（４６个）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

省脱贫攻坚产业开发专责工作组

福州定西扶贫协作前方指挥部

兰州市七里河区

厦门市赴临夏州帮扶工作队
青岛市驻陇南市挂职干部工作组

皋兰县

永昌县
瓜州县

天津＂组团式＂支援甘南州人民医院医疗队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帮扶办

古浪县

张掖市甘州区

高台县
山丹县
民乐县

天祝藏族自治县

靖远县

会宁县

肃南县
武威市凉州区
民勤县

天水市秦州区

天水市麦积区
秦安县

清水县

白银市白银区

平凉市崆峒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庄浪县
静宁县

庆阳市西峰区

正宁县

两当县
合作市
临夏市

庆城县

宁县

镇原县

（甘委〔２０１９】２５号）

环县

华池县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先进集体（２０个）
省纪委监委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合水县

庆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通渭县

永登县
榆中县
白银市平川区

定西市安定区

陇西县

渭源县
临洮县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４７

漳县

皋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岷县

皋兰县石洞镇党委

陇南市武都区

皋兰县什川镇北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文县

兰州市七里河区教育局
兰州市七里河区黄峪镇鲁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兰州市七里河区恒泰中药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宕昌县
农

康县
西和县

甘肃 礼县
年鉴 陇南市电子商务发展局

兰州新区现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台联办公室人事处
嘉峪关市（共２个）

２０２１ 临潭县

嘉峪关市农业农村局

舟曲县

嘉峪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临夏县
永靖县

金昌市（共６个）

和政县

永昌县水务局
永昌县纪委监委
永昌县六坝镇九坝村党支部

金昌市委组织部
金昌居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东乡族自治县

广河县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

康乐县

（甘委〔２０２１〕４１号）

金昌市金川区农业农村局
酒泉市（共１０个）

酒泉市委组织部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酒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兰州市（共３２个）

酒泉市肃州区农业农村局

兰州市纪委监委

金塔县羊井子湾乡黄茨梁村党支部

兰州市委办公室

玉门市柳湖镇党委

兰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瓜州县双塔镇初级中学

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兰州市委员会机关

甘肃敦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肃北县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兰州市委组织部

玉门市六墩镇昌盛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兰州市委宣传部
兰州市委统战部

瓜州县西域风瓜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兰州市委政法委
兰州市公安局

张掖市（共１８个）
张掖市甘州区水务局

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党委

兰州市民政局

临泽县农业农村局

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兰州市农业农村局

临泽县新华镇明泉村党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

高台县农业农村局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登县纪委监委

山丹县纪委监委

高台县骆驼城镇党委

永登县龙泉寺镇党委

山丹县农业农村局
山丹县馨源菇瀚种植专业合作社
民乐县洪水镇党委

永登县武胜驿镇霍家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民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榆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肃南县大河乡党委

永登县水务局

榆中县农业农村局

肃南县马蹄藏族乡大都麻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榆中县韦营乡党委

张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榆中县新营镇党委

张掖市交通运输局

榆中县马坡乡尖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张掖市委办公室

１４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张掖市委组织部

会宁县财政局

张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帮扶办公室

武威市（共３３个）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帮扶办公室

武威市纪委监委
武威市委办公室
武威市委组织部

会宁县大沟镇庄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会宁县新塬镇老庄河村党支部
会宁县汉家岔镇双庙村党支部
会宁县韩家集镇袁家坪村党支部

武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武威市财政局
武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会宁县祥泽小杂粮农民专业合作社

武威市农业农村局

甘肃依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武威市凉州区教育局
武威市凉州区西营镇党委

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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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县高原夏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２０２１

靖远县财政局
靖远县民政局

靖远县教育局

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穿城村党支部

靖远县若笠乡党委

武威市凉州区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

武威市凉州区张义镇大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靖远县兴隆乡党委
靖远县永新乡党委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

国家税务总局靖远县税务局

民勤县医疗保障局
民勤县东湖镇党委

靖远县靖安乡五星村党支部

民勤县红沙梁镇花寨村党支部

靖远县大芦镇中砂沟村党支部

民勤县西渠镇大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扶贫办公室

景泰县农业农村局

古浪县发展和改革局

景泰县财政局

古浪县农业农村局
古浪县大靖镇党委

景泰县委办公室

古浪县黑松驿镇党委

古浪县西靖镇感恩新村党总支部

景泰县丝路寒旱循环农业喜泉镇马莲产业园
景泰县寺滩乡新墩湾驻村帮扶工作队

古浪县直滩镇龙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白银市平川区财政局

古浪县陇沁农牧专业合作社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古浪县长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祝县交通运输局

白银市平川区王家山镇人民政府
白银市平川区宝积镇小川村村委会

天祝县大红沟镇党委

白银市白银区发展和改革局

天祝县天堂镇本康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人民政府

天祝县西大滩镇白土台村村委会

天水市（共８８个）

天祝富盛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水市纪委监委

天祝县南阳山农业有限公司

天水市委组织部

白银市（共４２个）

天水市委宣传部

靖远县东升镇小塬村党支部

景泰县农村饮水安全供水管理所

景泰县中泉镇人民政府

白银市纪委监委

天水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白银市委组织部

天水市教育局

白银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白银市农业农村局

天水市财政局

白银市水务局

天水市水务局

白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白银市审计局

天水市交通运输局
天水市农业农村局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白银供电公司

天水市审计局

会宁县纪委监委

天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脱贫攻坚特载｜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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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畜牧兽医局

武山县交通运输局

天水秦州农村合作银行

武山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天水市秦州区发展和改革局
天水市秦州区教育局
天水市秦州区华岐镇党委

武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天水市秦州区皂郊镇党委

甘肃 天水市秦州区关子镇杨柳村党支部
年鉴 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王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２０２１ 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镇许家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天水市秦州区娘娘坝镇白音村党支部

武山县马力镇暖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武山县惠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水卷烟厂
清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清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清水县民政局

清水县水务局
清水县发展和改革局

天水市麦积区中滩镇人民政府
天水麦积农村合作银行

清水县商务局

天水市麦积区东岔镇党委

清水县秦亭镇党委

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人民政府

清水县红堡镇高沟村村委会

天水市麦积区发展和改革局

清水县贾川乡梅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天水市麦积区交通运输局

天水市麦积区卫生健康局

省委政法委帮扶办
天水市委办公室

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人民政府

张家川县交通运输局

天水市麦积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天水市麦积区水务局

张家川县水务局

天水师范学院帮扶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张家川县龙山镇党委
张家川县胡川镇党委
张家川县闾家乡党委
张家川县刘堡镇窑儿村党支部
张家川县银润服饰有限公司

天水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张家川县裕丰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秦安县水务局
秦安县郭嘉镇党委
秦安县兴丰镇党委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秦安县陇城镇党委

深圳证券交易所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

秦安县兴国镇康坡村党总支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秦安县叶堡镇程崖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平凉市（共６３个）

甘谷县安远镇人民政府
甘谷县六峰镇人民政府
甘谷县民政局
甘谷县发展和改革局

平凉市委办公室

甘谷县农业农村局

平凉市民政局

甘谷县医疗保障局
甘谷县磐安镇西坪村党支部

平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党委
大连商品交易所产业拓展部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

平凉市委组织部
平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平凉市教育局

甘谷县六峰镇麦堆坪村村委会

平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凉市农业农村局

甘谷县六峰镇蒋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平凉市妇女联合会

甘谷县泓峰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武山县四门镇党委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平凉供电公司

平凉市广播电视台

武山县杨河镇党委

平凉日报社

武山县民政局

庄浪县卧龙镇党委

武山县沿安乡党委
武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庄浪县杨河乡党委
庄浪县岳堡镇党委

１５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庄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华亭市农业农村局

庄浪县水务局

华亭市民政局

庄浪县农业农村局

庆阳市（共７６个）

庄浪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庆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庄浪县赤坡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政协庆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庄浪县郑河乡下寨村党支部

庆阳市纪委监委

Ｔ７１拿

庄浪县韩店镇石桥村党支部
庄浪县水洛镇吊沟村党支部

庆阳市委组织部

南开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

庆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甘肃
年鉴

南开大学赴庄浪研究生支教团
静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庆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庆阳市交通运输局

静宁县卫生健康局
静宁县水务局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扶贫办公室

庆阳市商务局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扶贫办公室

庆阳市社会救助服务中心

静宁县曹务镇党委
静宁县红寺镇党委

庆阳市医疗保障局

静宁县原安镇百富村党支部
静宁县界石铺镇崔岔村党支部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阳分行
庆阳广播电视台

静宁县四河镇大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国家统计局庆阳调查队

静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静宁县绿牧果业专业合作社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庆阳供电公司

平凉市崆峒区农业农村局

平凉市崆峒区水务局

平凉市崆峒区大寨乡党委
平凉市崆峒区安国镇人民政府
平凉市崆峒区草峰镇长沟村村委会
平凉市崆峒区西阳乡罗沟村党支部

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庆阳市审计局
国家税务总局庆阳市税务局

庆阳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环县畜牧兽医局

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环县耿湾乡人民政府
环县樊家川镇闫塬村村委会
环县山城乡薛塬村党支部
宁县果业发展中心
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凉市崆峒区寨河乡郭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宁县新庄镇党委

平凉市崆峒区峡门乡王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泾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泾川县农业农村局

宁县和盛镇党委
合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水县太莪乡党委

泾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合水县发展和改革局

泾川县高平镇党委

镇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泾川县汭丰镇同中村党总支部

镇原县财政局

灵台县上良镇党委
灵台县西屯镇党委
灵台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镇原县屯字镇党委

灵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庆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灵台县水务局

庆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崇信县农业农村局

庆城县土桥乡党委

崇信县水务局

庆城县高楼镇杨塬村党支部

崇信县新窑镇党委

庆阳市西峰区委组织部

崇信县木林乡沟老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庆阳市西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华亭市安口镇党委

庆阳市西峰区彭原镇党委
华池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华亭市西华镇党委

２０２１

镇原县平泉镇党委
镇原县郭原乡毛庄村党支部

脱贫攻坚特载｜１５１

华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华池县紫坊畔乡人民政府
华池县怀安乡人民政府

甘肃

定西市广播电视台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公室
定西市安定区农业农村局

正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正宁县农业农村局
正宁县山河镇李家川村党支部

定西市安定区畜牧兽医局
定西市安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环县毛井镇红土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定西市安定区水务局

环县秦团庄乡王团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年鉴 环县演武乡黑泉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２０２１

定西市司法局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定西市安定区供电公司

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党委

环县甜水镇高崾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人民政府

宁县湘乐镇瓦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定西市安定区石峡湾乡三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合水县固城镇王昌寺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镇原县殷家城乡殷家城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林川村党支部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扶贫开发处

镇原县方山乡贾山村驻村工作队

通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庆城县庆城镇东王塬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渭县李家店乡党委

庆城县玄马镇柏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渭县第三铺乡党委

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左咀村驻村工作队

通渭县榜罗镇先锋村党支部

华池县城壕镇太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渭县第三铺乡党家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华池县上里塬乡柳树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渭县第三铺乡侯家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正宁县永正镇佛堂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通渭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庆阳伟赫乳制品有限公司
环县恒基肉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天耀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县聚农苹果产业资金专业合作社

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

庆阳陇象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陇西县文峰镇彭家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镇原立达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陇西县权家湾镇人民政府

庆阳市嘉仕乳业有限公司

庆城县嘉辉食品有限公司

陇西县马河镇人民政府
陇西县双泉镇人民政府

庆阳康峰富民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陇西县纪委监委

华池县怀富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陇西支行
陇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陇西县发展和改革局

正宁县正兴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党支部办公室）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党群工作部
定西市（共８１个）

陇西县教育局
渭源县委组织部

定西市委办公室

渭源县大安乡党委
渭源县麻家集镇党委

定西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渭源县锹峪镇党委

定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定西市委员会办公室

渭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定西市纪委监委

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党支部

定西市委组织部
定西市委宣传部
定西市委统战部
定西市委政法委员会

渭源县会川镇干乍村党支部
渭源县会川镇棉柳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渭源县供电公司

中国信托业协会
临洮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肃省定西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临洮县委组织部

定西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定西市自然资源局

临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１５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临洮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临洮县残疾人联合会

陇南市羌源富民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临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宕昌县南阳镇朱山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临洮县峡口镇党委
临洮县龙门镇蔡家庄村村委会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项目办公室

宕昌县两河口镇新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成县县委组织部

漳县县委组织部

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成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县水务局
成县苏元镇党委

漳县民政局

成县鸡峰镇陈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漳县盐井镇党委

徽县教育局

漳县新寺镇党委

徽县大河店镇人民政府

漳县石川镇三眼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漳县东泉乡直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徽县伏家镇党委

漳县东泉乡本本湾村党支部

徽县嘉陵镇稻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岷县西寨镇人民政府

徽县新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康县农业农村局

岷县麻子川镇党委
岷县申都乡党委

岷县西江镇中山村村委会

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岷县农业农村局

康县岸门口镇党委

岷县发展和改革局

康县云台镇党委

岷县民政局
中国进出口银行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康县长坝镇付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礼县县委宣传部

岷县顺兴和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礼县水务局

陇南市（共１０２个）

礼县医疗保障局

陇南市委办公室

礼县民政局

陇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礼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陇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礼县固城镇党委
礼县龙林镇党委

陇南市纪委监委

２０２１

康县卫生健康局

康县水务局

政协陇南市委员会办公室

甘肃
年鉴

徽县水阳镇刘沟村党支部

岷县锁龙乡党委

陇南市委组织部

与利

礼县祁山镇党委
礼县王坝镇党委

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陇南市农业农村局
陇南市交通运输局

兰州市安宁区驻村帮扶陇南市礼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陇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两当县农业农村局

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两当县云屏镇黄崖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两当县合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陇南广播电视台

礼县桥头镇峪林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礼县江口镇谢家村党支部

宕昌县委办公室

两当县鱼池乡乔河村党支部
陇南市武都区龙坝乡党委

宕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陇南市武都区池坝乡孟家庄村村委会

宕昌县发展和改革局
宕昌县农业农村局

陇南市武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陇南市武都区教育局

宕昌县南阳镇党委
宕昌县理川镇党委
宕昌县南河镇党委

陇南市武都区水务局

宕昌县兴化乡党委

陇南市武都区洛塘镇党委

陇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陇南市武都区马街镇党委
陇南市武都区交通运输局

脱贫攻坚特载｜１５３

陇南市武都区鱼龙镇党委

合作市水务局

陇南市武都区委办公室
陇南市武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陇南市武都区安化镇马家沟村党支部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夏河县卫生健康局

文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文县发展和改革局

夏河县唐尕昂乡唐尕昂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夏河县发展和改革局

甘肃 文县财政局
文县铁楼藏族乡党委
年鉴 文县碧口镇党委
２０２１ 文县范坝镇银厂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文县玉垒乡筏子坝村党支部
文县归芪参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西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西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夏河县吉仓乡党委
中国作家协会干部处
临潭县流顺镇人民政府
临潭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临潭县长川乡党委
临潭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临潭县农业农村局
临潭县水务局
临潭县医疗保障局

西和县教育局

临潭县八角镇牙扎村村委会

西和县蒿林乡党委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和县稍峪镇党委

卓尼县纳浪镇党委

西和县石峡镇党委
西和县何坝镇党委

卓尼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卓尼县卫生健康局

西和县洛峪镇康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卓尼县柳林镇东石沟村村委会

西和县太石河乡尧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西和县石堡镇孟林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卓尼县刀告乡龙多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西和县晒经乡大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玛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西和县广鸿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综合处

玛曲县欧拉镇党委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综合部

天津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

玛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迭部县腊子口镇人民政府

中央财经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

迭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记协扶贫办

迭部县多儿乡次古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记协国内部综合处

迭部县德吉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

迭部县达拉乡次哇村村委会
中组部驻舟曲县扶贫工作组
甘肃省水利厅帮扶办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卓尼县九峰生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

甘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舟曲县委组织部

甘南州（共５４个）

舟曲县东山镇党委

甘南州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南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舟曲县发展和改革局

甘南州教育局
甘南州民政局

舟曲县拱坝镇隅亦诺村村委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舟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南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舟曲绿脉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碌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甘南州水务局

碌曲县西仓镇人民政府

甘南州医疗保障局

碌曲县阿拉乡吉扎村村委会

合作市佐盖多玛乡党委
合作市教育局

碌曲县郎木寺镇波海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临夏州（共７８个）

合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夏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夏州分行

积石山县发展和改革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分行

积石山县卫生健康局

临夏州财政局

积石山县寨子沟乡人民政府

临夏州公安局

积石山县石塬镇人民政府

临夏州教育局
临夏州水务局

积石山县小关乡吴家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积石山县胡林家乡高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临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临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积石山县刘集乡肖家村村委会
和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和政县罗家集镇党委

甘肃建投临夏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东乡县沿洮河经济带开发建设ＥＰＣ总承

和政县马家堡镇台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地震局规划财务司规划处
永靖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和政县农业农村局
和政县松鸣镇党委
和政县民政局
和政县新营镇三坪村党支部

永靖县卫生健康局

中国石化集团扶贫办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

东乡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永靖县徐顶乡人民政府

东乡县财政局

永靖县三塬镇人民政府

东乡县供排水服务中心

永靖县新寺乡中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厦门市湖里区驻东乡县帮扶工作队

永靖县刘家峡镇城北新村村委会

东乡县锁南镇人民政府

临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临夏市城郊镇祁家村村委会

东乡县龙泉镇拱北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临夏市农业农村局

碧桂园甘肃区域

临夏市南龙镇四家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东乡县高山乡布楞沟村村委会

临夏市枸罕镇人民政府

中央台办机关党委办公室

临夏市益盛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广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河县交通运输局

康乐县委办公室

广河县商务局

包项目经理部

与利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东乡县柳树乡大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康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康乐县上湾乡党委

广河县齐家镇魏家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康乐县景古镇党委

广河县新庄坪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康乐县医疗保障局

广河县齐家镇王家沟村村委会

康乐县八松乡纳沟村村委会

天津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１８个）

康乐县景古镇八字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社会工作部

天津市宁河区财政局

临夏县民政局

天津市和平区商务局

临夏县农业农村局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临夏县财政局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临夏县刁祁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临夏县土桥镇人民政府

临夏县掌子沟乡中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临夏县新集镇赵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临夏县红台乡三大湾村村委会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社会服务处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河西区商务局

国家医疗保障局机关党委（人事司）综合处（党群办）

天津市南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积石山县财政局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脱贫攻坚特载｜１５５

天津市静海区委统战部

省委巡视办综合处

天津市滨海新区委组织部

省委机要和保密局机关党委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省委老干部局人事处（帮扶办）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机关党委（帮扶办）
省文明办机关党总支（帮扶办）

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涉藏州县工作组
业中２

甘肃

福州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２个）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办）

年鉴 厦门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９个）
２０２１ 临夏州福建商会

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甘肃日报社农村部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帮扶办）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能源处
省教育厅扶贫办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广河县火炬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积石山海沧产业运营有限公司

省民委经济发展处
省公安厅帮扶办

厦门市翔安区就业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省民政厅机关党委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人事处（统战处）

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帮扶办）

厦门市教育局人事处

省财政厅预算处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党委办

省财政厅地方金融处

公室）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处

省人社厅农村社会保险处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协作处

省政府劳务工作办公室

青岛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５个）

省自然资源规划研究院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

省生态环境厅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财务审计处
青岛市李沧区发展和改革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

青岛市城阳区农业农村局

甘肃省陇南公路局

莱西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肃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台盟中央（共１个）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综合处

省水利厅办公室
省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办公室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归口推荐省直机关和中央在甘单位代表

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

（共１０１个）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帮扶办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

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
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扶贫领域监督处

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规划与乡村旅游处
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

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

省妇幼保健院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帮扶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
省政协办公厅宣传信息处

省应急管理厅新闻宣传处

省委组织部驻环县帮扶工作队

省政府国资委机关党委
省国家安全厅帮扶办
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省委宣传部直属机关党委

省委统战部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办公室
省委政法委办公室

省审计厅机关委员会

省人民检察院帮扶办

省广播电视局无线传输中心
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省委政策研究室帮扶办

省城乡抽样调查队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处（帮扶办）

省委网信办机关党委

省政府研究室秘书处

省委编办机关党委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督查考核室

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机关党委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处

省信访局办公室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社会动员处

１５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行业扶贫处

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兰州分院培训处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一处

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
省社保局办公室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省公共资源交易局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政县新营镇大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省政府国资委党委归口推荐国有企业代表（共４２个）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中国铁路兰州局扶贫办公室

省戒毒管理局

华亭·煤业集团矿材公司

省畜牧兽医局办公室

中国电信陇南分公司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移动甘肃公司陇南分公司
中国联通庆阳市分公司

省文化博览局帮扶办
省博物馆党委办公室（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图书馆行政办公室（帮扶办）

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公司党群工作处（帮扶办）

省人民医院精准扶贫办公室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扶贫办公室

省中医院脱贫攻坚办公室

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帮扶办）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希望工程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人力资源处（扶贫办公室）

省妇联机关党委
省科学技术协会普及工作部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扶贫办
甘肃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群团工作处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室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渠道平台部

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天祝县东大滩乡酸茨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省节能监察中心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扶贫办

省农资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分公司
省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党群工作部

中国石油庆阳石化公司党群工作处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公司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经济研究院（甘肃省信息中心）机关党委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

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帮扶办
省气象局帮扶办
省地震局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脱贫帮扶办公室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北分院党群工作处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机关党委

金川集团社会帮扶办公室

甘肃煤矿安全监察局兰州监察分局

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财政部甘肃监管局办公室

白银集团帮扶工作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住户监测处

窑煤集团帮扶工作办公室

审计署兰州特派办农业审计处

靖煤集团红会第一煤矿

国家能源局甘肃监管办公室帮扶办
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

甘肃公航旅集团党群工作部

省委教育工委归口推荐高等院校代表（共１２个）

甘肃建投集团扶贫办公室

兰州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兰石集团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办公室
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有限公司

西北师范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兰州理工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办公室

兰州交通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肃农业大学帮扶岷县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兰州财经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十一采油厂
中国石油西北化工销售公司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办公室

甘肃画院办公室
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西北民族大学脱贫攻坚帮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拿．

东乡县凤山乡那拉斜户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甘肃农垦集团扶贫办公室
甘肃国投集团党委办公室
甘肃机场集团党委宣传部精准扶贫办公室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金控集团发展与投资部

脱贫攻坚特载｜１５７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扶贫办公室

陇南德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长风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华羚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令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省金融监管局党组归口推荐金融机构代表（共１８个）

业中ｐ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工会办公室
甘肃银保监局普惠金融处
甘肃证监局办公室

甘肃普泽方德马业育种养殖有限公司
甘肃怡泉新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客户五处
农发行甘肃省分行扶贫业务处

省委宣传部归口推荐中央驻甘新闻单位代表（共５个）

甘肃
年鉴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帮扶办
２０２１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扶贫开发金融部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西和县支行

甘谷县磐安镇尉家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甘肃盛源菊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办公室
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总编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甘肃总站总编室

光明目报甘肃记者站
经济日报甘肃记者站

陇南市武都区洛塘镇北雀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甘委〔２０２１〕５６号）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办公室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三农金融事业部
省联社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东乡县大树乡南阳洼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扶贫办公室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扶贫办公室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扶贫部

省扶贫办党组归口推荐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科研院所代表（共９个）
省工商联合会经济联络部

民进甘肃省委员会社会服务部
省农业科学院脱贫攻坚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社会科学院工会委员会（帮扶办）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扶贫办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政办公室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帮扶办公室

先进个人
中共中央 国务院表彰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名单
任燕顺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秉诚 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科长
汪爱文 甘肃省政府办公厅保卫处处长、帮扶办主任
王 刚 庆城县委副书记（挂职），甘肃省人社厅社会保险

基金监督处处长
马聪慧 （回族）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大窑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老干部处副处长
朱森平 秦安县五营镇蔡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甘肃省文物局三级调研员

永靖县红泉镇红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韩 鑫 甘肃省委组织部信息化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志强 环县车道镇苦水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归口推荐驻甘部队代表（共５个）
９４１１９部队
３１６６４部队

物探测量处副经理
杨立群 生前为甘肃省通信产业工程监理有限公司项目管

武警甘肃省总队白银支队
９５９１０部队政治工作部组织科
瓜州县人民武装部

史 隆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扶贫办主任
李 平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社会帮扶办公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帮扶办

书记，甘肃煤田地质局综合普查队陇原公司天水

理部主任

省委统战部 省工商联归口推荐民营企业代表（共１３个）
甘肃永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文全 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甘肃天庆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曹 勇 西和县委书记

兰州华能生态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杨 勤 礼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江林 宕昌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武威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忠恒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张富生 西和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谢文元 陇南市武都区蒲池乡党委书记

兰州陇海绿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何迎军 文县口头坝乡党委书记

１５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李平生 宕昌县委书记

雍维艺 康县阳坝镇党委书记

霍定明 天水市麦积区委副书记

赵小宁 成县王磨镇原党委书记

邵海云 （女）天水市麦积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田国权 徽县水阳镇党委书记
宋福如 甘肃民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小军 秦安县西川镇党委书记
马筱宁 （回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玉红（女）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

李 毅 （回族）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

事长
高 明 礼县桥头镇党委书记
赵廷林 （东乡族）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常委，广河县委

书记

柴永生 天水市秦州区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维林 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董西成 武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 卓 临夏回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冯小明（女）清水县土门镇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马秀兰 （女，回族）临夏回族自治州州委常委，东乡族

郭鹏宇 天水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综合科科长
杨双六 天水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任

自治县委书记
段学魁 临夏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吴 健 甘谷县委副书记、县长

鲁鸿宙 临夏百益现代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郭娜娜 （女）天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马永忠 （东乡族）广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张 华 甘肃中盛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主任
马占山 （回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扶贫

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杨小兰（女）和政县新庄乡将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郭小玲 （女）康乐县扶贫开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户 锋 华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大勇 合水县委政法委科员
高亚丽 （女）镇原县方山乡党委书记
白兴时 环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肖正川 庆城县金诚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纳卓东珠 （藏族）卓尼县阿子滩镇原党委书记，卓尼县

程 强 泾川县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委会主任
斗格才让 （藏族）碌曲县西仓镇贡去乎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姚军福 灵台县上良镇北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卜鹏洲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分公司精准扶贫办公室主任
岳彩霞 （女）华亭市河西镇仿真花加工扶贫车间负责人
崔江鸿 静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刘小平 泾川县王村镇党委书记

郝广平 临潭县洮滨镇上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王有泉 永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书记，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甘南供电公司党委党

王国福 榆中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建部四级职员

苏 君（女）白银市委书记

唐晓明 定西市委书记
姚明东 定西市政府副秘书长，定西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鲁 泽 陇西县委书记

闫志雄 白银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符 浩 白银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公室副主任

李幸泽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志明 白银市白银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长军 通渭县榜罗镇党委书记

柳 鹏 武威市委书记

常海增 通渭常家河福兴德农牧林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 鹏 天祝藏族自治县委书记

朱恒昌 陇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胡丛斌 古浪县黄花滩绿洲生态移民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委

龚志荣 临洮县太石镇三益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胜安 渭源县委副书记（挂职），原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
务司专项处处长
李晓梅 （女）甘肃田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明 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包永全 岷县方正草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２１

刘小兵 环县曲子镇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陈景春 静宁县委副书记、县长

李刚加西（（藏族）迭部县洛大镇黑扎村党支部书记、村

甘肃
年鉴

侯志强 镇原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昌波 甘肃省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刘鹏武（藏族））舟曲县曲告纳镇党委书记

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Ｎ门拿育

马宏江 会宁县大沟镇党委书记
吴德民 靖远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书记
刘羽桐 （女）甘肃远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斌 武威市凉州区黄羊镇上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
马志祥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彦东 瓜州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５９

赵寿鹏 永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永昌县扶贫开发办公

室副主任

崔仁杰 甘肃省灵台县一级调研员

奉献奖
（中委２０２１【１９７】号）

尹建敏 甘肃省东乡县伊东羊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创新奖

，

２０１６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奉献奖

陈 秀 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老促会会长
甘肃 创新奖
年鉴 房向阳 兰州银行董事长

２０２１

张 华甘肃中盛农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国开发〔２０２１〕１１号）

省委 省政府表彰
２０１８年甘肃省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５名）

２０１７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

姚军福 平凉市灵台县上良镇北张村党支部书记

龚志荣 甘肃省临洮县太石镇三益村村委会主任

申韦娟 （女）定西市临洮县上营乡包家山村村民

创新奖

冯小明 （女）天水市清水县土门镇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张维林 甘肃省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国开发〔２０１７】８号）

任长太 白银市会宁县韩家集镇袁家坪村党支部书记
胡丛斌 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绿洲生态移民产业专业合作

社党委书记
贡献奖（５名）

２０１８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

李 平 临夏州积石山县寨子沟乡麻沟村党支部第一书

翟小丽 （女）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蔡家庙乡大堡子村党

支部书记

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龙首矿采矿三工区主任）

贡献奖

李江涛 陇南市康县扶贫办主任

郑访江 甘肃省中医院团委副书记、甘肃省通渭县第三铺

张锦芳 （女）甘南日报社发行部主任、工会主席

乡候坡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帮扶队队长

陆静伟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高级业务

经理

创新奖
宋 鹏 天津大学深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国开发〔２０１８】１１号）

雷 磊 省审计厅高级审计师

奉献奖（５名）
李元涛 陇南领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李幸泽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奋进奖

张世雄 甘肃菁茂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耀祥 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中山 甘肃省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

社党委书记

常继锋 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奉献奖

创新奖（５名）

李晓梅（女）甘肃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杰 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新坪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

创新奖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省发展改革委灾后重建办

李幸泽 甘肃蓝天马铃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任）

贡献奖

李 缘 陇南市徽县大河店镇党委书记

高艳梅 （女）甘肃省甘南州卫计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张吉俊 省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局局长

（挂职）

施林敏 （女）天水市秦安县中山镇蔚文村党支部第一书

（国开发〔２０１９】１７号）

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省林草局外事合作处

主任科员）
２０２０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奋进奖
张雅萍 （藏族）甘肃省卓尼县丰裕牧业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

贡献奖

１６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高 银 兰州市榆中县龙泉乡庙咀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兰州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副

科长）

（甘委【２０１９】 ２５号）

洞乡南河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２０１９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奖获奖名单

奋进奖（５名）

缑利丽 （女）秦州区娘娘坝镇副镇长（小南峪村原驻村

梁建玲 （女）白银市会宁县中川镇中川村党委书记
张真旺 环县真旺富民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郭成武 金昌市永昌县新城子镇马营沟村党支部书记、村

艾 力 西北民族大学化工学院辅导员，临潭县流顺镇丁

委会主任
张立海 高台县彝曦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干部）
家堡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王 刚 省人社厅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处处长，庆城县委原

副书记（挂职）

冉金平 陇南市宕昌县庞家乡拉路村党支部书记

周 瑞 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群众工作

贡献奖（５名）

部副部长，积石山县小关乡小关村第一书记、驻
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梁 钢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

祁秀莉（女）临夏州东乡县妇联主席

李茂林 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香卜路村党支部原第一书
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

导司干部）
康忠芳 （女）天水市甘谷县谢家湾乡丁家沟村党支部原
纪委书记、学术部副部长）

汤晓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庆阳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小娟 （女、藏族）甘南州舟曲县扶贫办原副主任

孙晓松 环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

杨保珍 天水市扶贫办主任

奉献奖（（６名）

奉献奖（４名）

党锡江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积林 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桂英（女）武都区康瑞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 涛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元龙 甘南百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鲁鸿宙 百益集团董事长

创新奖（５名）

苏银矿 广河县伊泽苑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立平 甘肃中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文山 康县兴源土特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创新奖（８名）

蒋红珍 平凉市泾川县城关镇凤凰村党支部书记
马文贵 临潭县西正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王 芳 （女）省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脱贫攻坚帮扶

毛建平 瓜州县委副书记

许贵祥 陇西县权家湾镇党委书记

马得祥 （东乡族）临夏州工会党组书记（康乐县委原副书

周爱兰 （女）甘肃爱兰马铃薯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记）

年鉴
２０２１

工作队队长
王德玉 酒钢集团公司筑鼎公司调研员

马志祥 甘肃前进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甘肃

长、帮扶办副主任，东乡县三乡四村帮扶工作队
总队长，凤山乡那拉斜户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省社科联机关

许志刚 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群众

Ｎ门拿育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李海军 庄浪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浪县扶贫办原

（甘委〔２０２０】３７号）

党组书记、主任）
赵政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庆城县苹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脱贫攻坚奖

果试验示范站首席专家

奋进奖（８名）

马鹏举 甘肃炼原乳业集团董事长

曹宗孟 两当县杨店镇灵官殿村党支部书记

马占山 积石山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魏常明 榆中宏鑫药材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段登云 庆阳市政府秘书长（正宁县委原副书记）

（甘委〔２０２１〕４１号）

李百哈 和政县圆梦服装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柏东河 临洮县峡口镇党家墩村村民
王 琨 天祝县打柴沟镇安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天祝康丰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兰州市（共４７名）

刘小兵 环县曲子镇西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杨文成 永昌县海量辣椒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理事长

何 安 兰州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长
张贞祥 兰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志伟 静宁县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 雯 （女）兰州市教育局基教二科科长

贡献奖（１０名）
郑建伦 甘肃中医药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党总支书记

杨 舒 兰州市财政局副局长
曹王磊 兰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科长

卜鹏洲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工会副主席，泾川县罗汉

汪成辉 兰州市交通委四级调研员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６１

冯康斌 兰州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

甘肃

嘉峪关市（共２名）

刘祥明 兰州市扶贫办副主任
王 统 国网兰州供电公司武胜驿供电所副所长
王润江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二级主任科员

常 亮 环县毛井镇红土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马晓山 环县芦家湾乡大堡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金昌市（共９名）

陈 茜 （女）兰州大剧院工会副主席

孙世成 金昌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扶贫办主任

石 静（女）兰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室主任

卢家鹏 金昌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年鉴 杨贵智 兰州日报社首席记者
２０２１

化处三级主任科员

王 莉（女）兰州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

樊惠蕊（女）永登县民乐乡井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卢坤忠 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湖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陈琮林 永登县七山乡岢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刘焕业 榆中县甘草店镇唐家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朱延敏 皋兰县忠和镇水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元荣 永昌县农业农村局（扶贫办）干部

张晓爱（女）永昌县东寨镇干部
赵志宏 甘肃长汾农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宸强 甘肃兴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志鹏 永昌县焦家庄镇南沿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
李华雄 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积忠 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宁振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杨重晓 皋兰县九合镇中心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酒泉市（共１５名）

刘柄麟 兰州市七里河区黄峪镇赵李家洼村驻村帮扶工作

何 伟 酒泉市扶贫办扶贫监管科科长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徐生田 永登县副县长
李万祥 永登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康成权 永登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郭艳丽 （女）酒泉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科科长
张东琪 酒泉市住建局村镇科科长

裴青山 酒泉市肃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赵克勤 永登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 栋 酒泉市肃州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兴璞 玉门市扶贫开发服务中心主任

张兆存 永登县坪城乡党委书记

努尔古丽·热哈别克（女，哈萨克族）阿克塞县农业农

苏惠学 永登县通远镇党委书记

徐金莲 （女）永登县忆农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王彦荣 榆中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黄 云 榆中县园子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孙 燕（女）榆中县金崖镇党委副书记
李艳霞 （女）榆中县马坡乡政府干部
豆巧菊 （女）榆中县发展改革局三级主任科员
岳彦军 榆中县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副主任

何 霞（女）皋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薛琴谋 （女）皋兰县自然资源局干部
张俊宇 皋兰县就业局局长

村和水务局副局长
石玉平 瓜州县七墩回族东乡族乡党委书记

马 建 （东乡族）玉门市独山子东乡族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
王 鑫 瓜州县腰站子东乡族镇马家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
李宝平 玉门市六墩镇安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齐 伟 瓜州县广至藏族乡岷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崇江 金塔县西坝镇共和村村委会副主任
杨军林 瓜州县梁湖乡双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马全成（东乡族）玉门市独山子乡金泉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甘怀喜 皋兰县黑石镇党委书记
王 磊 皋兰县水阜镇燕儿坪村党支部书记

张掖市（共３０名）

王 赟 兰州市七里河区阿干镇副镇长

华 军 张掖市甘州区碱滩镇党委书记

窦燕琴 （女）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镇副镇长

王迪东 张掖市甘州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魏得煜 生前为兰州市七里河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干部

彭银年 张掖市甘州区扶贫开发中心副主任

裴晨波 兰州市西固区城市管理局中队长

高建龙 张掖市甘州区龙渠乡白城村村委会副主任

鲁巨贵 兰州市红古区畜牧水产工作站兽医师

兰永武（裕固族）临泽县委副书记、县工业园区党工委

张爱明 兰州新区农林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书记

丁以伟 榆中县定远镇党委书记

张国科 临泽县平川镇党委书记

朱肖宏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办公室网络安全与信息

牛旭章 临泽县民生甜叶菊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１６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刘发智 高台县南华镇党委书记
车海亮 高台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干部
王治中 高台县南华镇明水村村民

许海龙 高台县粮食稽查大队干部

经理
王丽娟（女）武威市凉州区下双镇涨泗村村民

程 琪（女）生前为武威市凉州区金塔镇金塔村驻村第

一书记

严秀峰 （女）山丹县副县长

王 军 民勤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周文龙 （回族）山丹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毛焕锐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建胜 山丹县老军乡党委书记

尹昌业 民勤县收成镇党委书记

张志品 甘肃丝路盛丰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作明 民乐县委书记

柴少伟 民勤县南湖镇人大主席
刘大忠 民勤县收成镇珍宝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穆尚余 民乐县三堡镇党委书记

许尔财 民勤县西部农林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建学 民乐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康 龙 民乐县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程浩萱 民勤县东湖镇往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李德荣 民乐县丰乐镇武城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胡 兴 民勤县重兴镇红旗村村民

贺鹏飞 （裕固族）肃南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扶贫办

苏国波 古浪县委副书记、县长

主任

门实

蔡朋发 古浪县副县长（挂职，中国化工集团蓝星公司）
杨 伟 古浪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余万超 （藏族）肃南县委统战部干部

邸光琦 古浪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烨 张掖市扶贫办副主任

朱会文古浪县特色林果产业中心主任

宗 鹏 张掖市财政局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干部

宋全军 古浪县西靖镇党委书记

刘 旭 张掖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王天海 古浪县直滩镇党委书记

郑 华 （女）张掖市人社局就业服务中心职业技术培训

禄 涛 古浪县黑松驿镇磨河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张 川 张掖市水务局农村供水管理中心主任
马兴才 张掖市税务局党建工作科科长
张 洵 张掖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综合科科长

武威市（共５５ 名）

李梦龙（藏族）古浪县裴家营镇高岭新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陈志宏 古浪县干城乡为民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梁泽明 古浪县森茂牛羊交易市场总经理、古浪县海子滩
镇森茂养羊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杨青山 武威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崔新文 古浪县民权镇长岭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张学龙 武威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李清山 古浪县黄羊川镇一棵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付振江 武威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主任

苏兴礼 武威市水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应川 古浪县干城乡富民新村村民

邸维平 武威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
刘国贤 武威市交通运输局干部

崔振华 天祝县委副书记

邵小平 武威市扶贫办精准扶贫工作站站长
张尚梅 （女）武威市新闻传媒集团新闻中心副主任

王文华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扶贫专干

代凌荣 甘肃省武威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

张小强 国网武威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

牛宗文 （藏族）天祝县赛什斯镇党委书记
张学俊 天祝县石门镇党委书记

张 靖 兰州银行武威分行三农服务中心员工

常 举 天祝县大红沟镇红沟寺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陈秀伟 武威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柳杨亮 天祝县原副县长（挂职，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毛万海 （藏族）天祝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第一书记

杨 璐 武威市凉州区委副书记

程世忠 天祝县朵什镇南冲村党支部书记

赵玉年 武威市凉州区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建军 天祝县安远镇曦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邹 杰 武威市凉州区古城镇党委书记

刘 生 天祝高原净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海霞 （女）武威市凉州区金塔镇扶贫工作站站长

马生才 天祝县东大滩乡上圈湾村村民
谢达拉加 （藏族）生前为天祝县天堂镇雪龙村驻村帮

刘得成 武威市凉州区韩佐镇头畦村村委会主任

刘 磊 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富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汪玉梅 （女）武威市凉州区智信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

２０２１

书记

秦 楠 （女，藏族）肃南县马蹄藏族乡党委书记

科科长

甘肃
年鉴

扶干部
白银市（共５５名）
李 武 白银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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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巍 白银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科科长

张延年 景泰县红水镇党委副书记

南维良 白银市教育局发展规划科副科长

张生鹏 景泰县寺滩乡人大主席

杨 钧 白银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干部

郭 皎 （女）白银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干部

董 萍 （女）景泰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曾海龙 景泰县上沙沃镇党委副书记

李彩霞（女）白银市科技扶贫办公室主任

苏其龙 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党委书记

张光彪 国家税务总局白银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段志成 白银市国防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刘士娟（女）白银市平川区扶贫办副主任
黄兆玺 白银市平川区易地扶贫搬迁服务中心主任

李 岩 会宁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李学辉 （回族）白银市平川区种田乡拉排村党支部书记

韩 侃 会宁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２０２１ 张亚雄 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

刘洋基 会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兼村委会主任
张照贵 白银市白银区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陈爱萍 （女）白银市白银区武川乡政府干部

刘兴鹏 会宁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胡廷锋 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党委副书记

赵亮夫 会宁县人社局副局长、县劳务办主任

天水市（共１３２名）

南俊成 会宁县重点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苟钟灵 天水市纪委常委、秘书长

刘 瑜 会宁县工信局副局长（挂职，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张永刚 天水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公司）

李海成 天水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齐向辉 会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伏志雄 天水市林草局副局长

李宗臻 会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孙中辉 会宁县住建局干部

张有信 天水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李 映 会宁县医保局二级主任科员

方西马 天水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向军 会宁县土门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具明 天水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六科科长

金长庆 会宁县丁家沟镇梁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李 梓 天水市政协文史委二级主任科员
夏子文 天水市委组织部组织二科科长
米 强 （回族）天水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

一书记
苏 斌 会宁县汉家岔镇大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杨晓波 天水市委办公室文档科科长

杨洪涛 天水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党建科四级主任科员

李永平 会宁县草滩镇麦李家村监委会主任

高世平 天水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

吴 斌 会宁县新塬镇老庄河村村民

刘继承 天水市住建局政务服务科副科长

高 斌 靖远县委副书记

王学勇 天水市水务局农村饮水安全服务中心主任

何乃学 靖远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陈瑜山 靖远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 继 天水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

雷海龙 靖远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高 弘 靖远县三滩镇党委书记

李旨明 天水市医疗保障局医药管理科一级主任科员

张汉良 靖远县双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刘文吉 靖远县石门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高世扬 甘谷县世扬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陈 德 天水市妇联发展部部长

陈生智 生前为靖远县人社局就业培训中心主任

孟晓龙 天水市秦州区委副书记、区长

王春玲 （女）靖远县五合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武发贵 靖远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裴贵军 天水市秦州区委副书记

武英杰 天水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
耿铁军 共青团天水市委青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副部长

周 青 靖远县永新乡松柏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刘亚兵 天水市秦州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鲍晓炜 天水市秦州区藉口镇党委书记

金岳民 靖远县刘川镇金川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 军 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党委书记

乔学亮 靖远县北湾富农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田志斌 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镇党委书记

芮执亮 靖远县鑫辰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吕咏星 天水市秦州区汪川镇党委书记
张勇刚 天水市秦州区秦岭镇副镇长

王 涛 景泰县副县长
张国锦 景泰县正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赵建芳 （（女）天水市秦州区太京镇副镇长

周正君 景泰县芦阳镇党委书记

赵刚克 天水市秦州区牡丹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王兴龙 景泰县草窝滩镇党委书记

杜小龙 天水市秦州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张志德 景泰县扶贫办副主任

周义宏 天水市秦州区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１６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白峰瑞 天水市秦州区扶贫办副主任

杨 琪 甘谷县新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贤芳 天水市秦州区政府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
马成芳 天水市秦州区大门镇张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马 腾 甘谷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兼第一书记
赵忠孝 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镇北具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

李果香 甘谷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继福 甘谷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维东 甘谷县扶贫办副主任
王海波 甘谷县新兴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樊 华 天水市麦积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李晓峰 甘谷县六峰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王启峰 天水市麦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

张树增 天水市麦积区副区长
周岳红 天水市麦积区政府党组成员
张纪云 天水市麦积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平 甘谷县磐安镇尉家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蔺森山 甘谷县白家湾乡苟家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李东平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办副主任

王继峰 甘谷县古坡镇上店子村党支部书记

王惠东 天水市麦积区教育局副局长

刘彦斌 甘肃陇上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文斌 天水市麦积区扶贫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王国义 甘谷县辣椒红了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卢军辉 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方志军 天水市自然资源局麦积分局副局长

闫 斌 天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何敬忠 武山县委副书记

杨 扬 天水市麦积区琥珀镇党委书记

令军强 武山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裴志军 天水市麦积区渭南镇文体旅游服务中心主任

刘耀青 武山县委办公室主任

郭利刚 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薛小海 武山县温泉镇党委书记

熊永辉 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麻彦来 武山县桦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安 星 （女）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红崖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邢新军 武山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李峰勇 天水市麦积区石佛镇大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卢 睿 武山县扶贫办党组成员

兼第一书记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马前平 武山县水务局副局长
康鸿斐 武山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康伯健 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凌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军民 甘肃伏羲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晓强 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李家渠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龙强 秦安县委副书记

董许娃 武山县龙台镇董庄村村民
张进京 武山县榆盘镇副镇长

文 斌 秦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孙忠平 清水县委副书记

张克德 秦安县郭嘉镇胡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马小平（回族）清水县副县长

白科宗 秦安县王铺镇曹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建兴 清水县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馆长
刘芳军 清水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王 勇 秦安县云山镇云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何全洲 秦安县莲花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
孟三刚（回族）秦安县五营镇党委书记

韩 勇 清水县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胥胜斌 秦安县中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刘 华 清水县融媒体中心主任

马亚军 秦安县安伏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雷全君 清水县陇东镇党委书记

王继锋 秦安县千户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邵博娟 （女）秦安县王窑镇人民政府干部

张 伟 清水县供销联社主任、农发公司董事长

宋 侃 秦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小强 清水县住建局干部

王富杰 秦安县扶贫办干部

王仕杰 张家川县张棉驿乡张棉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刘春科 秦安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面门拿Ｔ∶

南贵军 清水县新城乡黄粱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毛文杰 清水县劳务输转服务中心主任

刘利军 清水县扶贫办干部

兼第一书记

任亚丽 秦安县魏店镇陇滩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殷希奎 张家川县胡川镇胡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蔡二成 秦安雪原果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舒时光 甘谷县委副书记

任建一 张家川县梁山镇樱桃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杜 兴 甘谷县副县长

铁宝禄 （回族）张家川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郑 博 甘谷县谢家湾乡党委书记

李兴奎 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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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斌 张家川县大阳镇党委书记

马立强 庄浪县水洛镇党委书记

马海荣 （回族）张家川县马鹿镇党委书记

柳沛杰 庄浪县柳梁镇大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窦亚龙 张家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王全平 张家川县扶贫办副主任
马生宝 （回族）张家川县川王镇副镇长

黄振华 （回族）庄浪县韩店镇石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窦喜军 张家川县梁山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马 聪 （回族）张家川县张家川镇背武村党支部书记

年鉴 赵得录 张家川县马鹿镇白杨村村民
２０２１
兼第一书记（挂职，中国中车集团）

王世荣 张家川县龙投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志磊 天水市麦积区麦积镇草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沈 崴 北京科技大学扶贫工作办公室主任
王 毅 西南交通大学对外合作与联络处科长
李兰平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

何卫东 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部副总监
徐 霆 清水县松树镇时家村第一书记（挂职，国家能

源局）
吕倩怡 （女）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办公室综合处四级部员

平凉市（共８９名）
信志奎 平凉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何鹏峰 平凉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雪云 平凉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刘双明 平凉市畜牧兽医局党组书记、局长

杜 洁 （女）平凉市纪委监委信访室主任

杨喜平 平凉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四科科长
白兴平 平凉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王 健 平凉市公安局四级警长
徐国述 平凉市检察院机要科副科长
吕小赞 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室副主任

刘 杰 平凉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科科长
杨 鹏 平凉市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
王双印 平凉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

书记
长兼第一书记
于学超 庄浪县大庄镇梁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袁树新 生前为庄浪县郑河乡庙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柳宏利 生前为庄浪县柳梁镇李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苏虎旦 庄浪县小川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孙国强 庄浪县韩店镇刘咀村党支部书记
雷有珠 庄浪县盘安镇牡丹村党支部书记

席鹏举 静宁县副县长
赵宏军 静宁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 杰 静宁县医保局副局长
李宏强 静宁县畜牧兽医中心主任

崔锦锋 静宁县政府动迁安置补偿服务中心主任
王向明 静宁县财政局财政投资绩效评价中心副主任

王宏乾 静宁县四河镇党委书记
吕朋军 静宁县司桥乡党委书记
徐贵洲 静宁县仁大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天恩 静宁县治平镇马合村党支部书记

郑化钢 静宁县原安镇张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王 荣 （女）静宁县八里镇靳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向羿铭 静宁县曹务镇曹崖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冯 晖 静宁县雷大镇曹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武东鸿 静宁县四河镇上赵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郑建学 生前为静宁县甘沟镇大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刘懿平 平凉市崆峒区委副书记、安国镇党委书记（兼）

王小军 平凉市水务局水建科科长

朱洪力 平凉市崆峒区畜牧兽医中心主任

张晓军 平凉市审计局社会审计核查科科长
秦万龙 平凉市交通工程质量检测站副站长

杜永刚 平凉市崆峒区医保局副局长
张世富 平凉市崆峒区扶贫办信息中心副主任

贾会聪 平凉市医保局干部

安正勇 （回族）平凉市崆峒区白庙回族乡党委书记

位文斌 平凉银保监分局崇信监管组副组长

朱校虎 平凉市崆峒区麻武乡党委书记

马继宏 平凉市残联维权科科长

张凤仙 （女）平凉市崆峒区索罗乡副乡长

任光军 平凉市政府金融办金融稳定科二级主任科员

朱正强 平凉市崆峒区崆峒镇中河村村委会副主任

张亚洲 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专项调查科科长

完存福 （回族）平凉市崆峒区上杨回族乡上杨村党支部

樊对对 庄浪县副县长

书记

杨小强 庄浪县扶贫办副主任
高 雄 庄浪县永宁镇党委书记

赛天东 （回族）平凉市崆峒区西阳回族乡党委副书记、

张 唯 庄浪县赵墩乡党委书记
赵宝贵 庄浪县通化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建军 平凉市崆峒区大秦回族乡苏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万江涛 庄浪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王德全 泾川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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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长

队员

毛红涛 泾川县扶贫办副主任

马 骁 陇东报社专题新闻部主任

薛立军 泾川县太平镇党委书记

肖 宇

吕志坚 泾川县王村镇朱家涧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何英禅 环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志成 环县县委副书记

白宁安 泾川县泾明乡白家村村委会副主任

人保财险庆阳环县支公司经理

傅锦生 泾川县富原红果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吕文贵 泾川县财政局副局长

邓志勇 环县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赵兴军 生前为中国联通平凉分公司工会干部

方 显 环县木钵镇党委书记

程跟会 灵台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张立果 环县车道镇党委书记

王 勇 灵台县邵寨镇党委书记

谢仕贵 环县虎洞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王 琪（女）灵台县朝那镇纪委书记

罗 睿 （女）宁县县委副书记

王小英（女）灵台县人社局副局长
何军育 灵台县财政局副局长

武小康 宁县县委办公室主任
黄 沐 宁县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宝奇 灵台县医保局副局长

张晓荣

任智博 灵台县邵寨镇黎家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柳安祥 灵台县兴旺苹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蔚然 宁县焦村镇党委书记

杨海涛 宁县金融办副主任

王 蕾 （女）崇信县委副书记、锦屏镇党委书记（兼）

许怀锋 宁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Ｔ７拿重

张 渊 生前为环县司法局纪检组长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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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于文涛 崇信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陈会发 合水县委副书记

张云刚 崇信县黄花乡党委书记

严 浩 合水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岳红军 崇信县新窑镇新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贾富成 合水县西华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书记

冯 毅 镇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赵立平 （回族）崇信伊顺祥清真牛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兰向飞 镇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李勤忠 华亭市委副书记

王志锋 镇原县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

梁海军 华亭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王旭东 华亭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高永刚 镇原县扶贫办副主任
李 伟 镇原县殷家城乡党委书记

魏义平 华亭市神峪回族乡党委副书记

何春丽 （女）镇原县司法局城关镇司法所所长

孔彦荣 华亭市安口镇朱家坡村党支部书记
庆阳市（共１１２名）

秦亚军 庆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王富林 庆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吕世福 庆阳市委秘书长

苏小鹏 庆城县蔡家庙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许建宇 庆阳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罗永琰 庆城县桐川镇崇家河村党支部书记

石环周 庆阳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育铮 庆阳市西峰区委副书记

邓莉娟（女）庆阳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程水银 （女）庆阳市西峰区显胜乡党委书记

徐存明 庆阳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贺永龙 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党委书记

高世武 庆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耿文科 庆阳市扶贫办副主任

肖鉴真 （女）庆阳市西峰区扶贫办干部
宋生明 华池县副县长

王 磊 庆阳市政府办公室秘书四科科长

李媛媛 （女）华池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张乃友 庆阳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

李 伟 华池县城壕镇党委书记

李斌斌 庆阳市委统战部无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科

高 鹏 华池县乔河乡党委书记

科长

杨东平 正宁县西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麻守信 庆阳市委政法委防范处理邪教工作科科长

姚俊宏 正宁县宫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志强 庆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

李纬地 正宁县榆林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赵 毅 庆阳市人民检察院三级警长

马 忠 （藏族）环县毛井镇施家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郭毓涵 （女）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长兼第一书记

张占印 庆阳市自然资源局法规科副科长

吴浩冉 环县小南沟乡天子渠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姚 伟 庆阳市文旅局二级主任科员

李天堂 环县南湫乡岳后渠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冯昱书 庆阳市林草局生态公益林办副主任
向文祯 庆阳市能源局办公室主任

书记
郭彦军 环县天池乡曹李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脱贫攻坚特载｜１６７

书记
张武瑞 环县八珠乡苟塬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高勇军 环县虎洞镇砂井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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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郝正林 环县合道镇赵家塬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王小龙 环县耿湾乡万家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蔺海龙 宁县太昌镇苟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刘庆义 宁县新庄镇桥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庞兴龙 合水县段家集乡北头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瞿广业 镇原县庙渠镇四合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安 健 镇原县孟坝镇东庄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韩等社 镇原县新集镇吴塬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李万宝 镇原县庙渠镇黎明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 锋 庆城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苏建文 庆城县熊家庙办事处米家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
冯彦博 庆阳市西峰区肖金镇杨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石廷辉 合水县太莪乡关良村党支部书记
王 鹏 合水县吉岘镇九顷湾村党支部书记

孙世鹏 镇原县鑫彝旺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常 勇 镇原县陇东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银利 镇原县太平镇彭阳村村委会主任
方丰泰 庆城县丰泰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周俊清 庆城县蔡口集乡周家塬村村委会副主任
毛颖敏 庆阳市西峰区显胜乡毛寺村党支部书记

杨建强 庆阳建强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主管
杨正发 甘肃富民众创肉羊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源浈 华池县怀安乡坪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豆小利 （回族）正宁县五顷塬乡西渠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委会主任
李彦东 正宁县陇塬红果业合作社负责人

汤红洋 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技术主管
齐浩程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

夏俊杰 镇原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
王 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办公厅行政处干部

王 鹏 华池县城壕镇庄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定西市（共１３５名）
刘倡清 定西市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连 禧 定西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景义 定西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孙学仁 定西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亚勤 定西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

宗廷渊 生前为华池县柔远镇刘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小宝 定西市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邱建新 华池县乔河乡虎洼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刘 荣 定西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书记

张海军 定西市劳务办副主任

范 爱 环县中盛羊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王鸿远 定西市交通运输局二级调研员
任世军 定西市扶贫办副主任

张鹏飞 环县鹏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苟统一 定西市爱卫办主任

赵云杰 正宁县西坡镇石家湾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李守业 庆阳市庆新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伍小东 定西市教育局计划财务科科长

高涛涛＂羊之家＂奶山羊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周绪邦 定西市民政局救助办救助科科长

刘小刚 镇原县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贾文举 定西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维华 镇原县甘旭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王长泰 庆城县耀鑫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小亮 定西市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职员
李沁芳 （女）定西农村商业银行董事长

王新玉 庆阳市西峰区新望农民专业种养殖合作社理事长

石振华 甘肃银行定西分行部门经理

姚文智 华池县恒烽中药材苗林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众炜 定西市安定区委书记
亢岐斌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三五一二皮革服装有限公

张文琼 （女）正宁县鑫乐肉牛养殖场总经理

赵文成 环县曲子镇西沟村村民

司职工

胡兴盛 环县环城镇陈汤塬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陈富荣 环县罗山川乡兰家掌村党支部书记

杨 树 定西市安定区扶贫办副主任

牛庚强 宁县良平镇段村党支部书记

侯振刚 定西市安定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马宁源 宁县盘克镇森园春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 强 定西市安定区人社局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

１６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安丽梅 （女）定西市安定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王成刚 定西市安定区教育局扶贫专干

梁卫平 陇西县卜家渠村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段永权 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乡党委书记

姜吉祥 陇西县文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石守仁 陇西县柯寨镇党委书记

闪晓丽 （女，回族）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蒋梁平 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副镇长

刘文祥 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泉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
王彦荣 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罗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

王国栋 陇西县云田镇党委书记
吕建东 陇西县碧岩镇党委书记
张占军 陇西县福星镇党委书记

Ｉ门１拿Ｔ

陈梦拯 陇西县宏伟乡党委书记
鲁振民 陇西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莫天成 陇西县农村商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进福 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总经理

张陇平 陇西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林益民 甘肃民祥牧草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玛琥 陇西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曹晓山 定西市安定区凤翔镇永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杨树海 陇西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主任
杨栋生 定西市安定区团结镇金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马永泽 （回族）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香泉村村民

宗学谦 通渭县委副书记

段永军 渭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平 渭源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万 维 渭源县秦祁乡党委书记
王宝林 渭源县田家河乡党委书记

孙智军 渭源县莲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继国 通渭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帆济 通渭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麻建华 渭源县上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建胜 通渭县马营镇党委书记
魏军民 通渭县平襄镇党委书记

魏守礼 通渭县华家岭镇党委书记
王常清 通渭县碧玉镇党委书记
姚高智 通渭县李家店乡姚川村党支部书记

李永伟 通渭县马营镇兴旺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宗钊 通渭县常河镇胜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陈智慧 通渭县陇山镇古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向东 通渭县陇川镇李岘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王兆平 通渭县榜罗镇陈尧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艳虎 生前为通渭县马营镇瓦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谷双魁 （满族）国家能源局浙江监管办公室资质管理处

干部
陈彦吉 陇西县委副书记、县长
包洪涛 （蒙古族）中国建设科技集团建筑标准设计研究

院国建标公司技术部副主任
王 伟 陇西县扶贫办副主任
刘旭东 陇西县文峰镇桦林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许彦君 陇西县双泉镇高家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２０２１

张振亚 渭源县委副书记

李作宏 通渭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穆维强 通渭县常家河镇党委书记

甘肃
年鉴

郑振宇 渭源县麻家集镇袁家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张景平 渭源县清源镇秦王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刘占忠 （藏族）渭源县大安乡潘家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刘永红 渭源县五竹马铃薯良种繁育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亚阵 渭源县教育局资助中心主任

陈珍海 渭源县莲峰镇团结村党支部书记

王建军 生前为定西市渭源县祁家庙镇官路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乔学刚 生前为定西市渭源县会川镇干乍村村委会主任
张显峰 国家乡村振兴局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宣传合作

处副处长
门 冰 （满族）渭源县田家河乡香卜路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张 强 渭源县大安乡邱家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石 琳 临洮县委书记
柴生芳 生前为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
秦 恩 临洮县太石镇党委书记
何小红 临洮县辛店镇党委书记

常贵勤 临洮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生荣 临洮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孙志成 临洮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桑育雄 临洮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脱贫攻坚特载｜１６９

魏晓斌 临洮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

甘肃

书记

魏文彦 临洮县扶贫办副主任
施学谦 临洮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陇南市（共１４３名）

孙堡垒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部干部

陈 壮 陇南市扶贫办副主任

袁 毅 临洮县太石镇后地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夏书英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陇南联络办公室主任
魏昌廷 陇南市委办公室国家安全工作科科长

一书记
陈得军 临洮县得军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女）临洮县惠民农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年鉴 张惠玲
达利宏 临洮县太石镇豁岘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漳县副县长
２０２１ 董永祥
张晓晨 中国妇女报社干部

段晓强 漳县劳务办主任
赵永军 漳县发展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立新 陇南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旭鸿 陇南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府目标责任考核科科长

马 斌 陇南市委政法委综治中心平安建设科副科长

安维强 陇南市委宣传部副科级干部
李大雁 陇南日报社经营管理部主任
王银福 陇南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

杨丽娟（女）陇南市委统战部调研与信息中心副主任

林 云 （回族）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花椒研究所栽培技

姜玉红 漳县马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术研究室主任
赵仕才 陇南市公安局干部

王 萍 （女）漳县金钟镇副镇长

雍大勇 陇南市医疗保障局信息中心主任

李永伟 漳县武阳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李 飞 陇南市水务局水利科科长

王 玮 漳县大草滩镇党委副书记

吴康平 陇南市委组织部远程办三级主任科员

张发富 漳县东泉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马 文 漳县三岔镇人大主席

张 鹏 陇南市统计局干部

骆满红 漳县马泉乡骆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 沛 陇南市人社局就业和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

周 鹏 漳县武阳镇孙家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王永生 陇南市教育局电化教育馆馆长

书记
李朝俭 漳县盐井镇许家咀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陈保兵 漳县殪虎桥镇三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崔玉杰 陇南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

贾爱会 宕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何玉柏 （藏族）宕昌县副县长
陈 昌 宕昌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华春 漳县三岔镇狼儿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邓文沛 宕昌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石爱君 宕昌县扶贫办副主任

何江鱼 漳县江鱼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岳玉鹏 宕昌县车拉乡党委书记

史炬炜 岷县县委副书记

李文杰 宕昌县城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洪宽科 岷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丽军 宕昌县沙湾镇党委副书记
胡天霞 （女）岩昌县木耳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秦义明 岷县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
雷永龙 岷县住建局干部

包 宇 岷县劳务办副主任

赵小民 宕昌县理川镇上马龙绿森林特色农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

路翠霞 （女）岷县梅川学区校长

包寿青 宕昌县庞家乡庞家村村民

李先明 岷县扶贫办副科级干部

李 灏 宕昌县两河口镇四方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王 琴 （女）岷县财政局干部

刘永鹏 岷县马坞镇党委书记
王永民 岷县梅川镇党委书记

李国义 宕昌县甘江头乡张家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杨凤鸣 岷县清水镇党委书记

安丰宝 宕昌县理川镇苏都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冯刘勇 岷县中寨镇人大主席

第一书记

书记

尚富平 岷县岷阳镇副镇长
范金科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三级客户经理

王郭平 宕昌县哈达铺镇树下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赵 睿 岷县维新镇坪上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杨 彦 成县县委副书记

臧方舟 岷县蒲麻镇刘家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李小山 成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书记
周东亮 岷县禾驮镇安家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１７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一书记
陈 宏 成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朝辉 成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谭云强 成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寅寅 生前为礼县沙金乡庄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白永锋 成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姚旭鸣 成县沙坝镇芦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杨 麟 礼县三峪乡驻村帮扶工作队总队长

书记
王向红 （女）共青团成县县委副书记
赵武强 甘肃陇小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海斌 徽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任会平 徽县大河店镇小地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张 平 徽县江洛镇大岭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郭 潮 徽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档案局局长
马 鹏 徽县扶贫办扶贫信息中心主任

李 立 徽县柳林镇党委书记
郑 辉 徽县泥阳镇党委书记

王 琴 （女）甘肃兆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米保莉 （女）徽县麻沿河镇麻安村村民
邱晓旭 康县县委副书记

冯东升 康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蒲 龙 康县发展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维林 康县周家坝镇党委书记
王建贵 康县白杨镇党委书记

李 洲 康县大堡镇党委书记
杨治国 康县铜钱镇党委书记
漆文明 康县两河镇赵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广权 康县周家坝镇祁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赵满林 陇南庄园植物油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雍国龙康县百稼富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李彦平 礼县县委副书记
赵存武 礼县脱贫攻坚督查专员

尹贻盼 礼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挂职，阿里巴巴）
李育良 礼县白河镇党委书记
麻智宏 礼县白关镇党委书记
漆宝瓶 礼县草坪乡党委书记

马青义 礼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档案局局长

强 波 礼县草坪乡白碌毒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张 淼 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宋国南 两当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冯红波 两当县云屏镇党委书记
苏红兵 两当县弘瑞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杨天慧 生前为两当县云屏镇元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张书怀 陇南市武都区委副书记

牛军平 陇南市武都区委常委、统战部长
何张军 陇南市武都区枫相乡党委书记
张宏旭 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党委书记

冶江燕 （女）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政务中心主任
刘应军 陇南市武都区洛塘镇干部

张喜见 生前为陇南市武都区三仓镇坪头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
李 莉 （女）陇南市武都区市场监管局东江镇市场监管

所副所长
叶柏林 文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李光强 陇南市武都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红岩 陇南市武都区花椒服务中心主任
林伟科 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凤屏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梁 丰 陇南市武都区马营镇党委书记
冯志强 陇南市武都区政协副主席、区扶贫办党组书记

钟元红（藏族）陇南市武都区坪垭藏族乡赵杨坪村村民
寇 瑞 陇南市瑞达花椒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石亚红 陇南市武都区隆兴镇党委书记
杨继林 陇南市武都区郭河乡营寨村党支部书记
王松青 陇南市武都区裕河镇党委书记

王广毅 文县县委常委
王小平 文县尚德镇党委书记

赵 雨 礼县住建局副局长

王金良 文县城关镇党委书记

王寿全 文县石鸡坝镇党委书记
刘海勤 文县临江镇党委书记
刘佳宁 文县中庙镇肖家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赵旭辉 生前为礼县雷王乡武装部部长
吕海兵 礼县沙金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慕文鉴 文县教育局语委办主任

季＿可 生前为礼县中坝镇新寨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马元春 文县桥头镇椿树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第一书记

２０２１

刘再义 陇南市扶贫办四级调研员

何国祥 文县丹堡镇党委书记

雒 乐 礼县雷坝镇副镇长

甘肃
年鉴

余建平 生前为两当县兴化乡柳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何 陶 （回族）礼县扶贫办副主任
文 平 礼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秦彦军 生前为礼县龙林镇党委书记

Ｔ门１２

书记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７１

任华章 文县碧口镇李子坝村党支部书记
李琴玲（女）文县瑞玲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生祥 生前为文县中庙镇后坝村村委会主任
王 辉 西和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

甘肃

刘 鑫 （藏族）甘南州交通运输局公路综合事务中心

干部
江荣华 甘南州统计局办公室副主任
加华东珠 （藏族）合作市委常委、副市长

李晨晞 西和县副县长

秦吉平 合作市卫生健康局干部

刘小文 西和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姚续鹏 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

奚青恒 （藏族）合作市统计局副局长
周吉道 （藏族）合作市卡加曼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年鉴 王纪红 西和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２０２１
景训强 西和县扶贫办副科级干部

何 洋 西和县姜席镇党委书记

齐艳龙 （藏族）合作市扶贫发展中心主任
赛毛草（女，藏族）合作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
安建坤 （藏族）夏河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王瑞广 西和县大桥镇党委书记
周 芳 （女）西和县卢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 健 夏河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海石油化学股

张 延 西和县十里镇副镇长

张 菊 （女）夏河县扶贫发展中心主任

周福才 西和县长道镇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孙仁山 （满族）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干部

张志东 西和县西高山镇秦山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李润泽 （藏族）夏河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郁万盛 西和县十里镇仁义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南秀甲 （藏族）夏河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书记
张志强 西和县大桥镇韩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赵亚琴 （女）西和县石峡镇坛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份有限公司）

桑吉加 （藏族）夏河县拉卜楞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加洋久美（藏族）临潭县纪委书记、监委会主任
王志祥 临潭县副县长（挂职，中国作家协会）
张孝仁（藏族）临潭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殷志贤 （藏族）临潭县发展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金安兴 西和县石堡镇杨麻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周中兴 （藏族）临潭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刘 泽 西和县绿康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黄建虹（藏族）临潭县住建局副局长

赵芳兰 （女）西和县蒿林乡杜林村村民

党元昌 临潭县店子镇党委书记

张永柒 宕昌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天津大学）

丁彦荣 （回族）临潭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扶贫

孙明亮 陇南市武都区委常委、副区长（挂职，中国文联

摄影家协会）

专干
寇立新 （藏族）临潭县新城镇东街村党支部书记

于文豪 宕昌县副县长（挂职，中央财经大学）

邱 平 临潭县古战镇副镇长

杨朝晖 两当县副县长（挂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金润娃 临潭县爱民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建勇 礼县副县长（挂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黎永锋 （回族）临潭县卫生健康局四级主任科员

李 栋 中国文联办公厅资产处处长

王 毅（藏族）卓尼县委常委、副县长

甘南州（共７８名）

陈 斌（藏族）卓尼县发展改革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 亮 甘南州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白栓科 甘南州移民局局长

乔苏奴（藏族）卓尼县扶贫发展中心主任

杨总智 （藏族）甘南州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

牛克俊（藏族）卓尼县阿子滩镇那子卡村党支部书记兼

殷志杰 （藏族）甘南州纪委二级主任科员
魏志远 （藏族）甘南州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和合作经济

赵帅锋 卓尼县木耳镇七车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指导科科长

陈继荣 （藏族）卓尼县木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村委会主任

书记

赵晓栋 （藏族）甘南州委办公室综合信息科科长

张彩琴 （女）卓尼县藏巴哇镇扶贫专干

李建勋（藏族）国家统计局甘南调查队住户调查科科长

东 主（藏族）卓尼县缘见羊肚菌种植农牧民专业合作

彭德玺 甘南州财政局农业农村科科长

社负责人

陈 平 甘南州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安效奇 （藏族）卓尼县启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海云 （藏族）甘南州委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

党 久 （藏族）玛曲县委常委、副县长

杨索南 甘南州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

杨 蓉 （女，藏族）生前为玛曲县尼玛镇扶贫工作站副

丹 俊（女，藏族）甘南州林草局规划财务科科长
唐 健 甘南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
１７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站长
然 那（藏族）玛曲县曼日玛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罗加木 （藏族）玛曲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淑玉 临夏州扶贫办公室副科级干部

加 洋 （藏族）九曲格萨尔王生态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

杨进明（回族）生前为临夏州科技局科技教育培训中心

经理

金国正（藏族）迭部县委常委、副县长
桑杰日前（藏族）迭部县多儿乡扶贫干部

杨黑九（藏族）迭部县纪委监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副

组长
阿 古 （藏族）迭部县水务局副局长
道杰曼（女，藏族）迭部县电尕镇副镇长

小加草（藏族）迭部县卡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陈文燕（女）生前为舟曲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彦辉 生前为舟曲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农艺师
石小军 生前为临夏州生态环境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

主任
赵哲 生前为刘家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管理局一级

主任科员
赵亮 生前为临夏州扶贫办技师
马文明（回族）生前为临夏州扶贫办副主任
陈家乐 永靖县徐顶乡三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书记（挂职，中国地震局）
孔存喜 永靖县水务局局长

张向涛 舟曲县委副书记（挂职）
安玉海 （藏族）舟曲县委副书记

张学峰 永靖县关山乡党委书记

书记
刘光全 永靖县川城镇下岭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杨晓明 舟曲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本信 永靖县关山乡徐家湾村村民

赵海满 舟曲县果耶镇党委书记

瞿有学 永靖县健辉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赵冬梅 （女）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

海贤跃 永靖县炳灵果业合作社理事长

冯满玉 （女）舟曲县城关镇扶贫专干

赵仕海 永靖县徐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薛代花 （女，藏族）舟曲县博峪镇卧欧诺村党支部书记

董吉恩（土族）生前为永靖县关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永华 （藏族）碌曲县委副书记、县长

马 彪（东乡族）生前为永靖县川城镇党委副书记
梅文娟 （女）临夏市城郊镇瓦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王立华 碌曲县阿拉乡党委书记

兼第一书记
张小林 （回族）临夏市南龙镇扶贫站副站长

牛 亮 （藏族）碌曲县委信息化管理中心干部

黄 准 临夏市南龙镇高邓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扎西 （藏族）碌曲县玛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张志国 临夏市扶贫办副主任

一书记
临夏州（共１１５名）

马白克（东乡族）临夏市工商联副主席兼秘书长
刘正虎 生前为临夏市供销社干部
金天录 临夏市折桥镇大庄村村民

马建霖 （回族）临夏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马文俊 （回族）临夏市枸罕镇罗家堡村党支部书记兼村

马学才（回族）碌曲县双岔镇干部

刘连君 临夏州财政局农业科科长

委会主任

喇延军 （回族）临夏州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科科长

王良生 临夏市良生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马明华 （东乡族）临夏州扶贫办脱贫管理科科长

马学民 （回族）临夏市住建局干部

卢珍平 （土族）临夏州农业农村局产业办副主任

马晓璐 （回族）康乐县委副书记、县长

黄 健 广河县燕之屋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锡鹏 康乐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国建筑第二工

耿雪梅（女，回族）甘肃煌甫谧爱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２１

孔维国 永靖县小岭乡沟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赵锦帆 舟曲县副县长
王建俊 舟曲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兼村委会主任

甘肃
年鉴

徐正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夏分行经理

闵江伟 生前为舟曲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磊磊 （藏族）舟曲县曲瓦乡城马村合作社负责人

Ｉ门案建

程局）
段文娟（女）康乐县五户乡党委书记

薛成良 （土族）临夏州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

王春琦 康乐县八松乡魏寨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吴 宁 临夏州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姬 俊 临夏州商务局投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

马俊林 临夏州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一级主任科员

书记

马志文 （回族）甘肃省临夏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干事
王英刚 甘肃明丰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宏涛 （回族）康乐县苏集镇塔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方仕明 临夏州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马进成（回族）康乐县金诚旺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副

长兼第一书记

脱贫攻坚特载｜１７３

理事长

甘肃

阳石油分公司）

年发奎 （回族）康乐县上湾乡东沟村村民
罗鸿玉 康乐县流川乡苏家村监委会主任

金莘临 （回族）东乡县大树乡大树村帮扶干部

马福龙 （回族）康乐县康丰乡何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

许 洋 东乡县沿岭乡新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陈 植 临夏县副县长（挂职，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２口！

张文涛 东乡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国石化甘肃庆

马海龙（回族）临夏州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副队长

（东乡族）临夏县委副书记、县长
年鉴 韩玉林
李润芳 （女）临夏县榆林乡党委书记
２０２１
马福斌 （回族）临夏县政府党组成员

牛成龙（东乡族）临夏县掌子沟乡王家湾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书记
杨志军 东乡县委副书记、河滩镇党委书记（兼）
唐致真 （东乡族）东乡县达板镇党委书记
魏念文 东乡县达板镇崔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祁小军 临夏州委组织部派驻沿洮河经济带指挥部副总

指挥
王天云 东乡县政府党组成员

杨 军 临夏县尹集镇新发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方 威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周龙霞（女）临夏县马集镇庙山村村民

方均纪 厦门市湖里区赴东乡县帮扶工作组组长

唐小翠 （女）临夏县圆梦服装布鞋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来明展 东乡县五家乡下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尕军 临夏县安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马占福 临夏州医保局副局长、东乡县政府党组成员

沈 涛 临夏县麻尼寺沟乡扎麻村党支部书记

马一吉勒 （东乡族）东乡县大树乡南阳洼村村民

陈 龙 生前为临夏县北塬镇松树村文书

李 艳 （女）东乡县董岭乡阿依莎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张元智 积石山县寨子沟乡曹姚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挂职，国家医疗保障局）
杨淑萍 （女）临夏州地方史志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社理事长
王玉兰 （女，回族）东乡县大岭前进农牧有限公司总

经理
马福辉（东乡族）东乡县锁南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

韩 岳 （撒拉族）积石山县人社局局长
宗明江（回族）积石山县胡林家乡党委书记

马忠勇 东乡族）生前为东乡县水务局干部

马旭明 （回族）积石山县郭干乡酸树梨村驻村帮扶工作

马呈祥 （东乡族）生前为东乡县法院东塬法庭副庭长

马逢龙 积石山县徐扈家乡乔干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倪华军 生前为东乡县东塬乡包家村包村干部
张世明 （东乡族）生前为东乡县招商局干部

马以卜拉 （保安族）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甘河滩村村民

卢 健广河县庄窠集镇红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王志胜 甘肃煜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书记（挂职，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李建东 （土族）积石山县建平花椒种植购销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

马福智 （回族）临夏州扶贫办小康办主任

张顺成（土族）积石山县石塬镇三二家村党支部书记

马正锋 （回族）广河县庄窠集镇党委副书记

杨正江 生前为积石山县卫生健康局干部
金春发 和政县达浪乡党委书记
王 奇 和政县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秦风鹏 广河县官坊乡石磊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邵学军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临夏监管分局二级

主任科员
何 勇 和政县罗家集镇大滩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马 涛 （回族）和政县卜家庄乡松树村党支部书记

马东升 （回族）广河县委副书记、县长

书记
沙玉虎（回族）广河县三甲集镇小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马兴忠（东乡族）广河县阿力麻土乡阿力麻土村村民

肖进华 （回族）广河县进华牛羊饲养合作社理事长
马作海 （回族）广河县买家巷镇上王家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曹 军 和政县陈家集镇上王家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马瑞林 （回族）生前为广河县城管局干部

曹 辉 和政县辉林啤特果仓储销售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天津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３７名）

杨胜强 甘肃东创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陈世忠 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

乔文仓 生前为和政县城关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临时党委副书记
刘 靖 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魏玉鑫 镇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闵舍勒夫 （东乡族）和政县新庄乡峡门村村民
王守君 和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中国银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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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来 华池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柏德海 宁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李 杨 合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姚连宝 正宁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作处处长
郑 昕 福州市财政局（信息中心）九级职员

刘 杰 环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刘灵晶 （女）福州市商务局二级主任科员
檀国金 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处
处长、一级主任科员

彭 亮 庆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厦门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８名）

聂欣林 甘南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邱武伟 厦门市赴临夏州帮扶工作队领队

于 涛 迭部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王永胜 临夏州政府副秘书长（挂职）

关 珂 合作市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陈 恒 卓尼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方志国 临夏州厦临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衷梅英 （女）甘肃黄河丹霞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秋香 （女）甘肃成伯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雨昆 玛曲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黄建林 中国农业银行临夏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赵川洲 临潭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姚 志 夏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陈 颖 厦门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处一级主任科员

孙士明 碌曲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管齐扬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张 毅 天水市麦积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青岛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１９名）

秦 浩 秦安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王保岚 青岛市赴陇南扶贫协作挂职干部领队

祝晓鹏 甘谷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王晓通 清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张永杰 陇南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政府副秘书长，两当县

杨宝华 武山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苏国磊 陇南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挂职）

张 剑 张家川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高 杨 古浪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李志杰 宕昌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贾学明 天祝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张 强 康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郭 雷 景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栾绍臣 礼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吴志远 会宁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隋俊昌 陇南市武都区副区长（挂职）

郝 钊 靖远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陈 超 成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崔海燕 榆中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王协俊 文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路长春 永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董庆国 徽县县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张宝军 皋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张志先 两当县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朱安峰 平凉市崆峒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姜堂尧 陇南经济开发区临时党工委委员、陇南西成经济

赵年义 灵台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徐振强 庄浪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霍介青 西和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挂职）

赵 伟 徽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徽县工业集中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

福州援甘前方指挥部（共１４名）
陈春光 福州·定西扶贫协作前方指挥部原领队

张子超 青岛市崂山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陈曾勇 福州·定西扶贫协作前方指挥部现领队
李日明 福州·定西扶贫协作前方指挥部副领队

孙九超 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处处长

沈 力 定西市安定区委常委、副区长（挂职）
林 捷 通渭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王 红 （女，满族）青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雷发勇 陇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万上飞 青岛市扶贫协作工作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台盟中央（共１名）

赵朝晖 临洮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陈美龙 台盟中央社会服务部扶贫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

林柳强 渭源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归口推荐省直机关和中央在甘单位代表

陈家登 漳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林善章 岷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邱榕华 福州市农业农村局（扶贫办）社会扶贫与山海协

２０２１

委常委、副县长（挂职）

王 涛 青岛市市南区发展改革局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
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韩国斌 静宁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甘肃
年鉴

（挂职）

任继源 舟曲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王武亮 泾川县扶贫办副主任（挂职）

，

（共２１４名）
唐玉芳 （女）省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李宏涛 （满族）省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一级主任

脱贫攻坚特载｜１７５

科员

，

王炳超 省委网信办网络安全与技术处副处长

周 帅 省纪委监委第一监督检查室一级主任科员

苏宝锋 省委编办事业处副处长

刘加莲 （女）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查室三级主任科员

李 龙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 华 省委办公厅老干部处处长

胡 铮 省委办公厅保卫处四级调研员

杨天雄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
张克俭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帮扶办

张 健 省委办公厅帮扶办二级主任科员
朱建东 省委办公厅信息化处三级主任科员

邓汉生 康乐县八松乡南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甘肃 骆 伟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委书记
年鉴 乔占祥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一级调研员、省整
改办暗访督查组副组长
２０２１

主任
书记
李永伟 省信访局办公室副主任
高希锐 省委巡视办正处级巡视专员

卓济众 （藏族）天水市麦积区五龙镇雷家窑村驻村帮扶

张 炜 省委巡视办四级主任科员

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杨雪松 （藏族）省人大常委会民侨工委四级主任科员

吴 静 （女）省委机要和保密局四级调研员

罗晓东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董建鹏 会宁县大沟镇厍曲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伟伟 省办公自动化技术服务中心一级主任科员

王建云 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

屈双敏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服务中心技师

张 涛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

郭 亮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
赵宏泉 省档案馆科技信息处一级主任科员

贾殿阁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宗建忠 （回族）两当县金洞乡太阳工作站杨坪村驻村帮

史大勇 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张福平 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

罗富荣 省文明办秘书处一级主任科员

祁建明 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副处长
刘 晖 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睿君 （女）甘肃日报社驻临夏州记者站记者

郁 洁（女）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新甘肃客户端分公司融

媒体制作中心首席设计师

刘 源 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三处一级主任科员
宋东勃 省党员教育中心七级职员

曹育彬 省以工代赈办副主任

尚友俊 省委宣传部传媒监管处处长

陈临军 省发展改革委经贸处三级调研员

陈 平 省委宣传部宣传教育处副处长

陈 龙 省发展改革委电力处二级主任科员
陈 东 （女）省发展改革委电子政务中心八级职员

杨 阳 省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
刘 凯 省委《党的建设》杂志社采编部编辑

党 勤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一处处长

周双进 省委统战部十一处副处长

张 睿 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四级调研员

范 奕 省委统战部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杨 波 省教育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马天彤 省委统战部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徐志强 省委政法委反邪教协调处处长

马 瑞 （女，藏族）省高等学校服务中心综合行政科

于 盛 省委政法委反邪教基层指导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 磊 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四级主任科员

张 博 （女）省财政学校团委书记

周 元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二庭庭长

科长
杨志刚 省科技厅培训中心网络教育科科长、办公室副

主任

周剑峰 临夏县刁祁镇多麻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李 坤 张家川县胡川镇夏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海锋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一级法官

王生伟 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训练处一级主任科员
常正虎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社会救助稽查核查处）

刘 锋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副主任
裴文军 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警务处三级主任科员

郭建文 祁连山林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法警大队大

队长
杨 程 省委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处处长、省整改办材料

信息组副组长

处长
钟 伟 省民政厅规划财务处副处长
吕家奇 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社会救助稽查核查处）一

级主任科员
安智坤 省民政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振华 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三级调研员

贺 锋 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万新路销售厅副经理

王明兴 省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许多元 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权智良 省委国安办三级主任科员

窦文博 靖远县北湾镇富坪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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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

张容海 省审计厅电子数据审计中心专业技术副高级职员

汪 洋 省财政厅扶贫处副处长

姚胜文 省政府国资委四级调研员

田 文 省财政厅扶贫处四级主任科员

陈继祥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管理科

包 敏 省财政厅资环处二级主任科员

蔡郑龙 省财政厅会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科长

王宁梅 （女）省人社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邵 斌 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麻沿林场工会主席
董明坤 省市场监管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杨平华 省人力资源市场主任
庄文明 省人社厅人事处四级调研员

张 楠 （女）省市场监管局财务审计处一级主任科员
孙军强 省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检查中心机电检查部副部长

李晓非 （女）省人社厅职称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高富元 省广播电视局监测中心数据管理部主任

安文渊 省人社厅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彭书宪 （土家族）省自然资源厅机关党委三级调研员、

翟发科 省体工一大队副科长

帮扶办专职副主任
周 强 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局一级主任科员
魏 玮 省住建厅办公室副主任
张晓虎 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彦红 省住建厅计财处四级主任科员

王宁强 省人防办机关纪委二级主任科员
薛永东 省扶贫办计划统计处处长

张伟明 （女，满族）省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项目二处

处长
高俊生 省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李向阳 省交通运输厅扶贫办干部

郭亚洲 省扶贫办社会帮扶处二级主任科员

郎晓贵 省甘南公路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梁振虎 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兰州分院九级职员

陈玉波 省水利厅农村供水处一级主任科员

鲜新建 省金融监管局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陈亚东 省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办公室工程管理一科科长

王旭辉 省金融监管局金融二处一级主任科员

张登科 省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办公室工程管理二科科长

谢宗龙 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纪委书记

梁仲锷 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高 翔 省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

吴玉锋 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生态恢复研究室主任

张晓军 省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政策法规处四级主任科员

马亚同 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副主任
郑有才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

宋桂杭 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八级职员

王 毅 省农业农村厅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管理一科

高天成 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省志编纂处一级主任科员

科长

冯亚洲 省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白晓峰 省供销联社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八级职员

王福国 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信息与质量科科长
陈学燕 （女）省商务厅财务处处长

魏开心（女）省公共资源交易局医药采购处四级主任

何学文 省商务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帮扶办主任

科员

朱 升 省商务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

高 木 （女）省广电总台帮扶办专职副主任
宋 磊 省国家安全厅政治部一级调查员

温维忠 省商务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岳 勇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帮扶办主任

王兴海 省文旅厅资源规划和乡村旅游处副处长

豆 卫 省畜牧兽医局总畜牧师

王兴国 省旅游培训考试中心办公室主任

祁晓亮 省文旅厅四级主任科员

郑宏伟 省引大入秦工程管理局供水处信息科科长
宗永威 省地矿局地质调查院帮扶工作办公室主任

张军莉（女）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扶贫处处长

宋全红 省有色地勘局天水矿产勘查院信息中心主任

李凌杰 省卫生健康委审计与督导处处长

王高尚 甘肃煤田地质局庆阳资源勘查院华辰房地产公司

刘忠霞 （女）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四级调研员

副经理

杨 飞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陈自全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卜兆文 省人民医院主管护师
李 锋 省社保局四级调研员

杨 萍 （女）省审计厅财政审计处处长

王景萱 （女）省景泰川电力提灌管理局党政办公室组织

张 炜 静宁县原安镇吉林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２０２１

刘兴武 省政府研究室社会发展研究处四级调研员

牟瑞强 省政府研究室综合处四级主任科员

副部长

甘肃
年鉴

李安宁 （女）省统计局社科处四级主任科员
宋雨霏 （女，藏族）省统计局科研室八级职员

邬学军 省住建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周光旭 省住建厅省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理办公室综合部

Ｔ７拿重

科正科级组织员
张收选 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花海灌区管理处疏花干渠

脱贫攻坚特载｜１７７

工程管理所副所长
张鼎仕 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运行管理处征地运行管理

科副科长
吴晓斌 省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洮河生态建设局森林消防队

党支部书记
４

甘肃

蔡进辉 省武都监狱二监区副教导员、二级警长
董晞中 临潭县新城镇口子下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年鉴 余等勤 一书记
临潭县王旗镇巴杰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２０２１

书记
刘 宝 临潭县王旗镇草场门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康晓东 敦煌研究院办公室质量管理科科长
徐永红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副教授

马 磊（回族） 省消防救援总队三级指挥员
艾建华 甘肃省地图院高级工程师

辛 平 省林业科技推广总站党委委员、副站长，纪委

书记
张占瑞 省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王志杰 （回族）甘肃省社会经济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副

主任
孔雨萌 （女）张家川县刘堡镇峡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第一书记
勾 诚 张家川县刘堡镇峡里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曾朝政 省总工会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秦铁岩 团省委青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副部长
王 婧（女）团省委组织部一级主任科员
丁仁军 （回族）合水县板桥镇柳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员
吴凤莲 （女）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夏 燕（女）省妇联权益部一级主任科员
聂维军 省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 果 省残联教育就业处二级主任科员

张 皓 镇原县殷家城乡李园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林兆民 省核地质２１３大队办公室副主任
齐 剑 西和县太石河乡崖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蔡 黎 （女）省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站总务科副

科长
赵汉才 正宁县三嘉乡刘川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杨 成 （藏族）天祝县赛什斯镇东大寺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陶孟涛 甘肃煤矿安全监察局兰州监察分局监察二室主任
尚云龙 财政部甘肃监管局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
高正乾 省专用通信局机务维护员
曹长喜 岷县维新镇扎哈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康广宏 积石山县居集镇业卜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刘卫平 天水市麦积区石佛镇陶家匪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兼第一书记
万继红（女）康县寺台镇剪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梁春会 清水县山门镇南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王东国 靖远县石门乡安韦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李全武 秦安县五营镇蔡仁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麻毅强 兰州海关人事教育处教育科副科长
王 文 兰州铁路监督管理局监管处二级主任科员
赖 肿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甘肃局人事处干部

肖 扬 （回族）岷县马坞镇曹眼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兼第一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归口推荐高等院校代表（共２７名）
陈登鹏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后勤保障处干部

陈晓辉 省残联宣传文体处二级主任科员
王永刚 省文联飞天编辑部办公室主任

王宏伟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工会女工委副主任

丁芳琴 （女）省社科联管理部三级主任科员

赵国强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干部
王 仁 西北师范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

王笳舟 兰州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干部

巨步辉 国家统计局礼县调查队队长
梁 冈 礼县桥头镇花桥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化希青 兰州理工大学财务处项目管理科科长

邓 勇 和政县新营镇山城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石粉霞 （女））兰州交通大学帮扶办联络科科长

书记
蔡 欧 镇原县三岔镇寺庄湾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薛江伟 镇原县殷家城乡敬岔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马仲生 镇原县殷家城乡李园子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

第一书记

１７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侯永平 甘肃农业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常务副院长
胥建明 兰州财经大学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王 悦 甘肃中医药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陈 晖 甘肃政法大学公安分院副书记
张文辉 兰州城市学院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工作处）副

部（处）长
王 彤 天水师范学院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赵 爱 河西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李 韬 东航甘肃分公司职工

张宏洲 陇东学院校友办秘书

颜万金 兰州铝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主管

华丹多吉 （藏族）甘肃民族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系党总

安顺清 陇西县福星镇川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支副书记
郝立元 兰州文理学院传媒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宁静涛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出版工程学院党总支

副书记
马航航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科长
贺旭增 陇南师专学生处资助管理科科长

张立衡 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财务科副科长

书记
文 辉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水分公司党

群处责任专工
王凌清 甘肃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主任
马培成 中建市政西北院兰州昌欣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综合管理部部长

张开礼 武威职业学院副院长

宋晨光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干事
侯立强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检验员

王志江． 甘肃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教务科科长

杨增银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综合

张永鹏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扶贫办主任

李忠山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赵 磊 静宁县古城镇柳沟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于丽萍 （女）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工
李世超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专干

王 亮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新区供电公司党总支书

梁昭晖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扶贫办副主任
兰 宏 金川集团社会帮扶办公室副主任

张 琪 中国铁路兰州局兰州客运段段长

李书山 金川集团镍冶炼厂车间副主任

赖生辉 华亭·煤业集团砚北煤矿副科长

成 宇 酒钢集团嘉峪关紫玉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蒲鹏程 礼县三峪乡大关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狄维生 宕昌县竹院乡大草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王迎春 中国联通陇南市分公司政企销售中心行业总监
刘芝和 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物业服务公司秩序维护大

队教导员
张 伟 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高级业务

主管
香 玮 中国石油西北化工销售公司脱贫攻坚帮扶办副主

任、团委书记
张建敏 （女）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农牧中心经理
张正柱 （土族）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公司临夏分公司职工

坚充沛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助理
王吉述 华能甘肃新能源开发公司兰州范坪热电有限公司

政治工作部主任
常永刚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油厂里１４８井区

党支部书记

书记、董事长
王立白银集团帮扶办副主任
张 炜 （藏族）窑煤集团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派驻临潭县帮扶常态工作组长
刘 飞 靖煤集团白银洁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郭志忠、 甘肃公航旅集团丝绸之路旅居露营地公司副总经理

赵小军 甘肃电投集团大容橙子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

经理
杨文礼 甘肃电投集团大容汇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
李映林 甘肃建投集团党建工作部副部长

朱子和 清水县山门镇腰套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
王宏亮 甘肃物产集团陇西天马酒业有限公司白酒生产部

副部长
景宏福 甘肃公交建集团帮扶办主任
姚福强 甘肃演艺集团职工
白玉龙 甘肃能化集团人力资源部副主管

张卿德 西北永新集团扶贫办主任

冯建科 核工业甘肃矿冶局纪委委员

王财源 甘肃城乡集团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二级主管

胡仁禄 生前为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总包项目部施工

王荣琦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集团产权交易中心人事专员

部副经理
阳 涛 国家能源集团甘肃电力有限公司综合部主管
魏云峰 中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师

侍文元 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漆可为 渭源县秦祁乡白土坡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

一书记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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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主任、脱贫攻坚工作办公室主任

省政府国资委党委归口推荐国有企业代表（共６１名）

记、副经理

甘肃

科科长

闫积刚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
闫慧彬 （女）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

，
Ｉ门１拿Ｔ

张 凯 甘肃国投集团工交投公司党政办主任

王军 生前为甘肃省广电网络公司平凉分公司工会副

主席
成德林 东乡县春台乡陈家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兼第一

书记

郭卫军 陇南市武都区五库镇靳家山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脱贫攻坚特载｜ １７９

长兼第一书记
杨成伟 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扶贫办

主任
王永刚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脱贫攻坚领导小

，

组办公室副主任

王 健 民建甘肃省委员会调研服务部三级主任科员
雷若微 庆城县马岭镇纸房村驻村帮扶工作队副队长

马志立 农工党甘肃省委员会参政议政部四级调研员

贺得益 省水电工程局公司帮扶办主任

吕军峰 省农科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武建荣 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工程师
冯晓芸（女）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党政办公室七级职员
师明学 （回族）兰州伊斯兰教经学院讲师

任会义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扶贫办主任

武 海 甘肃省佛学院行政科副科长

省金融监管局党组归口推荐金融机构代表（共３０名）

杨 敏 中农院兰州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

常 晔 人行兰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副处长

陈化琦 中农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时少杰 甘肃银保监局四级主任科员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归口推荐驻甘部队代表（共１０名）

王海景 甘肃证监局三级调研员

翟 艺 省军区转业干部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王 洋 国开行甘肃省分行客户一处二级经理

王 凯（满族）省军区数据信息室主任

安刚刚 国开行甘肃省分行客户五处客户经理

王炳军 庆阳市西峰区人武部副部长

高 飞 （回族）农发行甘肃省分行办公室行政经理

黄晓斌 兰州警备区政治工作处干事

王虎平 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评估审查处副处长

芦会龙 ６３６００部队政治工作部组织处干事

颉利刚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办公室主任
陆郡桥 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业务经理

闫玉洲 西部战区陆军参谋部直工处副处长

胡克冰 刘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甘肃 郭建平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帮扶办主任
年鉴
２０２１

李本安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社会服务部副部长

东 方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机关党委副书记

柳 军 ３１６６２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干事
许成义 ９６６０４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处长
马海山，武警甘肃省总队兰州支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科长
范晓彦 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机动三大队政治教导员

孔令如 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西和县支行一级业务员

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归口推荐民营企业代表（共１１名）

王军林 生前为交通银行天水分行高级行政事务经理

王作鹏 甘肃东方天润玫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闫 文 招商银行兰州分行高级经理

陈惠梅 （女）临泽县祁连红枣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梁 敏 （女）浦发银行兰州分行副行长

张 斌 武威市顶乐生态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继荣 中信银行兰州分行党群工作部总经理助理

李浩辉 华亭华泽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长山 浙商银行兰州分行干部

田炫宏 兰州宏建建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冉晓敏 （女）光大银行兰州分行干部

翟玉生 通渭县清凉沅金银花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总

王志辉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靖远县支行客户经理
邵合章 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古浪县支行党委书记、行长

张 磊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保卫部负责人

经理

何 升 民生银行兰州分行干部

赵中学 甘肃鑫晟源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谢 晶 张家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马志龙（回族）甘肃兰亚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解永成 甘肃泾川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隋晓东 甘肃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妥永峰 （东乡族）甘肃银行部门副经理

韩宏彬 舟曲宏生源实业集团董事长

张占林 中国信达甘肃分公司综合管理处高级副经理

马俊辉 和政县华丰农资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资

省委宣传部归口推荐中央驻甘新闻单位代表（共７名）
付 文 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采编中心主任
多 蕾 （女）新华通讯社甘肃分社音视频采访部主任

产经营二部高级副经理
任 荣 阳光产险陇南中支机构总经理助理

关民权（回族）中国华融甘肃省分公司办公室干部
贺永良 人保寿险甘南州中支公司副总经理
王军旺 中国人寿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市场拓展部高级经理

省扶贫办党组归口推荐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科研院所代表（共１３名）
宋蕾蕾 （女）省工商联商会工作部副部长

李 东 积石山县小关乡唐藏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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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世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甘肃总站记者
张 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甘肃总站记者
马静娜 （女）中国日报甘肃记者站站长
殷春永 中国新闻社甘肃分社社长

鲁 明 农民日报甘肃记者站记者

（甘委【２０２１】５６号）
（供稿∶张新颖）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Ｉ门１拿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用

１日 甘肃省兰州市第３１届元旦黄河冬泳表演活动举

议在兰州举行。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甘肃省人民政府工作报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３００余名冬泳爱好者在寒冷的黄河水

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甘肃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中劈波斩浪，迎接新年的到来。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

大会通过了关于甘肃省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表决通过关于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
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甘肃省人民

议，选举产生甘肃省侨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闫鹏勋当选甘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甘肃

肃省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关于甘肃省人

７日 甘肃省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

９日一１３日 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在兰州举
行。会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

１１日 甘肃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

会议在兰州召开。中央第五巡回督导组组长黄跃金出席会

情况的报告；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议并讲话。

政治决议。

１２日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

１０日甘肃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精神，审议了《甘肃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通报》，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

工作总结》。
１０日—１４日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中共中央关于

１３日 甘肃省首批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货物列

车抵达皋兰车站，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与兰州粮油集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８１

团携手，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油经贸合作。
１５日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以习近平

Ｒａ

甘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公司定西、金昌货场开出，紧急奔赴武汉援助。

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甘肃重要讲话和

２８日 为全力支援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由１３７名医务人员组成的甘肃援

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
十一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精神，围绕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研究部署２０２０年全省＂三农＂

年鉴 领域重点工作。
１７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时代楷模＂发布厅，中共
２０２１

２７日 装载６０吨马铃薯、９０吨洋葱等生活物资的

１２７０８次、抢２次列车，分别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

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
模＂称号，号召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物系统干部职

工向他们学习。
１９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暨中

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

鄂第一批医疗队从兰州出征。省委书记、省联防联控领导
小组组长林铎在出征仪式上向医疗队授旗并作动员讲话。
△ 省委书记、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到临夏

州，调研检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

治等工作。
△ 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视频调度会在兰州召开。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

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防

控措施落实和工作进展情况。

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林铎

△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

专责组工作调度会在兰州召开。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

讲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领导出席会议。
２１日 省委常委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组组长唐仁健出席并讲话。会议听取市场监管、物资保

障、检测救治和农村疫情防控、交通检疫、社会稳控等各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

专责组的工作开展情况。

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

２９日 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到白

究部署下一步防控工作。
△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７８次常务会

银市和皋兰县调研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 甘肃省财政厅会同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

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下达２０２０年中央和省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通

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传达

知》，紧急拨付资金２．７９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２．５６亿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元，省级财政资金０．２３亿元，支持全省各地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以及基层和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２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看

３０日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同时套

望慰问孤残儿童和教职工、环卫工人、公安干警、车站职

开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会

工，实地检查服务保障和节日值守情况，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坚守岗位、辛勤工作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致以新春

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１月２７日对当前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中

问候和美好祝愿。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２５日 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联防联控领导小

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

组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有关会议精神
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有关批示。省长唐仁

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

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调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

△ 甘肃省从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５日１４时起，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２６日 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 省委书记、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在兰州
作，看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 甘肃省延迟全省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春季学期开学
时间至３月１日以后。

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３１日 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在兰州

议和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调度工作视频

市调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后备定点医院

会议精神，通报当前甘肃省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审定《甘

改造和物资保障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

１８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月
Ｊ同１金程

１日 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７日 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到兰州市的超市、社区以及医疗

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在兰州新区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

器械和消保产品生产企业检查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 省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生产恢复等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到定西市临洮县调研疫情防控等工
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组长林铎到甘南州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２日 甘肃省共有３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１０日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组长林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 凌晨４时，由２００人组成的军队支援湖北疫情防
控救治医疗队，从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出发，前往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北

武汉，执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

通报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截至１２日，全省各级红

４日 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到天水市调研检查疫情防控等

工作。

京市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十字会、慈善组织和省青少年基金会接收的捐款累计１．４９

亿元，口罩、医用防护服、消毒物品以及各类生活物资捐

助也是源源不断、数量可观。
１３日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在出征仪式上向医

组长林铎到陇西县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等工作。
△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０次常务会

疗队授旗并作动员讲话。

议。会议研究了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

△ 甘肃援鄂护理专业医疗队出征仪式在兰州举行。

５日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兰州召开，同时套
开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第五

济持续健康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２月３日在中央政治局常

１４日 全省因疫情防控临时关闭的７４个高速公路收

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学习全国防控物资暨春运错峰返

费站、３２对高速公路服务区、５对停车区已全部恢复运营。

程运输保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

１５日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见，安排部署全省疫情防控、统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

作。省委书记、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领导小组组长林铎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

领导出席。
６日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

组长林铎到平凉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等工作。
△ 甘肃省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１０２名医疗队员在

兰州集结，启程出征湖北。
１６日 甘肃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１１２名医护人

员在兰州集结，启程驰援湖北。

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１７日 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到武威

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市天祝县调研疫情防控、产业扶贫、企业复产、春耕备耕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李

等工作。

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及全省主题教

平台通过企业员工每日健康电子打卡和企业复工在线报

育总结会精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及十三届省

备，实现数据即时更新和可视化呈现，可切实帮助企业精

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事宜。

细化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 甘肃省企业疫情防控动态监测平台正式启用。该

△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７９次常务会

１９日 甘肃省第五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在兰州集结，出

议。会议听取２０２０年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

发前往武汉。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

署疫情防控的同时，推进脱贫攻坚、商贸恢复、企业复

组组长林铎在出征仪式上为医疗队授旗并作动员讲话。
△ 甘肃省再次调配中药预防方２９９５剂、中医治疗方

产、项目投资等工作。

年鉴
２０２１

△ 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在

痊愈出院。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甘肃省首次有出院患者。

任务。

甘肃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８３

，

甘肃

１５００剂、藏药颗粒剂１４６００袋、藏药成药６４０盒，随甘肃

２７日 全省春耕生产从南到北已全面展开，越冬作物

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一起送往武汉。
２１日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苗情良好，全省主要农资储备量已达７０？？上，价格稳中

组长林铎到白银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生产恢复和脱贫攻

施，各项春季农业生产进展顺利。

坚工作。

２８日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会议暨省

△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１４时起，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

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省级三级应急

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林

行。省长、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

铎主持会议并讲话。
２９日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六
部门出台《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

在出征仪式上向医疗队授旗并作动员讲话。

人员身心健康的具体措施》。

年鉴 响应。△ 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仪式在兰州举
２０２１

有降，１５９３家农业龙头企业复工复产，项目建设正在实

２２日 甘肃省第二批支援湖北疾控工作队从兰州出

同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兰州中川机场三期扩建

发，前往武汉开展实验室标本采样与检测、疫情信息统计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兰州中川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项目总

与网络直报、环境消毒等工作。

投资３３５．５亿元，其中，机场工程投资３１７．５亿元，空管工

２４日 甘肃省完成３月份增送湖北２．２３２亿度、增送

程投资１３．４亿元，供油工程投资４．６亿元。工程按满足

江西２．９２２亿度电力交易组织工作，将帮助湖北、江西等

２０３０年旅客吞吐量３８００万人次、货邮吞吐量３０万吨目标

地解决疫情期间电力不足难题，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设计。

击战。

三 月
２日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组长林铎在兰州市调研指导特殊场所、重点人群疫情防控

９日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省政府
党组（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

工作。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 甘肃省７５个贫困县区累计摘帽退出６７个，贫困

书记对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

县区数量减至８个。

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事宜。

４日 在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协助下，４日１４时１２分，
由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直飞兰州的南

△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２次常务会
议。会议研究部署＂十四五＂规划编制、推进贸易高质量

方航空公司ＣＺ３００２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从伊

发展、实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省级部门生

朗回国的１４６名中国公民乘机抵达兰州，并在兰州新区进

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等工作，审

行集中留观。

议通过《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２０２０年推动高质量发
展进步奖与贡献奖评奖和激励奖励实施细则》。

５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印发《关于表彰全国卫生健康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

１０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通渭县调
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定》，甘肃省１个集体７名个人获表彰。
６日 ＂甘肃省２０２０年春季高校毕业生网络视频双选

（ＫＮ９５型）和８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发往对口帮扶甘肃

会＂拉开帷幕。共有来自省内外的近１６００家用人单位招聘

省的天津市、青岛市、福州市和厦门市。这是甘肃省委省

各类人才７万余名，涵盖了机械、土木工程、自动化、化

政府继２月２９日向东部协作四市捐赠４万套＂甘肃产＂防

学、动物医学等５７５个专业。

护服以后，再次捐赠的自产防护物资。

１１日 甘肃省委省政府筹集４万只医用防护口罩

８日 省委常委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套开省脱贫

△ 甘肃白银小伙耿国祥在兰大二院顺利完成造血干

攻坚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省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

细胞捐献，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紧急送往郑州，救

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治一名配型成功的白血病患者。这是中华骨髓库甘肃分库

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第 ３６例造血干细胞捐献。

１８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２日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第十七

２０日 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蒋旭光率中办国办复

指导组召开指导甘肃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副省长

何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工复产调研工作组来甘肃省调研指导。
２３日 甘肃省将筹措到的＂甘肃产＂医用防护服、

△ 全省１７７５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复产１６５９
户，复产率９３．５？？员工到岗率８０．３？？剔除留库企业和

ＫＮ９５型医用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等物资，分别发往西
班牙纳瓦拉自治区、罗马尼亚阿尔巴县等甘肃省国际友好

季节性生产企业后复产率为９８．１？？

省州和法国热尔布博瓦市及法国＂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联

１３日 甘肃首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并按要

求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１４日 省长唐仁健到临夏州广河县调研脱贫攻坚

盟等友好组织。
２４日 经兰州海关所属平凉海关检疫合格，甘肃静宁
县陇原红果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１８吨红富士苹果首

工作。

次出口墨西哥。

△ 甘肃省本地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和密接人员实现
＂双清零＂。３月１３日２０时至３月１４日２０时，全省本地无

口口岸通过验收，从而结束了甘肃整车进口从沿海口岸转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住院病例全部出院，所有密切接

运的历史。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 甘肃首个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兰州汽车整车进

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此外，伊朗包机来甘人员新增

２６日 我国首台自主知识产权碳离子治疗系统正式在

１例确诊病例；新增４例其他途径来甘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甘肃武威市投入临床治疗。该系统２０１２年５月开工建设，

确诊病例，均为来自沙特的境外输入病例。
１７日 省委常委会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

历时８年，分别完成出束、检测、临床试验治疗等一系列

工作。

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
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党

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暨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

的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林铎主持会议。

大会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

３１日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家脱贫

夏县，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复工复产等工作。

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

△ 全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
开。省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记、省长唐仁健对全省森林草原防火灭火工作作出批示。
△ 甘肃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及前线指挥部、疾

１９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３次常务会议决定，２０２０年

控队全体队员在全面完成医疗救助任务并结束休整后返回

全省城乡低保指导标准在２０１９年基础上提高１０？？城乡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同步提高。

兰州。至此，甘肃省援助湖北医疗救助人员共计７９６人全

１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临夏州临

Ｎ门拿育

部平安返回。

四 月
１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兰州闭会。
△ 省长唐仁健在宕昌县主持召开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推进会。

部分景区及文化场所尚未全面开放。共接待游客１７０．４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１１．６亿元。
８日 全省就业扶贫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

△ 甘肃第２９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作出批示，省委副书

２日—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甘南

记、省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州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１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等党政军领

△ 伊朗包机来甘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的３７人已全部治
愈出院，所有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甘肃圆满

导到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植树点，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完成伊朗包机回国的３１１名人员留观和治疗任务。

委书记、省总河长林铎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省总河长
唐仁健作书面讲话。省生态环境厅、天水市、兰州市城关

６日 甘肃洮砚开发公司售出一方重达３０多吨的巨型
洮砚作品——＂中华龙砚＂。是世界纪录协会认证的目前

世界最大的洮砚。
７日 清明假期，全省共有１９２家Ａ级旅游景区开放，

１３日 ２０２０年全省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

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１４日 甘肃省委１０个巡视组将对除嘉峪关市之外的

１３个市（州）、６７个脱贫摘帽县和８个未脱贫县开展脱贫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８５

攻坚专项巡视。

２７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兰州举

１８日一２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

乐际到甘肃调研。赵乐际先后来到天水市麦积区红崖村、
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定西市通渭县大岘村和香泉

镇马铃薯种薯扶贫产业园、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实验
良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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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流，深入了解疫情防控、复工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会议决
定任命程晓波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 全省促消费扩内需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省长
唐仁健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六

复产、脱贫攻坚等政策措施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认真听取

稳＂＂六保＂部署，激活消费源头活水，挖掘内需增长潜
力，让经济活起来、把大盘稳定住。

意见建议。在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省脱贫攻坚专项

△ 甘肃省２名个人１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

巡视整改办，赵乐际看望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推进情况。

调研期间，赵乐际主持召开广西、四川、贵州、云

章＂，甘肃蓝天救援队理事长、队长於若飞获第２４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甘肃省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张小娟被

南、甘肃、宁夏、新疆七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

追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甘肃省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

１９日 甘肃省中医院紧急生产的１３０００服＂甘肃方
剂＂中药颗粒剂运抵北京，运往明斯克，用于支援白俄罗

愿服务队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是省中医院生产的＂甘肃方剂＂

年＂。周强被评为创新创业类＂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葛

首次走出国门，支援国际抗疫。

莉娜被评为崇德守信类＂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２６日 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复产率达到９７．６？？百户重
点监测企业和３１户重点调度企业复产率均达到１００？？排
摸规模以下企业复产率达到８０．１５？？

△ 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兰州大学第
一医院呼吸病学权威专家刘晓菊教授荣获全国＂一线医务

２９日 甘肃２人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人员抗疫巾帼先锋＂称号。

五 月
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省公安厅
和兰州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干部职工，检

共发送旅客６０．６５万人次，其中５月１日发送旅客１５．３万人

次，创疫情防控以来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７日 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的一位彩民在最新一期体

查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复产达产等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全省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祝愿。

彩超级大乐透开奖中，一举中得１２７４万元巨奖。甘肃体育

△ 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第２４届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甘肃无偿捐献遗体器官志愿服务队

彩票复市两个月来，概率型体彩销量超过３．６亿元，同比
增长３９．５６？？

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这是甘肃省青
年群体首次获此殊荣。

８日—１１日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刘焕鑫调研甘肃省农
业农村工作。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

５日—７日 全省出现２０２０年第一场区域性强降水。５

保＂＂六稳＂决策部署，推进＂三农＂重点工作，持续抓

日８时至６日８时，河西５市、兰州、临夏、甘南３市州大

好产业扶贫，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

部分地方及白银、定西、陇南、平凉等市局部地方出现阵

９日 第３５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线上落幕。

雨或雷阵雨天气，酒泉、张掖２市局部地方出现大到暴
雨。６日８时至７日８时，天水、定西、临夏、甘南、陇

评选出一、二等奖，推选出１４项＂青少年科技创新成
果＂、５项＂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和优秀科技教育方

南、平凉、庆阳等州市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出现暴

案＂、１０项＂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３０幅＂少年儿童科学

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岷县申都达６３．３毫米。另外，临

幻想绘画＂参加第３５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夏、定西、甘南、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共出现５９站次

１０日 云上２０２０年中国品牌日甘肃馆正式与公众见

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１８时至１９时岷县西寨

面。甘肃馆打出＂永续发展母亲河——陇原精品＂这一主

达５１．１毫米；甘南、定西两州市共出现４场冰雹，冰雹最

题，以黄河文化风情线和丝路文化风情线为两条视觉主
线，共分７个展厅，集中展示３７家具有影响力的甘肃

大直径出现在卓尼县，为２８毫米。
６日五一全省接待游客逾一千万人次。旅游收入

６５．４亿元，分别达到上年五一假日的６４？６０？？

△ 兰州铁路局发送旅客超６０万人次。五一假期该局
１８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品牌。
１１日 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

级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省级四级应急响应＂。

△ 全省表彰一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优秀志愿服务组

１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深入兰州

织和志愿者。１０个志愿服务组织荣获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市、临夏州和甘南州调研指导民族宗教工作，看望慰问民

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荣誉称号、３０名志愿者荣获全省新冠

族宗教界代表人士。

肺炎疫情防控优秀志愿者荣誉称号。

２０日 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欧

阳坚在北京接受人民日报等１０多家中央媒体集体采访。

△ 全省举办省市区三级地质灾害避险演练。

１２日—１３日 青海省党政代表团在甘肃省考察。１３
日上午，深化甘青合作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工
作会议暨签约仪式在兰州举行。

△ 全省将对八类人群实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应检

尽检。
２１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在北京举

１５日 北京大兴—嘉峪关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

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是嘉峪关机场首次开通直飞北京的定期航线。直飞后，嘉

委会主任林铎主持会议。会议推选林铎为甘肃代表团团

峪关至北京的飞行时间缩短至２．５小时，将极大地促进两

长，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为代表

地间经贸、文化、旅游交流互动。

团副团长。会议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

△＂５·１５国际家庭日暨家风润陇原——百场万人家

秘书长名单草案；审议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

庭教育公益巡讲＂活动在兰州启动。活动将在全省１４个市

案等；讨论了以甘肃代表团名义提交大会的议案和建议；

州８６个县市区开展１０２场讲座，广泛宣传先进典型，深入

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

普及健康、积极、正面的家庭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家庭中落地生根。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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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甘肃省７名科技工作者荣获创新争先奖状。
３１日 天水定西局地遭遇冰雹风雹灾害。２０时３２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和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分，天水市遭遇强冰雹灾害。截至６月１日晚，灾害造成

健出席并分别讲话。

秦州区、麦积区、甘谷县、秦安县４县区２０个乡镇、２４６

樊锦诗在《感动中国２０１９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再获殊荣，
当选感动中国２０１９年度人物。

甘肃

３０日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北京召

１７日 甘肃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座谈会在兰州召开，省

△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敦煌女儿＂

拿章

个村、３４５３０户１５６８８０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９００４公
顷，其中成灾面积１４０２０公顷，绝收面积２２１３公顷。

六 月
１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新时代甘肃好少年＂先进事

际贸易通道全线贯通，也成为国内首趟采用＂铁一公—

迹发布会在兰州举行。４０名中小学生荣获＂新时代甘肃好

铁＂多式联运方式组织开行的中欧班列。
△ 全省召开深化高考加分改革推进工作视频会议，

少年＂称号。
２日 《陇右文库》编纂工作启动大会在兰州召开。

公布了《甘肃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实施

３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会见

方案》。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率领的青岛市党政代

６日 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八步沙＂两山＂实践创新基

表团一行。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全力做好对接服务工
作，推动扶贫协作项目落地见效。
△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今天在兰州会见中国进

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八步沙＂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规划
用地３．１１公顷，是一个集＂两山＂理论教育与实践创新展

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一行。见证《甘肃省人

示、游客集散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８日一１２日 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光亚率

民政府中国进出口银行抗疫情保企业稳外贸工作方案》

领调研组，来甘肃就进一步加强侨务法治建设、充分发挥

签署。

侨务资源优势、更好助力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研。

△ 甘肃省人民政府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签署＂抗疫情
保企业稳外贸＂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５日 中欧班列＂中吉乌＂（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

１３日 甘肃新媒体集团·掌上兰州联合甘肃省博物馆
创作的文物表情包＂荣获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新

媒体）推介全国十佳大奖。

兹别克斯坦）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在甘肃（兰州）国际

１４日 甘肃省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在第１７

陆港成功首发。标志着兰州陆港打造的第二条公铁联运国

个＂世界献血者日＂，由省红十字血液中心联合省输血协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１８７

会主办的甘肃省首届＂６·１４＂主题活动在兰州中山铁桥

举行。

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福建省委副书记、

１５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在兰州会见了由农业
农村部总畜牧师马有祥担任组长的国务院安委会第六考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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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和甘肃省临夏州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厦门市召开。甘
省长唐登杰出席并讲话。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

昌升主持座谈会。

巡查组一行。考核巡查组对甘肃省２０１９年度安全生产和消

１９日—２０日 甘肃省党政代表团到山东省青岛市考察

防工作进行考核巡查。
１５日—１６日 天津市党政代表团到甘肃省庆阳市考察

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１９日上午，山东省
青岛市和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青岛市召开。甘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１５日晚，甘津两省市工

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并讲话。山东省

作交流座谈会在庆阳市举行。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讲话。

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主持座谈会，并介绍青岛市

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主持并讲话。天津

经济社会发展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情况。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等出席。考察期间，天津市党政

２２日 ２０２０（庚子）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

代表团到镇原县、华池县实地调研脱贫工作，现场考察电
设运营情况。两省市领导还看望慰问贫困户和天津市援甘

羲皇故里天水隆重举行；同一时刻，２０２０（庚子）年海峡
两岸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也在台湾新北市同步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

干部。

长唐仁健，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领导到伏羲庙广场，出席

１７日—１８日 甘肃党政代表团到福建省福州市考察对
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１８日上午，福建省福

公祭大典。唐仁健恭读祭文。欧阳坚主持公祭大典。
２５日 端午小长假首日，兰州铁路局共发送旅客１５．５

州市和甘肃省定西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福州市召开。甘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福建省委书记、省人

万人次，破五一小长假首日１５．３万人次旅客发送纪录，创

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国讲话。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唐登杰

３０日 在建党９９周年前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子商务、冷链屠宰、肉兔养殖、食用菌种植等协作项目建

等出席，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王宁主持。

１８日—１９日 甘肃省党政代表团到福建省厦门市考察
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１８日下午，福建省

疫情防控以来单日旅客发送最高纪录。

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分别在兰州和陇南
专程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
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七 月
２日 第二十六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暨
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在兰州举行。本届兰洽会主宾

至５月底，全省共立案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

８９１起，处理２５１８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３６４人、组织处

国匈牙利国会副主席雅高布·伊什特万、格鲁吉亚国家伙
伴基金会主席大卫·萨加涅利泽以视频方式出席并发表演

理１１５４人。

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现场发表演

设完工。上跨连霍高速公路兰州北龙口段的连续管翼缘钢

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致辞并宣布第二十
六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

混组合桥架设完工。这处桥梁最大跨度６１米，是迄今为止

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以视频形式发表致辞；省委副书

７日 ２０２０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７月７日

记、省长唐仁健主持开幕式暨高端论坛；省政协主席欧阳
坚，主宾国代表、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总领事罗澜等

至７月９日进行。全省普通高考考生人数２６．３１万名，其中

出席。

５日 中国最大跨度连续管翼缘钢混组合桥在兰州架

全国最大跨度的连续管翼缘钢混组合桥。

参加普通高考统考的考生２１．１２万名。全省共设１５个考
区、２０３个考点、７３９３个考场。据统计，全省１５个考区跨

表团到陕西考察。２日下午，代表团与陕西省人民政府有

县区对调监考教师１．４７万人，配备考务人员１．４８万人，防
疫人员１５００余人，公安人员３７００余人，其他各类后勤保

关代表举行座谈会。两省签署《陕西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

障人员５２００余人，救护车２００余辆。储备一次性医用口罩

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唐仁健出席并讲

近１１０万个和足量卫生消杀用品。

２日一３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率甘肃省政府代

话，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国中主持并讲话。

３日 甘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８次新闻发布会。截
１８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 甘肃省反兴奋剂中心在兰揭牌。
１１日 由中国电信甘肃分公司、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

联合主办的＂探渭水源头·寻陇原好礼＂文旅扶贫直播带

２４日 全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宣

货活动在渭源县渭河源景区举行，累计有１０００余万人次网
友通过电信５Ｇ直播技术，在＂云端＂欣赏渭水源头的优
美风光。与之同步进行的网红主播直播带货活动，当日接

传发行工作座谈会在兰州举行，对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进行安排部署。
△ 甘肃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少年先锋队

单１．１４万单，销售各类农产品２７．５３万元。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贺信精神专题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１４日 刘家峡水电厂两轮泄洪确保安全度汛。１６时，

刘家峡水库库区水位达到海拔高程１７２６．０７米，日均入库

流量１６５４立方米每秒，出库流量达１８２０立方米每秒。

△ 甘肃省将首次在省属师范类本科院校招收４００名

公费师范生。
２６日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基层服务项目选拔考试在全省

１６日—１７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１４个市州同时举行。全省共有７．９万人报名参加，其中，

杨传堂一行来甘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１７日下午，交通
运输部与甘肃省工作座谈会在兰州举行。杨传堂出席并讲

三支一扶４．１万人，特岗教师３．７万人，西部计划０．１万人。
２７日 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陇南市召开。国务

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主持并讲话。省政
协主席欧阳坚等领导出席座谈会。

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林铎致辞。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欧青平主持会

１８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会见

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一行。国家发

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之

改委和国家统计局将进一步加强与甘肃合作，全力支持甘

以恒、久久为功做好产业扶贫工作，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

肃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２０日 培黎职业学院成立。省政府新闻办在兰州举办

攻坚战，为巩固脱贫成果和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津企陇上行暨产业扶贫座谈会在天水市

介绍培黎职业学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发展现代

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国务院扶贫开

职业教育的相关情况。
２１日 受降雨影响，黄河兰州以上来水持续增加，黄

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天津市委

副书记阴和俊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

河兰州水文站７月２０日２０时４２分流量达到３０００立方米每
秒，出现黄河２０２０年第２号洪水。黄河水利委员会启动水

云等领导出席会议。天津市和甘肃省分别汇报了东西部扶
贫协作有关工作情况，天津市企业代表介绍了产业扶贫工

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作情况，并举行了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合作项目

２０２１

６０个。

地区生产总值４１０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增速由一季度

２８日一３１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兰

的下降３．４？？为正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州举行。会议表决通过《甘肃省节约用水条例》《甘肃省

４．０？？增速比一季度回升１３．１？？比全国高７．１？？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

２１日—２３日 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近一周年之
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中农发集团山丹
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专题调研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定》，废止《甘肃省林地保护条例》《甘肃安西极旱荒漠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的决定，批准《兰州市气象灾

工作。

展条例》的决定，批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

２２日 全国扫黑办甘肃特派督导组进驻庆阳督导动员
会召开。对庆阳市开展为期１０天左右的重点督导，并暗访

保护条例（修订）》《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一个重点县（区）。

甘肃
年鉴

奠定基础。

培黎职业学院成立新闻发布会，张掖市有关负责人向媒体

△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上半年全省

Ｉ门拿章

害防御条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牦牛藏羊保护与发

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条例＞
的决定》《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临夏

２２日—２９日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统一部

回族自治州生活饮用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临夏

署，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甘肃督查组到甘肃省定西

回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废止＜临夏回族自治州刘家

市岷县和安定区、甘南州夏河县、天水市秦州区、临夏州

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条例〉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

东乡县等地实地督查脱贫攻坚工作。２９日下午召开督查情
况反馈会，督查组组长、财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程丽华

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１９年省级财
政决算的决议，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甘肃

反馈督查情况，省委书记、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长林铎

省资源税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定，甘肃省人民代表大

主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
２３日 甘肃省代表在甘肃分会场出席中国少年先锋队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全省第十次村民委员会和第七次城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常正国请求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

市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８９

０在

甘肃

长职务的决定，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３１日 甘肃省庆祝＂八一＂建军节军地座谈会在兰州

尚伦生辞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

举行。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军烈属、复退军人、基层官

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兵代表齐聚一堂，畅叙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共商军地建设

２９日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集中学

发展大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军区司

习研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省委书记林铎

令员王文清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领导

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作书面发言。

出席座谈会。

３０日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

△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３周年之际，省委书记、

体会议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林铎作了讲话。全会听取和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专程走访慰问在兰的老战士、退役

讨论了林铎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安排部署

军人等优抚对象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亲切慰问，

年鉴
２０２１ 下半年工作。全会审议通过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

通过《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
议关于递补省委委员的决定》，决定递补秦仰贤同志为省

委委员。

对他们作出的贡献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黄河之滨也很美——２０２０黄河之滨艺术节＂开幕

式演出在兰州体育公园体育文化广场绚丽启幕。

人 月
１日一３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

员、副部长孙尧出席启动仪式，共同启动教育部、甘肃
省人民政府部省合作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

到甘肃省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开展调研。
２日 甘肃省生态学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届
甘肃生态论坛在玛曲县举办。论坛主题为＂黄河源区关键

甘肃＂。

段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出席会

专题学习会，集体学习民法典。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议，国内生态研究领域专家与会，共同献策黄河源区生态

主任林铎等领导出席会议。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６日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兰州举行２０２０年第八次

１０日一１１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率甘

△ ＂环西部火车游＂开启跨省旅游合作新模式。由

肃党政代表团到天津市考察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

甘肃省文旅厅联合四川、重庆、陕西、宁夏、青海五省区

扶工作。１１日上午，甘津两省市扶贫协作座谈会在天津市

市文旅部门共同举办的＂环西部火车游＂旅游专列＂１＋

召开。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并讲话，甘肃省委书记、

５＂跨省宣传交流活动拉开序幕，跨省旅游合作新模式全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讲话。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

面开启。

清，介绍了有关工作情况。天津市委副书记阴和俊、甘肃

３日 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召开十二届省政协第２７
次主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地方政协秘书长工作交流

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建

省委副书记孙伟等出席会议。
１３日 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专题研究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工作。

议，表彰甘肃省政协成立７０年来的重要提案，十二届省政

１４日 甘肃农特产品绿色农资供销云峰会在兰州召

协十二次常委会议筹备意见。审议通过《甘肃省政协网络

协商办法（试行）》《省政协委员读书学习活动方案（试

开。甘肃农特产品供销联盟和甘肃绿色农资供销联盟揭牌
成立。省供销联社、省供销集团与省外企业签订６个战略

行）》。

合作协议，省内外企业签订８个农产品采购协议，现场签

３日—７日 全省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２４小时
最大降雨量１１４．８毫米，最大小时雨量６３毫米，出现在合

水县孙家寨沟，降雨地区部分沟道发生山洪，造成严重损
失。宕昌县水浴沟沿岸七个村电力和网络信号一度中断，
漳县殪虎桥镇部分蔬菜大棚、道路和水渠等基础设施严重

受损。
４日 部省合作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
肃＂启动大会在兰州召开。省长唐仁健，教育部党组成
１９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约金额达５．２亿元。
１５日一１９日 由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委员、西藏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为组长，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
委员丹珠昂奔和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为副组长的全国人
大常委会专题调研组，来甘就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脱贫攻

坚、生态文明建设、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等工作进行

调研。

１７日—２０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率全国

＂陇南等重点地区应急救灾指挥部＂，统一指挥陇南等重点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甘肃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
查。其间，执法检查组在兰州市召开汇报会和座谈会，省
长唐仁健主持汇报会并讲话。

地区的应急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
△ 青岛支援抗洪救灾物资抵达陇南。满载着青岛人

１９日 全国政协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召开＂＇十四

五＇时期巩固我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重点提案督办协商

物资中有单帐篷１８０１顶，毛毯５８８７条，应急灯９３９个，应
急包８００个，睡袋３８８个，总价值３１１万余元。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

２６日 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成立７０周年庆祝大会在东

讲话。甘肃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巩固脱贫成果的工作
考虑和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

乡县举行。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和省委、省政府分别
派出祝贺团和调研慰问组表示祝贺。

委、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进展，

２６日—２７日 省长唐仁健在北京拜会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深情厚谊的９８１５件抗洪救灾物资顺利抵达陇南市。这批

并回应了委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唐登杰，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水

２１日 甘肃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向陇南、定
西、庆阳、白银、天水、平凉、临夏、甘南等市（州）受

利部部长鄂竞平，应急管理部党委书记、副部长黄明，中

灾地区下拨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２亿元（中

长张建民，并与相关司局负责人座谈，就抢险救灾、灾后

央、省级各１亿元），用于支持受灾地区抗洪抢险救灾

恢复重建、甘肃＂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有关政策、重要事
项及重大项目进行沟通衔接。

工作。
２２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陇南市文

２９日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成立７０周年庆祝大会
在肃北县举行。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和省委、省政府

日，文县连续发生两次强降雨，引发特大暴洪泥石流灾
害，大量河堤、道路、农田被毁，灾情十分严重。

分别派出祝贺团和调研慰问组表示祝贺。

考察调研，并将出席第二十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

临夏、陇南两州市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甘南、定西、天

和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进甘南暨民企甘南行活动。省委书

水、庆阳、兰州、白银等州市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临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甘南拜会了高云龙一行。
３１日 ＂全国工商联直属商会进甘南暨民企甘南行＂

活动主体大会在合作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

曲、宕昌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最大累积降水量３０至

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５０毫米。白龙江、白水江流域有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
最大累积降水量４０至６０毫米。
２３日 省委、省政府在兰州紧急召开全省防汛救灾电

主任林铎讲话。全国工商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樊友山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讲话。
△ 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Ⅱ级。成立

２０２１

３０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到甘

２２日—２３日 甘肃河东又将出现明显降水天气过程，

视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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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戴厚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

县了解受灾情况，检查指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１０日至１７

夏、陇南最大累积降水量５０至８０毫米，东乡有中到大
雨，局部地方有暴雨，最大累积降水量６０至９０毫米；舟

门实

主持。
△ 第二十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术节在合作当周

草原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
旅游艺术节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九 月
１日 甘肃省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在兰州市和天

水市同时启动。

全国政协＂全面保护与协同治理黄河＂重点提案督办在兰

州市、永靖县调研。

３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

４日 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周年纪念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等省领导

量发展协商研讨第三次会议在甘南举行闭幕会议。全国政
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黄跃金出席并讲话。山东、

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参观甘肃抗战纪念展，重温革
命历程，缅怀革命先烈。
３日—４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率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黄河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专题调研组结合

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等省
（区）政协领导参加会议并分别就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和生

态补偿机制建设进行交流发言。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９１

５日 ２０２０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之际，由

，

甘肃

改革方案》。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市云锦研究所合作研发

１５日 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协同向西开放协商座

的新品——佛慈云锦香囊于９月５日在北京正式发布。甘
肃省国际服务贸易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暨新品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现场共有２５个项目进行签约，总投资１．３亿美元。

谈会在兰州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出席开幕会并讲

兰州佛慈制药公司等省内４家企业现场发布新品。

行到甘肃省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

△ 甘肃省举办２０２０年秋季退役军人暨现役军人家属
就业专场招聘会。２０２０年秋季退役军人暨现役军人家属就

年鉴
２０２１ 企业１３家），涵盖物业管理、建筑业、金融、互联网和交
业专场招聘会共有１３２家企业和单位入驻（其中省外驻甘

通物流等２０余个行业，提供４６７１个优质就业岗位，１７６８
人入场求职，向用人单位投递简历１０１２份，现场达成意向

话。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
１５日—１６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一
１７日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经过４５天的录取于今天
圆满结束，４个批次２１个录取段共录取考生２２４２１３名。

１９日—２１日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甘肃和

青海调研。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切实

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１９日—２４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性就业协议２６４份。

国家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巴特尔赴兰州、甘南、武威、张

８日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掖、酒泉等地调研。
２５日 由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孙占鳌主编的

个人、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党中央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甘肃简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甘肃省２０名个人、５个集
体，３名共产党员、３个基层党组织获得表彰。

２６日 以＂交响丝路＇邮＇约敦煌＂为主题的第４０
届全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大会（甘肃联通杯）在敦煌

９日 甘肃省庆祝第三十六个教师节暨全省教师发展

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到皋兰县第五
中学，调研指导教育工作，亲切看望慰问师生。

举行。

２７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

主任委员吴恒率队来甘，就关于制定《公共卫生法》的议
案进行办理并召开座谈会。

县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出席会议并

△ 甘肃兴隆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获得国标认
证，正式挂牌成立。该站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致辞。

究网络（ＣＦＥＲＮ）所属重要野外观测台站，为中国西北地

１２日 全国乡村旅游与民宿工作现场会在兰州市榆中

△ 甘肃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３次常务会
议。会议研究＂８·１３＂陇东南暴洪灾害受灾群众生活安

区林业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２９日 全国跆拳道锦标赛陇将冯亮智获银牌。

解事宜，部署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审议通过

３０日 全国第七个烈士纪念日在兰州市烈士陵园隆重
举行。省领导林铎、唐仁健等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甘肃省＂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式。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不朽功勋，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无限

《甘肃省生态环境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的怀念。

排和２０２０年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分

十 月
１日 兰州铁路局迎来＂十一＂黄金周客流高峰，共
发送旅客３１．３４万人次，创疫情发生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人死亡１７人受伤。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

３日 大型交响乐《长城》在嘉峪关奏响。由省委宣
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嘉峪关市委市政府、北京市文

△ 甘肃＂双节＂旅游综合收入９２．６亿元。国庆、中
秋＂双节＂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１５９５万人次，实现旅

联、陕西省文联主办的交响乐《长城》共由《长城魂》

游综合收入９２．６亿元，分别恢复至上年国庆黄金周假日水

《烽火台写意》《古道长城》《塞外长城尼卡哈》《长城牧

平的７４．２？６１．７？？全省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２．５亿元。

歌》《长城与少年》《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长城随想》８首

作品组成。
５日 定西市岷县茶埠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６
１９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立即作出批示。

１０日 以＂节水与社会＂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节水论
坛在兰州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何维，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出席主论坛并致辞。

△ ＂双节＂假期全省消费市场加速升温。共开展促

△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在兰州会见德

国驻华大使葛策。

销活动６５０余场，销售额３２亿元。
１１日 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巡视甘肃省工作动员会在兰

２０日 最高检党组第五巡视组与甘肃省委见面沟通会

州召开。会前，中央第十五巡视组组长苏波主持召开与甘

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会议

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

并讲话。最高检党组第五巡视组组长张培中出席会议，通

唐仁健的见面沟通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

报巡视任务和工作安排。

Ｉ门１拿Ｔ

的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苏波作了

△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

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林铎主持会议并讲

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甘肃省有９个市被命名为全国双

话。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副组长及有关同志，中央巡视办、
第十巡视指导督导组有关同志，甘肃省委常委，省人大常

拥模范城，１个基层单位和３名个人受到表彰。

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

省开展卫生＂三下乡＂活动，捐赠近４００万元的常用药品

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其他在职副

和先进医疗器械。

２０日—２２日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家团来甘肃

省级以上领导干部，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省纪委监

２１日 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第１０７次常务会议。会议研

委、省委组织部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

究分析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审议通过《陇南等地

关及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十三届省委

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第七轮巡视组组长列席会议。各市（州）、兰州新区、各

２２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与甘肃省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合

县（市、区）有关负责同志在当地通过视频会议形式列席

作会商签约仪式暨第一次会商会议在兰州举行。省长唐仁

会议。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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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健，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分别讲话，并代表双方共

△ 甘肃省首个近零能耗建筑竣工。由中国建筑节能
协会主办，甘肃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兰州分院承办的＂２０２０第十届全国建筑节能地方

同签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甘肃省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合作会

商议定书》。
△ 全省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６４４４．３亿元，同比增

协会联席会暨甘肃省近零能耗建筑推广及发展专题会＂在

长２．８？？增速比上半年提高１．３？？

兰州新区召开。作为绿色示范工程，由甘肃建投第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建设的兰州新区中建大厦项目成为本次

２６日 全省１５８个省列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１２１８．６５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３０５．５４亿元，增幅３３．４６？？年度计

会议唯一观摩建筑，这也是甘肃省首个近零能耗建筑。

划投资完成率６８．４７？？超过去年同期０．３１？？

△ 甘肃折子戏专场亮相戏曲百戏盛典。由文化和旅

△ 全省前三季度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２７１．８亿元，

游部、江苏省政府共同主办的２０２０年戏曲百戏（昆山）盛

外贸进出口降幅进一步收窄。其中９月当月进出口总值

典１０月１１日晚在昆山盛大开幕。由４个地方剧种组成的甘

４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３？？环比增长７５．７？？机械设备进

肃折子戏专场１１月１１日至１２日亮相盛典，成为西北五省

口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０．７？？？钴新材料进口１７．９亿元，

（区）除陕西省之外入选剧种最多的省份。

同比增长８０．８？？消费类产品进口４．８亿元，同比增长
７２．４？？主要消费类品种包括牛羊肉、水海产品、水果，

１６日 西北民族大学建校７０周年纪念大会在兰州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出席纪念大会；国

进口值同比分别增长３倍、７０．１倍和３８．５？？

家民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２７日 东西部扶贫协作为甘肃脱贫攻坚注入＂东部力
量＂。脱贫攻坚以来，天津、福州、厦门、青岛东部协作

健出席纪念大会并分别讲话。林铎、刘慧共同为获得西北
民族大学建校７０周年＂特别荣誉纪念章＂＂荣誉纪念章＂
的教师代表颁发纪念章和荣誉证书。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

领导出席纪念大会。

四市累计投入援助资金８９．６６亿元，实施协作项目４４００

余个。

十一月
１日 甘肃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１１月１日正式入户

登记。
△ 甘肃省居民进入＂扫码＂就医时代。全省累计发

放居民电子健康卡２０２０．２６万张，发卡数占全省总人口的

７４？？２７２所公立医院、１６１１所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１６１６７个村卫生室已接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９３

２日 甘肃省《彩虹之路》《大梦敦煌》《丝路花雨》

链食品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抽样检测，发现从天津海关入关

《官鹅情歌》《你笑起来真好看》５部作品入选建党１００周

的进口冷冻虾内包装样本有１份检测结果呈阳性。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对

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名单。
３日 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第１０８次常务会议。会议研
究推进生态立省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省级部门实施零
业Ｐ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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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作出安排。上午，唐仁健就应急处

置和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现场调研并作出部署。

基预算管理工作方案》《甘肃省自然资源领域省与市县财

△ ＂双１１＂期间全省实现网络零售额３１．４亿元，同

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甘肃省划转部分国有
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
△ 全国扫黑办第 ２８特派督导组进驻甘肃开展督导。

比增长１０．７？１月１１日当天实现网上零售额１０．４亿元，

同比增长７．２？？
１６日甘肃外贸进出口总值实现正增长。前１０个月

４日 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兰州召开。
省长、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唐仁健出席会议并讲话，

现正增长，呈现回稳向好态势。１０月当月，全省外贸进出

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上来，树牢底线思维，慎终如始

口总值３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４？？
１７日 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第１０９次常务会议，研究分

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境外输入病

析全省１—１０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例零扩散、本土原发病例零新增、聚集性疫情零发生的防

控目标。
△ 中央督查《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贯彻落实
情况甘肃省汇报会在兰州举行。中央督查组组长白少康

讲话。
５日 兰州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
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邀请兰州市政

外贸进出口总值３０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０．１？？年内首次实

２０日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兰州

市被正式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 兰州市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在北京举
行，共签约１０个项目、总金额９５．６１亿元。
△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甘肃最

后８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甘肃省７５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退出。

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对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作进展进

２４日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

行通报，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
６日 甘肃省科技创新大会暨科学技术（专利）奖励

行，甘肃省４８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上午，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大会在兰州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全省科学技术进步和经

仁健在兰州会见了甘肃省受表彰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作者，同大家亲切交谈并合影留念。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等

△ 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动员部署暨业

务培训电视电话会议在兰州召开。

８日 甘肃省庆祝第二十一个中国记者节座谈会在兰

州举行。

领导参加会见。
△ ２０２０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在陇南市武都区举行。

省长唐仁健，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国务院扶贫办副主
任陈志刚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１０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兰州举行甘肃脱贫攻坚新

△ 新建天水至陇南铁路暨陈家沟煤矿专用线开工仪

闻发布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进行新闻发布并回答

式在陇南市武都区举行。省长唐仁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

记者提问。

新建天水至陇南铁路暨陈家沟煤矿专用线开工。

△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文县组织开展＂全民
守护·健康你我＂公益捐赠活动。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副

２６日 前三季度，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实现增加值
１３３５．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０？？增速比上半年提高１．３？？

主席、书记处书记刘正荣出席。

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０．２？？？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１２日一１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到甘肃调研巩固拓展脱

２０．７？？比重比去年同期提高０．４？？
２７日 甘肃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发布《甘肃福利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彩票２０１９年度社会责任报告》。２０１９年，甘肃福彩共销售
福利彩票３３．９１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９．９２亿元。

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确保如期全面高质

２８日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甘肃省签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抓紧谋划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订＂甘味＂农产品销售订单６万多吨，签约总金额约４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

亿元。

众生活改善。

３０日 甘肃敲响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
槌＂。武威市组织召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启动

１３日 兰州市疾控部门对城关区焦家湾冷冻厂进口冷
１９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仪式暨公开出让会，公开出让的６宗１０１．３２亩集体建设用

员会关于接受唐仁健请求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

地全部成交，总成交价款６５６．２９万元。

决定》；会议决定任振鹤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会
议表决通过有关条例、决议、决定和报告；表决通过有关

１１月３０日一１２月３日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决定任命任振鹤、刘长根为甘肃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会议通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人事任免事项。
Ｎ门拿育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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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２０２１
３日 省委在兰州召开座谈会，听取＂两代表一委

１５日 甘肃省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

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要负责人对甘肃省＂十四

工作正式启动。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期

五＂发展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间完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评选出３００项优秀成

主持座谈会并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任振鹤等领导出

果进行表彰奖励。

席座谈会。

２０日 代省长任振鹤到临夏州调研。强调，要把解决

△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宪法宣誓

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

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主持宪法宣誓仪

位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式。本次会议决定任命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决定的

接，加快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任振鹤在宣誓台前宣誓。本次会

２１日 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第１１２次常务会议。会议审

议决定任命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长根，任命的省监

议通过《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察委员会副主任李寿伟，决定任命的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张

见》，将全省划定为８４２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坚定不移走

世荣、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建勋一同宣誓。
４日 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任振鹤主持召开省政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安排部署加强全省政府系统建设工作。
５日 代省长任振鹤在兰州市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台阶。
２２日 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省长金融奖获
奖单位的决定，对２０１９年金融工作成绩突出的中国工商银

行甘肃省分行等３３家单位、兰州市人民政府等５个市州政

和高质量发展、兰州城市规划、重大项目建设、传统产业

府授予省长金融奖。

转型升级等工作。
７日—８日 代省长任振鹤到平凉市、庆阳市调研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特色产业发展、

幕。农业农村部、甘肃省政府及世界旅游联盟、法国一带

一路美丽乡村联盟共同举办２０２０＂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

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等工作。

坛，以＂牵手＇一带一路＇·共建美丽乡村＂为主题，共

△ ２０２０＂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在甘肃康县开

９日 国家统计局１０日发布２０２０年全国及各省（区、

商＂一带一路＂美丽乡村发展＂路线图＂，共绘＂一带一

市）粮食产量数据显示，甘肃２０２０年播种粮食面积３９５７

路＂美丽乡村建设＂工笔画＂。出席论坛的外宾有泰国驻

万亩，总产量１２０２万吨，比上年增加３９万吨，增幅

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尼泊尔驻华大使马亨德拉·潘

３．４？？这是甘肃粮食总产量在连续多年１１００万吨的基础

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莫因·哈克及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

上，首次突破１２００万吨大关，创历史新高。

署驻华代表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１１日 甘肃省已有２５７家医疗卫生机构具备核酸检测
能力。其中医疗机构１５１家，疾控机构１０２家，第三方检

农业机械中心等２０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农业农村

测机构４家。

荣，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徐

１３日 代省长任振鹤到兰州大学调研省部共建大学、

＂双一流＂大学建设和科技创新等工作。
１４日 省政府召开十三届第１１１次常务会议。会议研

究分析全省１—１１月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冬春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定取消调整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

项，审议通过《甘肃省乡村医生管理办法（试行）》。

部副部长刘焕鑫，农业农村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余欣

一丁等出席论坛。本次论坛共签署１个协议、４６个美丽乡
村建设合作项目，签约金额达１０１．６３亿元。

２４日 甘肃全面开启重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
２４日—２５日 省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２０２０年大事记 １９５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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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日 代省长任振鹤到天水市调研装备制造业发展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情况。

总结了省委常委会工作，部署明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等工
作。审议通过了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共甘肃省委关
于制定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记、平安甘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出席会议并讲话。代
省长、平安甘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任振鹤主持会议。会议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递补了省委委员。
省委书记林铎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报告工作，对贯彻落实党

２９日 平安甘肃建设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书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

△ 甘肃省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研讨会在兰州

举行。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甘肃省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各项

３０日 代省长任振鹤在兰州市调研电力保障、消防

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

救援、疫情防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代表省

说明。
２６日 国内首条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有砟高铁
——银川至西安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甘肃省庆阳革命老区

一步跨入高铁时代。
△ 甘肃省６．８万名考生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考。

１９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

△ 全省元旦春节及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
△ ２０２１年铁路春运火车票正式开始发售。兰州铁

路局预计发送旅客８４０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２１万人次。

省情概览

Ｔ７拿重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自然 地理
地理概况
甘肃古属雍州，今省会兰州。地处黄河上游黄土高原

青藏高原交会地带，位于中国的地理中心，介于北纬３２°
３１＇￣４２°５７＇、东经９２°１３＇￣１０８°４６＇之间。甘肃东接陕西，
南控巴蜀青海，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

界，西至乌鞘岭。黄河穿城而过，曾经孕育华夏民族的祖
先，有闻名遐迩的名山大川，有丰富的矿藏，有刘家峡、

盐锅峡、八盘峡三大水库。
甘南高原 甘南高原地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东部边缘一隅，地势高耸，平均海拔超过３０００米，是典型
的高原区。这里草滩宽广，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是甘肃

国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金路段。东西长
１６００多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４．７２？？在全国各省（市、

省主要畜牧业基地之一。

自治区）中列第７位。

岭，西至甘新交界，是块自东向西、由南而北倾斜的狭长

河西走廊 位于祁连山以北，北山以南，东起乌鞘

甘肃省大部分位于中国地势二级阶梯上，地貌复杂多

地带。海拔在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米，长１０００余千米，宽由几千

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地

米到百余千米不等。河西走廊地势平坦，机耕条件好，光

处中国东部湿润森林草原向西部干旱荒漠草原与高寒荒漠
草甸草原的过渡带，亦为华北、华中、西北与青藏的交错

热充足，水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戈壁绿洲，农业发展前景

毗邻区，以及东部农业区与西部游牧畜牧区的过渡带，自

祁连山地 祁连山地在河西走廊以南，长１０００多千

然条件复杂多样，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地势自西南向东北
倾斜，地形狭长，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的六大区域∶

米，大部分海拔在３５００米以上，终年积雪，冰川逶迤，

陇南山地 大致包括渭水以南、临潭、迭部一线以东

的山区，为秦岭的西延部分。山地和丘陵西高东低，绿山
对峙，溪流急荡，峰锐坡陡。
陇中黄土高原 位于甘肃省中部和东部，东起甘陕省

广阔，是甘肃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固体水库，荒漠、草场、森林、冰雪，

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河西走廊以北地带 东西长１０００多千米、海拔
１０００￣３６００米，习惯称之为北山山地。地近腾格里沙漠和
巴丹吉林沙漠，风疾沙多，山岩裸露，荒漠连片，难以

省情概览｜ １９７

耕作。

少２￣８成，省内其余地方接近常年同期。全省各月降水

甘肃是个多山的省份，最主要的山脉有祁连山、乌鞘

量与常年相比，３、４和９月分别偏少 ３２．３？？３１？

岭、六盘山，以及阿尔金山、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

２７？？其余各月均偏多，８月偏多１０２．１？？为１９６１年以

西倾山、子午岭山等。多数山脉属西北—东南走向。省内

来最多，１１月偏多２５？？但为近３年最少，１２月降水偏
多４４？？为近５年最多，其余各月降水量偏多８？？３８？？

的森林资源多集中在这些山区，大多数河流也都从这些山
验Ｒｇ

甘肃

脉形成各自分流的源头。

年鉴 气
２０２１

日照 ２０２０年，全省年平均日照时数为２１６８小时，，

较常年同期偏少２６９小时，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与常年

候

同期相比，全省年日照时数均偏少，其中５５个县（区）
偏少５００小时以上，尤其夏、秋季日照明显偏少，致使部

甘肃省地处黄土、青藏和内蒙古三大高原交会地带。
境内地形复杂，山脉纵横交错，海拔相差悬殊，高山、盆
地、平川、沙漠和戈壁等兼而有之，是山地型高原地貌。

从东南到西北包括了北亚热带湿润区到高寒区、干旱区的

分作物生长期延长。

自然资源

各种气候类型。

土地资源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甘肃省土地总面

气温 ２０２０年，全省平均气温８．８℃，较常年同期偏
高０．６℃，但为近６年最低。全省各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
期相比，１０和１２月气温分别偏低０．１℃和１．２℃，其中１０
月为２００８年以来最低，１２月为２００６年以来最低；１—３月

积４２５８．８９万公顷（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飞地５３２２．５３公
顷）。全省主要地类及面积构成情况∶耕地５３７．６７万公顷
（８０６５．０１万亩），占１２．６２？？？地２５．５２万公顷（３８２．７８万

０．１℃～１℃。１—３月全省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偏高

亩），占０．６０？？？地６０９．５８万公顷（９１４３．６３万亩），占
１４．３１？？？地１４１７．２３万公顷（２１２５８．４３万亩），占
３３．２８？？？镇村及工矿用地７９．９７万公顷（１１９９．５４万亩），

０．５℃～４℃，１０月与１２月平均最高气温偏低，１１月平均

占１．８８？？？通运输用地２７．０４万公顷（４０５．６５万亩），占

最低气温偏高。

０．６４？？？域及水利设施用地７４．７３万公顷（１１２０．９６万
亩），占１．７５？？？他土地１４８７．１６万公顷（２２３０７．３７万

均偏高１．６℃￣２．１℃，均为近３年最高，其余月份偏高

降水 ２０２０年，全省平均降水量５０６．５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２６？？为近１７年第二多（２０１８年，５１４．５毫

亩），占３４．９２？？

米）。其中酒泉市北部为１１～１００毫米，酒泉市中南部、

植物资源 甘肃是一个少林省区，据第七次甘肃省森

张掖市、武威市、兰州市和白银市为１００￣４００毫米，甘

林资源清查，全省林地面积１０４２．６５万公顷，全省森林面

南州东南部和陇南市东南部为８００￣１２５０毫米，省内其余

积５０７．４５万公顷，森林覆盖率１１．２８？？？省活立木总蓄积

地方为４００～８００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白银市南部、

２４０５４．８８万立方米，森林蓄积２１４５３．９７万立方米。森林主

定西市、甘南州、天水市、平凉市、庆阳市西部和陇南
市偏多２￣７成，酒泉市、张掖市西部和武威市东北部偏

要树种有冷杉、云杉、栎类、杨类以及华山松、桦类等。
在全省活立木蓄积资源中，冷杉占５２．９？？云杉占

饮定

。

甘南草原
１９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１．７？？栎类占２６．９？？杨类、华山松、桦类只占８．５？？

中∶两栖动物２４种，爬行动物５７种，鸟类４４１种，哺乳动

甘肃主要林区分布在白龙江、洮河、小陇山、祁连山、子

物１３７种。这些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陇南市的文县、武

午岭、康南、关山、大夏河、西秦岭、马山等处。
草场主要分布在甘南草原、祁连山地、西秦岭、马
山、崛山、哈思山、关山等地，这些地方海拔一般在

都、康县、成县、两当等地。文县让水河、丹堡一带，已
列为全国第十三号自然保护区，出产大熊猫、金丝猴、
麝、徐俐、扫雪等世界珍贵动物，并对梅花鹿、马鹿、麝

２４００￣４２００米之间，气候高寒阴湿，特别是海拔在３０００
米以上的地区牧草生长季节短，枯草期长；这类草场可

进行人工饲养。野生动物中，属于国家保护的稀有珍贵动
物有９０多种，其中属一类保护的２４种，二类保护的２４

利用面积为４２７．５万公顷，占全省利用草场总面积的

种，三类保护的４０１１种。

２３．８４？？年平均鲜草产量４１００千克／公顷，总贮草量约
１７５亿千克，平均牧草利用以５０？？，约可载畜６００万羊

单位。

年鉴
２０２１
到亚矿种为１１４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６５？？未查明资
（计算到亚矿种为１８０种），已查明资源储量的７７种（计算

稞、荞麦、糜谷、高粱、水稻、洋芋和豆类等２０余种，其
中小麦是主体作物，分布遍及全省，约占全省粮食作物的

种）、非金属矿产３９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６９种）、水气矿

一半以上。

甘肃

矿产资源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甘肃发现各类矿产１１９种

源储量的４２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６６种）。在已查明矿产资
源中，能源矿产７种、金属矿产３１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３６

粮食作物品种有冬小麦、春小麦、大麦、玉米、青

门实

产２种。

经济作物主要品种有棉花、油料、蓖麻、芝麻、甜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固

菜、苏子、向日葵、大蒜、茶叶、烟草、啤酒花等十几

体矿产９９种、矿产地１４７７处（含共伴生矿产，下同）。其

种。果树资源有１０００多个品种，其中桃、梨、杏、李、

中固体燃料矿产地２１８处，黑色金属矿产地１７７处，有色

柿、枣、柑橘的品种有４８０个。
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分布广泛。主要资源有７大类；

金属矿产地３１２处，贵重金属矿产地４３３处，稀有稀土分

油料植物有１００多种，如文冠果（木瓜）、苍耳、沙蒿、水
柏、野核桃、油桐等；纤维和造纸原料植物近百种，如
罗布麻、浪麻、龙须草、马莲、芨芨草等；淀粉及酿造
类植物有２０多种，如橡子、沙枣、蕨根、魔芋、沙米、

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地５１处，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地

散元素矿产地３４处，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地１０２处，冶金

１５０处；大型规模矿床１２６个、中型１９７个、小型１０７９
个；勘查程度为普查阶段的６４１个、详查阶段５６０个、勘

探阶段１９９个。

土茯苓等；野生化工原料及栓皮类有２０多种，如栓皮

《２０１９年全国占比排名》统计，在已查明的矿产中，

栎、五倍子、槐等；野生果类１００多种，如中华猕猴桃、

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１位的矿产有１１种，分别为镍矿、钴

樱桃、山葡萄、枇杷、板栗、沙棘等；野生药材９５１种，
有大黄、当归、甘草、红黄芪、锁阳、肉苁蓉、天麻

矿、铂矿、钯矿、铱矿、铑矿、饿矿、钉矿、硒矿、铸型

等；特种食用植物１０多种，其中比较名贵的野生植物有

６０种。

用黏土、凹凸棒石黏土；前５位的有３２种，居前１０位的有

发菜、蕨菜、木耳、蕨麻、黄花菜、地软、羊肚、蘑

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

菇、鹿角菜等。甘肃是全国药材主要产区之一，现有药

９９种固体矿产中，与２０１８年比较，５１个矿种的资源储量

材品种９５００多种，居全国第二位。主要经营的药材有
４５０种，如当归、大黄、党参、甘草、红芪、黄芪、冬虫
草等，特别是＂岷当＂＂纹党＂产量大、质量好，是闻名

没有发生变化，４８个矿种的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其中资源

中外的出口药材。

３个流域、１１个水系。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洮河、湟

储量增加的有２４种，减少的有２４种。

水资源 甘肃省水资源主要分属黄河、长江、内陆河

动物资源 主要畜种禽种；甘肃养殖的牲畜主要有

水、泾河、渭河、北洛河６个水系。长江流域包括嘉陵

马、驴、骡、牛、羊、骆驼等。甘肃养马历史悠久，远在
公元前１００多年的汉武帝时期，西北边境设有官马场３６

江、汉江２个水系。内陆河流域包括疏勒河、黑河、石羊

河３个水系。全省河流年总径流量大于１亿立方米的河流

处。民间养马亦较繁盛。自汉至今，一直是全国养马业的

有７８条。全省多年平均自产水资源量２８９．４亿立方米，其

重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先后引进和改良了阿尔

中地表水２８２．１亿立方米，地下水７．３亿立方米。全省多年

登、整顿河、卡拉巴依马等品种，养马、驴、牛等得到了

平均入境水资源量２８７．３３亿立方米，出境水资源量４８２．３５

发展。禽种，除对静宁鸡、太平鸡、临洮鸡等杂交改良

亿立方米。

外，现主要有来航鸡、澳洲黑、芦花洛克、洛岛红、科尼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总供水量１０９．８９亿立方米，其中地

什、新汉、狼山鸡等优良品种。水禽有北京鸭、麻鸭、中

表水工程供水８２．１０亿立方米，地下水工程供水２３．５６亿立

国白鹅、灰鹅和狮头鹅等品种。
野生动物资源∶甘肃境内共有野生动物６５０多种。其

方米，其他水源供水４．２３亿立方米。全省总用水量为
１０９．８９亿立方米，生产用水８９．９１亿立方米，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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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式

２０２１

风力发电
９．２７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１０．７１亿立方米。万元国内

布在河西玉门和陇东长庆两油区。全省煤炭预测储量

生产总值用水量为１２１．９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为１４２８亿吨，已探明１２５亿吨，保有资源储量１２０亿

量为２７．３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０．５７０３。

吨，煤炭资源集中分布于庆阳、华亭、靖远和窑街等

２０１９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实际用水量为１２８．７立方

矿区。甘肃风能资源丰富，总储量为２．３７亿千瓦，风

米／万元（可比价），较２０１５年累计降幅２６．５？？？元工业

力资源居全国第５位，可利用和季节可利用区的面积为

增加值实际用水量为４２．５立方米／万元（可比价），较

２０１５年累计降幅３４．６？？？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实际为

１７．６６万平方千米，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和省内部分山
口地区，河西的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截至

０．５６５，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８８？？全部达

２０１５年底，全省煤炭已查明资源储量３１２．６１亿吨。石

到国家确定的目标要求。

油已探明地质储量１７．７３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地质储量

能源资源 甘肃省能源种类较多，除煤炭、石油、天
然气外，还有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其中，石油可采储

１５２２４亿立方米。

量为６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３１．５７亿立方米，集中分

历史人文
早期文明

氏）部族也兴起于西北。
省境东部秦安县大地湾距今７８００—４５００年的新石器

甘肃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大量考古

早期文化遗址，出土文物８０００余件，其中一处距今７０００

文物证明，远在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

年前的地画、５０００年前的混凝土和一座建筑面积达４５０

先民就在这块地方生息、繁衍，利用简陋的石器顽强

平方米的原始社会会堂式宏伟建筑遗迹，系国内首次发

地同大自然作斗争。２０世纪以来，先后在镇原县姜家

现。这里发现的罕见的三足钵、三足罐珍品，比仰韶文

湾、寺沟口、黑土梁，庆阳巨家塬，环县楼房子和刘

化半坡类型要早１０００多年，为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

家岔处，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石器、骨器、
动物化石和早期人类用火的遗迹。属于新石器时代的

展过程提供了可贵的实例。大地湾遗址的发现，为研究
史前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建筑、文字起源和人类生活提供

文化遗迹，已发现的有１０００多处，其中著名的有受仰

了极其重要的依据资料。

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以洮河、大夏河和湟水中下

游为中心，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马家窑文化、齐
家文化；还有晚于齐家文化，出现铜器，已经进入原

建置沿革

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早期的辛店、寺洼和卡鼓文

甘肃一名始于１１世纪，取甘州（今张掖）、肃州

化。古代传说中的炎帝（号神农氏）、黄帝（又号轩辕

（今酒泉）二地的首字而成。由于西夏在其境分置１２监

２０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军司，甘肃为其一，元代设甘肃省，简称甘；又因省境

地，有小江南之称。唐玄奘在天水的传说，使佛公娇、

大部分在陇山（六盘山）以西，而唐代曾在此设置过陇

万紫山、渗金寺等地成为民俗旅游的主要景点。

右道，故又简称为陇。

与天水、陇南相邻的甘南、临夏两自治州是藏、
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的集聚地，有独具一

先秦时期的地理专著《禹贡》，按方位将全国分为九

州，甘肃省境大部属雍、梁二州，旧称＂雍梁之地＂。秦

格的民情和风俗。

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３６郡，省境东南地区为北地
郡和陇西郡，河西为匈奴牧地，汉代在省境置凉州刺史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

部，至元封五年（公元前１０６年）省境先后改置武都、

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

陇西、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

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

敦煌等１０郡。三国时境内分属魏蜀之地。晋末天下大
乱，甘肃境内先后出现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
凉、五凉和仇池、宕昌、西秦等地方政权。唐代改郡为

线的出发点。境内除有众多的革命遗迹外，黄帝登临、

道，省境分属关内道、陇右道和山南道，共辖２２州。宋

间文化的传播阵地和民间经济的交易场所。特别是唢

时，境内分属宋、西夏、金所有。元代始设甘肃行中书

呐、剪纸、社火、戏曲等民俗文化尤具魅力。

甘肃东部的庆阳、平凉地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门实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广成子修炼得道的道家圣地崆峒山，西王母设宴招待周

穆王的王母宫山以及公刘庙、菩萨山等庙会，都成为民

省，辖黄河以西七路二州，黄河以东地区为陕西省奉元

闻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路，经甘南、临夏及岷、宕等地属脱思麻路，由宣政院

俗称千佛洞，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被誉为２０世纪最有

直属。明代，省境属陕西布政使司、陕西行都指挥使

价值的文化发现，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

司。清代康熙初于巩昌（今陇西）设陕西右布政司，后

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

改甘肃布政司，后迁至兰州，甘肃始复为省，辖今甘

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

肃、临夏、新疆、青海部分地区。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７３５个，壁画４．５万平

分置新疆省。辛亥革命后，１９１２年省境又划分为宁夏

方米、泥质彩塑２４１５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

（原朔方）、西宁（原海东）、兰山、泾原（（原陇东）、渭
川（原陇南）、甘凉（原河西）、安肃（原边关）七道。

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

１９２７年废道，１９２８年又分设青海和宁夏两省区。第二次

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１９６１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省境陇东地区属陕甘宁边区的陇东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１９８７年被列为世界文

和关中两分区。１９４９年８月 ２６日成立甘肃行政公署。

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莫高窟是地处丝绸之路

１９５０年１月８日成立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名相沿

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

至今。

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４９２个小石窟

风物名胜

年的佛教艺术。

有５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

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
麦积山石窟被称为＂东方雕塑馆＂，地处天水市东南

甘肃海拔大多在１０００米以上，四周为群山峻岭所环

方５０千米的麦积区麦积山乡南侧，是西秦岭山脉小陇山

抱。北有六盘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东为岷山、秦岭和

中的一座孤峰。麦积山风景名胜区总面积２１５平方千米，

子午岭；西接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壤青泥岭。境内地

包括麦积山、仙人崖、石门、曲溪四大景区和街亭古

势起伏、山岭连绵、江河奔流，地形地貌复杂。这里有

镇，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为典型的丹霞地貌，

直插云天的皑皑雪峰，一望无垠的辽阔草原，莽莽漠漠

因形如农家麦垛而得名，山崖拔地而起，高８０米，山势

的戈壁瀚海，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神奇碧绿的湖泊佳

险峻，周围绿树成林，环境清幽。西汉末年，麦积山已
成为天水名将隗嚣的避暑宫。这里松桧阴森，横云飞

泉，有江南风韵的自然风光，也有西北特有的名花瑞果。
河西走廊是甘肃著名的粮仓，是昔日铁马金戈的古

渡，烟雾团绕，碧水长流，＂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

战场和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敦煌莫高窟闻名于世，

石成佛，石龛千室＂，荟萃着后秦、西秦、北魏、西魏、

肃南裕固族、肃北蒙古族、阿克塞哈萨克族、天祝藏族
聚居区等民族风情独具特色，古酒泉传奇、嘉峪关传

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的
塑像７２００余尊，壁画１３００多平方米，分布在１９４个洞窟

说、玉门关和古阳关、民间筵乐、骆驼队等奇风异俗熠

里，与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

熠生辉。
甘肃东南部的天水市和陇南地区，是历史悠久、山
川锦绣、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民俗奇特的天然膏腴之

四大石窟。敦煌侧重于绚丽的壁画，云冈、龙门闻名于
壮丽的石刻，而麦积山则以精美的塑像闻名于世。中国
雕塑家刘开渠曾赞美∶麦积山是＂我国历代的一个大雕

省情概览 ｜ ２０１

。

塑馆＂。 １９８２年，麦积山以甘肃麦积山风景名胜区的名

宝刹梵宫，庙宇殿堂，古塔鸣钟，遍布诸峰。明清时期，

义，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 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人们把山上名胜景观称为＂崆峒十二景＂∶香峰斗连、仙

桥虹跨、笄头叠翠、月石含珠、春融蜡烛、玉喷琉璃，鹤

西端险要关隘，也是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座雄关。关城
建于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距今已历６００余年，总占地约

洞元云、凤山彩雾、广成丹穴、元武针崖、天门铁柱、中

３．３５万平方米。嘉峪关城雄居祁连山与黑山之间，地势

天桥、飞升宫、王母宫、问道宫等景点三十五处，基本恢

甘肃 壕等部分组成，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形成重城并守之
年鉴 势，构成了一个壁垒森严的军事防御工程。并与五里一
２０２１ 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共同构成坚固的
险要，扼守咽喉。关城由外城、内城、瓮城、罗城、城

古代防御体系。嘉峪关内城周长６４０米，面积２．５万平方
米。城头垛口林立，砖垛墙高１．７米。东西城垣开门，门

台宝塔。近年来，新修了法轮寺、卧观平凉、观音堂、通
复了历来所称的＂九宫八台十二院＂中四十二处建筑群。
古往今来，崆峒山吸引了众多的风流才俊。被中华民族尊

为人文始祖的轩辕黄帝亲自登临崆峒山，向智者广成子请
教治国之道和养生之术，黄帝问道这一千古盛事在《庄
子·在宥》和《史记》等典籍中均有记载；秦皇、汉武因

上有明正德元年（１５０６）修建的东西二楼∶东为＂光化

＂慕黄帝事＂＂好神仙＂而效法黄帝西登崆峒；司马迁、王
符、杜甫、白居易、赵时春、林则徐、谭嗣同等文人墨客

楼＂，西为＂柔远楼＂，均系单檐歇山顶、周有回廊的三

也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华章、碑碣、铭文。崆峒武术与少

层木结构建筑，总高１７米。东、西门外均有土筑瓮城回

林、武当、峨眉、昆仑等武术流派驰名华夏。１９９４年１

护，瓮城与内城同制辟门向南，门上各有一座阁楼。西

月，崆峒山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２００１年

瓮城外罗城凸出，中辟门向西，为关城正门，门额刻

１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中国首批ＡＡＡＡ级旅游区；

＂嘉峪关＂三个大字。明弘治八年（１４９５）于罗城上修建

２００７年５月８日，平凉市崆峒山风景名胜区经国家旅游局

嘉峪关楼，与东、西二楼形制相同，同处一条中轴线
上。清同治末年左宗棠驻节肃州时，曾修整关墙和关

ＩＳＯ９００１、ＩＳＯ１４００１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国际认证；２００３

楼，并亲笔题＂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高悬关楼。南

年７月２６日，崆峒山又登上了国家名片，这套由崆峒山最

北两端城头各有一座箭楼，为警戒哨所。关城四隅各有

具代表性的景观——隍城、弹筝峡、塔院和雷声峰组成的

一座角楼，南、北墙居中各有一座敌楼，城内有游击将

＂崆峒山＂特种邮票是继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和嘉峪

军府、宫井。关城城墙四周有瞭望孔、灯槽、射击孔等

关城楼后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第四套地方题材的特种邮票；

正式批准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顺利通过

防御设施。罗城两端连接南、北、东三面土筑围墙，形

２００４年３月晋升为国家地质公园。２００５年８月９日，太统

成外城，周长１２６３米。外城广场有文昌阁、戏楼、关帝

头，南望祁连山，雪峰如玉，绵亘千里；北有黑山，

—崆峒山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甘肃全省的石窟文化旅游有∶莫高窟、炳灵寺石窟、
安西榆林窟、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泾川王母宫

石壁嶙峋，如铸铜色。两山对峙，关踞其间，形势

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群、东千佛洞、西千佛洞、拉稍寺

险要，素有＂河西第一隘口＂＂边陲锁钥＂ 之称。

石窟、大象山石窟、金塔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天梯山石

１９６１年嘉峪关被国家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窟（东晋）、武山水帘洞石窟群、云崖寺石窟。

庙、墩台等，外城又与南北延伸的长城连接。登上城

护单位，１９８７ 年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的杰出代表被联

甘肃全省的古建筑旅游有； 白塔、嘉峪关城楼、秦安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２００７年嘉峪
关文物景区被正式评定为首批国家５ Ａ级旅游景区。

泰山庙、夏河拉卜楞寺、天水伏羲庙、镇远楼、张掖大佛

黄帝问道圣地——崆峒山， 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城西

拉日巴佛楼阁、武威文庙、宝塔、崇信龙泉寺、兰州黄河

１２千米处，东瞰西安，西接兰州，南邻宝鸡，北抵银川，

铁桥、陇西威远楼、李家龙宫遗址·陇西堂、鲁土司衙

是古丝绸之路西出关中之要塞。景区面积８４平方千米，

门、渭源灞陵桥、保昌楼、白马塔、成县杜甫草堂、文峰
塔、汉长城、天水仙人崖、东宫馆、玉泉观、崇信龙泉

主峰海拔２１２３米，集奇险灵秀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精湛的人
文景观于一身，具有极高的观赏、文化和科考价值。自古

寺、张掖木塔寺、贡唐宝塔、海藏寺、武威罗什寺塔、米

寺、礼县祁山堡、酒泉钟鼓楼、临夏红园、南郭寺、秦安

就有＂西来第一山＂＂西镇奇观＂＂崆峒山色天下秀＂之美

兴国寺、雷音寺。

誉。崆峒山属六盘山支脉，是天然的动植物王国，有各类
植物１０００多种，动物３００余种，森林覆盖率在９０？？上。

甘肃省历史文化遗址众多，全省文化遗址类有∶秦安
大地湾遗址、永靖恐龙足印化石群、敦煌河仓城、锁阳城

其间峰峦雄峙，危崖耸立，似鬼斧神工；林海浩瀚，烟笼

故址、阳关故址、甘南夏河八角城、马家窑遗址、沙州故

雾锁，如缥缈仙境；高峡平湖，水天一色，有漓江神韵。

城遗址、居延遗址、悬泉置遗址、悬壁长城、万里长城第

既富北方山势之雄伟，又兼南方景色之秀丽。秦汉时期，
崆峒山开始有了人文景观。经历代陆续兴建，亭台楼阁，

一墩、战国秦长城遗址、黑山岩画、罕古城、永昌骊怀古

２０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城、成县西狭颂。

常 住人口
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５．７７？？

总人口

Ｉ门拿Ｔ

甘肃
年鉴

人口构成

年末，甘肃省常住人口２５０１．９８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１４．５５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１３０６．７３万人，占常住人口比
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５２．２３？？比上年末提高０．８？？

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１２７０．０９万人，占
５０．７６？？？性人口为１２３１．８９万人，占４９．２４？？常住人口

全年出生人口２８．０６万人，出生率为１０．６０‰；死亡人口
１７．８７万人，死亡率为６．７５‰；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３．８５？？

性别比（以女性为１００，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２０１０年第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１０４．４２下降为１０３．１０。

２０２１

全省常住人口中，０￣１４岁人口为４８５．３５万人，占

人口分布

１９．４０？５￣５９岁人口为１５９０．５３万人，占６３．５７？０岁
及以上人口为４２６．１０万人，占１７．０３？？其中，６５岁及以上

全省１４个市（州）中，常住人口超过４００万人的只有

人口为３１４．７８人，占１２．５８？？。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

兰州市，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为１７．４２？？？２００万人至

普查相比，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上升１．２４个百分点，１５￣５９

３００万人之间的有５个市（州），占全省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４８．７８？？？１００万人至２００万人之间的有５个市，占全省常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５．８３个百分点，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住人口的比重为２８．０３？？？于１００万人的有３个市（州），

４．３５个百分点）。

上升４．５９个百分点（其中，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

概况
初步核算，全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９０１６．７亿元，比上

全部退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

农业

年增长３．９？？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１９８．１亿元，增长

全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２６３．８万公顷，比上年增加５．７

５．４？？？二产业增加值２８５２．０亿元，增长５．９？？？三产业

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２７．６１万公顷，减少１．３９万公顷。

增加值４９６６．５亿元，增长２．２？？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３．３∶

３１．６：５５．１。

蔬菜种植面积４０．１８万公顷，增加２．０５万公顷。中药材种
植面积２８．６８万公顷，增加１．５７万公顷。果园面积３２．６７万

全年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２１７９．４亿元，比上年增
长５．８？？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２４．２？？

公顷，增加０．７７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１２０２．２万吨，比上年增产３．４？？其中，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３５．６８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
１４．６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２７？？全年输转城乡富余

夏粮产量３２１．３万吨，减产１．９？？？粮产量８８０．９万吨，增

劳动力５２６．９万人，其中，省外输转２１３．２万人，省内输转

３１３．７万人。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２．０？？商品零售价格上

产５．５？？
全年蔬菜产量１４７８．５１万吨，比上年增长６．５？？中药

材产量１２３．２２万吨，增长８．９？？园林水果产量４８１．０７万

吨，增长９．７？？

涨１．３？？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０．７？？农产品生产者价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１０８．９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３？？

格上涨６．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６．１？？工业生产

牛奶产量５７．５万吨，增长３０．４？？年末牛存栏４８２．０万头，

者购进价格下降５．９？？

增长５．２？？？出栏２２８．６万头，增长６．４？？羊存栏２１９１．８

全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３８５元，比上

万只，增长１０．３？？？出栏１７３７．１万只，增长１２．２？？生

年增长９．２？？全省７５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７２６２个贫困村

猪存栏６２２．０万头，增长２９．５？？？猪出栏６６４．３万头，增

省情概览 ｜ ２０３

长２．４？？

１５５．８万辆，增长８．５？？

工业和建筑业

２２．０？？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６９５．９万件；包裹业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４７．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务５４．１万件；快递业务量１３８２３．５万件，增长３３．３？？？递

全年全省全部工业增加值２２８８．９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２？？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６．５？？在规模以上工业

甘肃 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５．９？？？体
企业下降１４．８？？股份制企业增长４．７？？外商及港澳台投
年鉴 资企业增长４．０？？？营企业增长１４．８？？分隶属关系看，

２０２１ 中央企业增长５．２？？省属企业增长６．２？？省以下地方企
业增长９．５？？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３．１？？重工业
增长７．１？？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３．３？？制造业增长

６．０？？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１２．５？？
年末全省发电装机容量５６２０．４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

业务收入２９．８亿元，增长３１．６？？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２５５７．０亿元，增长３０．５？？年末电话用户２９８３．６万户，其
中移动电话用户２６７３．８万户，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２１７５．４万

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１０１．０部／百人。固定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９３１．４万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
８９６．８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２２９８．６万户。全年移动互联
网用户接入流量３１．９亿ＧＢ，比上年增长４０．５？？年末互联
网宽带接入端口１４６０．６万个，比上年末增长３．９？？移动宽

带接入用户普及率为８４．０部／百人，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普

及率为３５．２部／百人。

６．７？？其中，火电装机容量２３０８．３万千瓦，增长９．７？？？
电装机容量９５７．４万千瓦，增长１．５？？？电装机容量

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１３７３．２万千瓦，增长５．９？？？阳能发电装机容量９８１．６万

千瓦，增长６．５？？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２８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全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６３２．４亿元，比上年下

３．７？？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２０３．７亿元，增长

降１．８？？按经营地统计，城镇消费品零售额２９９１．２亿元，
下降２．１？？？村消费品零售额６４１．１亿元，下降０．６？？按

１．３？？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消费类型统计，商品零售额３２１４．２亿元，下降１．１？？？饮

８４．１７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５９．０？？营

收入额４１８．２亿元，下降７．１？？

业收入利润率为３．９？？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５７２．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３？？年

全年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中，粮油、食品类零
售额比上年增长３０．１？？烟酒类增长４．０？？日用品类增

末具有资质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９７２个，比上

长１５．４？？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下降３．３？？中西药品

年末增加１５８个。

类增长３．３？？煤炭及制品类增长１９．０？？石油及制品类
下降１２．１？？汽车类增长９．５？？化妆品类下降１４．２？？限

服务业

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

１１３．９？？

全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４２０．２亿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３７２．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０？？

元，比上年下降４．７？？？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６５９．３亿元，

其中，出口８５．７亿元，下降３４．８？？？口２８７．１亿元，增长

增长３．９？？？宿和餐饮业增加值１４４．７亿元，下降９．６％；

１５．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１６５．２亿元，

金融业增加值８９７．５亿元，增长３．３？？？地产业增加值
４９７．３亿元，增长６．１？？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比上年下降７．５？？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４４．３？？其中，出

上年下降７．０？？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６７２３９．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５．７％；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２３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

货物运输周转量２５１６．８亿吨千米，增长０．８？？旅客运输总

量２６８３０．９万人次，下降３６．６？？？客运输周转量３９９．６亿

口２４．２亿元，下降５４．７？？？口１４１亿元，增长１２．６？？
投资金额８８７５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８．２？？对外承包工程

完成营业额２８５９８万美元，下降２６．９？？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合同金额４８５３７万美元，下降５．９？？

人千米，下降４０．８？？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

量１３３６．４万人次，下降２５．６？？？邮吞吐量７．５万吨，下降

０．９？？年末全省铁路营业里程４４５４．２千米，比上年增长

５．８？？？路里程１５．６万千米，增长３．０？？其中等级公路

１５．２万千米，增长３．６？？
年末全省民用汽车保有量３９２．７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７．８？？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３３７．２万辆，增长８．３？？民用
轿车保有量１７４．７万辆，增长７．８？？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２０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７．８？？按三次产
业分，第一产业投资增长３７．０？？？二产业投资增长

０．４？？其中工业投资下降０．３？？？三产业投资增长
８．０？？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１２．２？？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６．１？？

全年项目投资比上年增长７．９？？其中，制造业投资

全年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６１７４．９元，比上年增

增长５．０？？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投资下

长１．９？？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４６１４．６

降６．９？？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长１８．２？？水

元，增长０．７？？？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９９２２．９元，增长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下降４．５？？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增长７．８？？其中住宅投资
增长 １６．７？？房屋施工面积１１３２８．３万平方米，增长

２．４？？全省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５？？其中城镇为
２８．７？？农村为３０．９？？
年末全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４８４．５万

３．２？？其中住宅施工面积７８２４．５万平方米，增长４．７？？在

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５．１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房屋施工面积中，房屋新开工面积３５３４．１万平方米，增长

保险人数１３８８．１８万人，增加１５．５８万人。参加基本医

６．９？？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２６２０．７万平方米，增长８．９？？

疗保险人数２５９０．４万人，增加１７．５万人。其中，参加

房屋竣工面积８８１．４万平方米，增长３０．７？？其中住宅竣工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３６１．９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面积６５５．０万平方米，增长３９．２？？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９６７．９

医疗保险人数２２２８．５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１８７．４万

万平方米，增长１５．４？？其中住宅销售面积１８６３．８万平方

人，增加１４．４３万人。年末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１．６８

米，增长１８．８？？
全年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开工１１．６７万套，棚户区改

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２６４．６万人，增加２０．１万人，其

造基本建成５．７３万套。完成动态新增危房改造１４９户，其

加生育保险人数２３４万人，增加１２．２万人。年末全省共有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８５户，全面完成危房改造任务。

３５．５８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１４１．８０万人享受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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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３７．１２万人，增加８．４８万人。参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９．０６万人享受农村特困人员救

财政金融

助供养。
年末全省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１４２０６个。其

全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７４．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８个，社区服务中心５５６个，社区

２．８？？其中，税收收入５６７．９亿元，下降１．７？？？税收入

服务站４５７４个，未登记和挂靠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９２

３０６．６亿元，增长１２．５？？从主体税种看，国内增值税

个，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３０９１个，社区互助型养老
设施５５６９个，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３１６个。

２６０．２亿元，下降６．０？？？业所得税６４．４亿元，下降
０．６？？？人所得税２０．５亿元，增长１．２？？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４１５４．９亿元，增长５．１？？其中，民生支出３３２０．７亿元，

科学技术和教育

增长４．３？？扶贫支出３４２．２亿元，增长２．８？？

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２０９９２．７亿

全省共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５个，国家级企业技

元，比上年末增长６．２？？其中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术中心２８家。全年登记省级科技成果２１４０项，其中，基

２０９３８．３亿元，增长６．２？？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础理论６４８项，应用技术类成果１４６３项，软科学２９项。获

２２１５９．４亿元，增长７．２？？其中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得奖励１５３项。专利申请量 ３２２８０件，比上年增长

２１９３５．６亿元，增长７．４？？
年末全省共有上市公司３５家，其中，仅发Ａ股上市公

１６．８０？？？利授权量２０９９１件，增长４０．９４？？其中发明专

司３３家，仅发Ｈ股上市公司１家，同时发Ａ、Ｈ股上市公
司１家。３４家Ａ股上市公司总市值２５０１．１亿元，比上年增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３．１４件，比上年末增长１１．３１？？
共签订技术合同７４０３项，增长２５．０？？？术合同成交金额
２３３．１６亿元，增长１８．７？？

长１５．８？？全年Ａ股上市公司累计融资６４．２亿元。

利授权量１４４６件，增长２５．３０？？有效发明专利８３１０件，

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４８５．２亿元，比上年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１．８４万人，在学研究生４．８５万

增长９．２？？？付各类赔款及给付１６９．３亿元，增长

人，毕业生１．１９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１９．４３万人，在校

１１．７？？

生５８．１１万人，毕业生１３．３５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８．１４
万人，在校生１９．４６万人，毕业生５．７３万人。普通高中招

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生１７．１８万人，在校生５１．５８万人，毕业生１８．１２万人。初

中招生２７．８５万人，在校生８７．４１万人，毕业生２８．５３万

全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０３３５．１元，比上年增

人。普通小学招生３５．０９万人，在校生２００．９１万人，毕业

长６．２？？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生２７．９９万人。特殊教育招生０．３７万人，在校生２．１５万

３３８２１．８元，增长 ４．６？？？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幼儿园在园幼儿９５．８３万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

１０３４４．３元，增长７．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为３．２７，比上年缩小０．０９。

９６．６？？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９５？？

省情概览 ｜ ２０５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全省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９．３１？？比上年末提
高０．７４？？？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９．４１？？提高０．５１？？
学Ｐ０

全年接待国内游客２．１３亿人次，比上年下降４３．１％；

甘肃
年鉴 次，下降８７．２？？？待港澳台同胞１．０９万人次，下降
国内旅游收入１４５４．４亿元，下降４５．７？？接待入境游客
２．５４万人次，下降８７．２？？其中，接待外国游客１．４５万人

２０２１

米，下降２８．３？？？业用水量８３．６亿立方米，下降３．３％；
生态用水量１０．７亿立方米，增长１０６．０？？
全省共有自然保护区５６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２１个。国家地质公园１２个，省级地质公园２４个。
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４９２６．０万吨标准

煤，比上年增长５．１？？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
４４７１．５万吨标准煤，增长４．６？？
省内３８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达到或优于Ⅲ类断面比

例为１００？？全年全省１４个市州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８７．１？？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６９６万美元，下降８８．２？？旅游

９３．７？？比上年提高０．６？？省内监测的１４个城市中，城市

人均花费６８３元，比上年减少３３元。

区域声环境评价（昼间）总体较好，１４个城市区域声环境

年末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６２５０个。其中医院７０５

质量等级均为二级。

个，医院中有综合医院３７３个，中医医院１１７个，专科医

全年全省平均气温为８．８℃，比上年下降０．１℃。年日

院１６７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４６３６个，其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站）６７１个，卫生院１３６８个，村卫生室１６４２１

照小时数２１６９小时，比上年减少２３小时。年降水量５０６．５

毫米，比上年增加１１．５毫米。全省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８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８７３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１０个。

１０２个，妇幼保健院（所、站）９９个，卫生监督所（中

全省共有地震台站（点）３９０个，其中，有人值守的

心）９５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５３４个。年末卫生技术

地震监测台站１６个，无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点）

人员１８．８９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６．６４万
人，注册护士８．５３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１７．７９万张，

３７４个。

其中，医院１３．８６万张，卫生院２．８７万张。全年总诊疗人
次１１５９１．０８万人次，出院人数４５２．８８万人。

１０５．３５？？？作物成灾面积２０．９４万公顷，增长１１１．０８？？

年末全省共有体育场地７０８０７个，体育场地面积

４５２７．４４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１．７２平方米。全年

体育获得各类奖牌６９枚，其中金牌２２枚。

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３３．１５万公顷，比上年增长
全年实际发生地质灾害１７１４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５．５９

亿元。
全年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７１７起，比上年下降
１５．１５？？？亡６０８人，下降１４．２５？？？伤５４３人，下降

１２．２８？？？接经济损失１．４８亿元，下降１６．２７？？亿元地区

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０．０６７ 人，下降
１７．０８？？？矿商贸企业就业人员１０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全年全省水资源总量４１０．９亿立方米。年末全省大中

人数２．４０２人，下降１７．８４？？？矿百万吨死亡人数０．２０７

型水库蓄水总量４５．６亿立方米，比上年末下降１．１？？全年

人，下降１５．１６？？？二类营运车辆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
人数１０．７３人，下降７．９６？？

总用水量１０９．９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０．１？？其中，生活

用水量９．３亿立方米，下降２．７？？？业用水量６．３亿立方

２０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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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重大决策部署

述和对甘肃重要讲话、指示精神】１月１５日，省委农村
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１月２日省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２０２０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

年新年贺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

面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

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

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精神，围绕决战脱贫攻

总书记的新年贺词真诚质朴、饱含深情、催人奋进，全

坚、决胜全面小康，研究部署２０２０年全省＂三农＂领域

面总结一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

重点工作。

分析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指导做好全年工作、决胜全

会议书面传达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

面小康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

书记新年贺词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

对全省＂三农＂工作的批示，讨论有关文件。

讲话和指示精神结合起来，牢记初心和使命，坚定不移

会议肯定过去一年全省＂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

推动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崛起，在打赢脱贫攻坚战、

会议指出，做好今年＂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各

全面深化改革、生态环境保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

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抓好＂三

障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再下功夫，确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

农＂工作，坚决稳住＂三农＂基本盘，为全面打好收官

战作出＂三农＂新贡献。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小康的标志性工程。各级各

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三农＂重点任

有关方面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

务落地见效。要向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从攻坚、

述，全面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

巩固、提升、兜底、整改５大方面强力推进，确保如期实

好２０２０年脱贫攻坚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

现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全部脱

任，紧盯脱贫目标标准，促工作、抓过程、保结果，确

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要持续

保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要坚持精准方略，全面排查、
及时发现短板弱项，研究解决突出问题，着力提升脱贫

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深化农村改革，加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

质量，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检验。

突出短板。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做好生猪和牛羊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２０７

给，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完善

领导干部要主动上手、亲力亲为，有关地方和部门要立
即行动、担起责任，即知即改、真改实改，既不能漏项

产业体系，持续调整产业布局，打造＂甘味＂知名农产
品品牌，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要以建强农村基层

更要有质量。要根据反馈问题组织开展全面排查摸底，
举一反三、深挖细究，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带动一类问

党组织为核心，发挥农村各类自治组织作用，坚持＂四

题的解决。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督，

议两公开＂工作法，完善村规民约，治理农村高价彩

对整改情况密切跟踪，加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整

鸡等肉类产品恢复和扩大生产，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

甘肃 礼，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全面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年鉴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的领导的

２０２１ 政治优势转化为重农强农、推动乡村振兴的行动优势。

治力度，树立正确导向，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保

持定力耐力，聚焦目标标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逐村逐

户、逐人逐项解决问题的工作要求，扎实开展重点领域

要科学准确研判农业农村发展的形势趋向，抓住用

后续清零行动，采取有力措施抓好产业培育、促农增

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国家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

收、政策落实、生活环境改善等各项任务，保证剩余贫

机遇，在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上有所作

困人口如期脱贫、脱贫成果可靠稳定。要压实各级党委

为，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持续巩固农业农村稳

（党组）的主体责任和一把手的第一责任，挂牌督战、传

定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全省＂三农＂工作不断谱写新时

导压力，做到状态适应、力度适应。要坚决防止松懈厌

代绚丽篇章。

战思想和满足停步心态，一鼓作气、乘势而上打好收官

【安排部署脱贫攻坚整改落实工作】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４

战。要对号入座领任务，快马加鞭干工作，积极有效应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套开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第

对疫情影响，对准短板和弱项逐个销号，确保脱贫攻坚
和全面小康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

四次会议、省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
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会议审议了《甘肃省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

＂回头看＂反馈意见和国务院扶贫办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

头看＂和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整

馈意见，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整改落实工作。

改方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

作、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决

示】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７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对甘肃重要讲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研
究提出全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话和指示精神，强化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步调一致深化脱贫攻坚，较真碰硬整改突出问题，确保
脱贫攻坚成色质量，坚决打赢收官之战。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会议指出，在脱贫攻坚发起总攻、决战决胜的关键

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当前防汛形势非

时刻，中央甘肃反馈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

常严峻，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效考核意见，肯定了甘肃省脱贫攻坚成效，指出了发现

树牢防大汛抗大灾的思想，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

的主要问题，是对甘肃抓实抓好脱贫攻坚的精准指导，

从措施、力量、物资上做好更充分更扎实的准备。要加

使甘肃坚定了必胜信心，为甘肃指明了努力方向和着力

大对河流沟道、蓄水工程、险工险段特别是病险水库和

重点。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

淤地坝等重点部位的筛查力度，切实做好隐患排查处

关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置。要完善工作预案，加强实战演练，提高应急效率和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切实担起脱贫

质量，确保一有灾情能够立即响应、妥善应对。要把防

攻坚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工作责任，对照反馈意见逐

止因灾致贫返贫作为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及时摸排群众

项整改突出问题，坚持以点带面提升脱贫质量，确保问
题见底、整改见效、脱贫攻坚成色足。

因灾受损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帮扶。各地各

会议强调，要从反馈的问题中引起警惕、引发警

部门要坚决服从统一调度指挥，强化责任意识和纪律意
识，未雨绸缪抓实抓细各环节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

醒，增强抓好整改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专项巡视＂回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靠前

头看＂和成效考核指出的问题与各类监督检查评估发现
的问题一体研究、一体部署、一体整改，切实做到脱贫

指挥，有关地区和部门主要领导近期原则上不外出，确
需外出的接到雨情险情预报后必须立即返岗，第一时间

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要细化完善

到达现场，切实做好应急处置，确保不造成重大损失。

整改任务书和施工图，列清问题、措施、责任、时限、

【安排部署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指示】２０２０年８月

要求＂五个清单＂，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各级

１４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

２０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示。会议指出，习近平

会议研究分析了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了经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站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严肃

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指出，在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

批评了餐饮浪费现象，明确了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着力
重点和具体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下，前三季度全省经济稳定恢复、持续向好，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但完成年度发展目标、圆满收

张浪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认真

官＂十三五＂面临的任务仍比较艰巨。要坚定信心、再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应有的政治站

接再厉，把措施谋划得更实一些，把落实抓得更紧一

Ｉ门拿章

位、坚决有力的措施做好制止餐饮浪费工作。要从党员
干部抓起，发出倡议、加强监督，督促党员干部发扬艰

些，努力保持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要扎实推进项目建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带头禁止餐饮浪费现

来办＂的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抓责任制，提升项目审

甘肃
年鉴

象。要全方位、广覆盖开展宣传教育，引导社会成员养

批效能，特事特办、专事专办，发挥好投资的重要支撑

成节约习惯，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浓厚氛围。要

作用。要全力支持企业发展，持续推动惠企纾困政策落

发挥餐饮业协会作用，健全相关标准，从点餐用餐环

地见效，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畅通，确保企

节把好关口、厉行节约。要完善规章制度，强化餐饮

业经营稳定、生产增长。要抓好消费领域挖潜增效，激

监管，明确惩戒措施，切实形成制止餐饮浪费的＂硬

发消费活力，拓展消费空间。要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扎实

约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９月１１日，省委常

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
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

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设，树立和践行＂企业带着资金项目来，剩下的事情我

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让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要深入研究＂十四五＂发展重大问题，
科学制定发展规划，描绘好全省未来发展蓝图。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２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期省贯彻落实工作。

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加

会议指出，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中共在全面建成

快推进对外贸易、高等教育、民办义务教育、规范医疗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行为、生活垃圾分类和农村改革等重点改革事项，全力

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

完成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准确把握常态化疫情防

的会议。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届

控条件下经济发展趋势，着力做好打基础、增后劲、补

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短板的工作。要结合编制＂十四五＂规划，统筹考虑、

务，深刻理解和把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成就

突出重点，抓紧谋划事关全省长远发展的重大改革举

和宝贵经验，深刻理解和把握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

措。要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积极融入＂一

的科学判断，深刻理解和把握＂十四五＂发展的指导方

带一路＂建设，用好兰西城市群建设等重要平台，促进

针、主要目标、任务举措和必须遵循的原则，深刻理解

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和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深刻理解和把

【安排部署全省经济发展工作】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３日，

握党中央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构想，深刻理解和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

把握加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领导的根本要求，切实把思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会议指出，习近平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导向鲜明，为

上来，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

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甘肃落地

省各级各方面要认真学习领会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理

２０２１

见效。

念、辩证思维、科学方法和责任担当，切实用以指导实

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

践、推动工作。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决不
能让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前功尽弃。要全力推动经济社

潮，发挥省级班子和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示范表率作用，
原汁原味学习全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同

会持续健康发展，抓紧抓实脱贫攻坚和生态环保两大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密

线性任务，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抓

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理解透彻、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好对《重要论述选编》的学习、宣传和阐释，引导党

要认真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和培训辅导，坚持网上网下一

员、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体推进，深入各行各业开展宣讲，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

度的显著优势，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事业发展凝

践问题的研究阐释，把全会精神纳入各级干部培训内

聚强大力量。

容，在全省上下营造浓厚氛围。要对照五中全会精神深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２０９

，

入谋划我省＂十四五＂发展，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

紧围绕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坚

议，群策群力制定出符合中央精神、符合甘肃实际的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用

＂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抓紧抓实年末各项工作，对常态
化疫情防控不可掉以轻心，把脱贫攻坚继续作为压倒一

系统观念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准确把握党中央关
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安排部署，找准甘肃在国内大循环

切的任务，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保障和改善民

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比较优势，抢抓难得机遇加快发

生力度，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确保＂十三五＂收好

展步伐。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领导

甘肃 官、＂十四五＂开好局。
【贯彻落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

年鉴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农
２０２１

的要求，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把解放思
想作为先导，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努力成为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

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管理工作作出的重要

会议强调，要确保＂两节＂期间农副产品充足供应，

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排查化解安全生产隐患，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和群众冬季

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

取暖，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落实＂过紧

议强调，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把依法维护农民权益作

日子＂要求，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

构。要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

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动摇，确保党中央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用好确

入、内防反弹＂工作，巩固和保持良好发展局面。

权登记颁证成果，加强承包耕地用途管制，深化农业供

重要决定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村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要加
强对人口普查工作的组织领导，严格执行普查方案，提
高数据采集质量和覆盖面，确保顺利完成人口普查任务。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２０１９年
度全省脱贫攻坚奖的决定】（甘委〔２０２０】３７号，２０２０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

年４月２７日）。２０１９年，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

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贯彻落实工作。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十三五＂

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

即将收官、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

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底线任务，牢牢扭住脱贫目标标准，

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紧紧围绕提高脱贫质量，以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

深入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全面概括２０２０年和＂十三

体为重点，落实＂一户一策＂各项举措，实施产业扶贫

五＂时期取得的成绩，系统部署明年经济工作，具有很

和＂３＋１＂冲刺清零专项行动，把突出问题整改贯穿全过

强的政治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

程，着力夯实精准帮扶、产业扶贫、各方责任、基层队

指南。李克强总理对明年经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全

伍、工作作风＂五个基础＂，推动全省脱贫攻坚取得显著

省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精神实质，结合实
际抓好贯彻落实。
会议指出，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愁三保障＂任务基本完成，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村数

面对严峻复杂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心

万，贫困发生率由５．６？？至０．９？？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作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

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涌现出

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这样的成

一批敢死拼命、扶贫济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成效。一年来，重点领域主要任 务基本实现清零，＂两不

量明显减少，贫困人口由２０１８年底的１１１万减少到１７．５

绩来之不易，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运筹帷幄和

为表彰先进、鼓舞斗志，调动各级各方面决胜全面

定向把舵，在于党中央的科学决策和坚强领导，在于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根据《甘肃省

会议强调，明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经

脱贫攻坚奖励办法》等规定， 省委、省政府决定授庆阳
市扶贫开发办公室等２０个先进集体和梁建玲等１９名先进

济工作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

个人２０１９年度全省脱贫攻坚奖。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

学判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做好经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甘肃省

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五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甘委〔２０２０】１０７号，

个根本＂的规律性认识，把这些宝贵经验贯穿到甘肃省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２０１５年甘肃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一以贯之地坚持好落实好。要紧

者 表彰大会以来，全省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坚持以习近

２１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

点领域发展需求，在逐级推荐遴选、专家评审、省委人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

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的基础上，省委、省政府决

足本职、开拓进取， 攻坚克难、顽强拼搏， 积极投身全
面建成小康社 会伟大实践， 在决战脱贫攻坚、全面深化

定，补充调整马永强等１３０人为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

改革、统筹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创造了

省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规定的有关待遇。

领军人才实行聘用制，聘期３年。聘期内，享受《甘肃

不平凡的业绩，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锐意
进取、实干担当、无私奉献的模范人物，为表彰他们的

甘肃

省委办公厅工作

突出贡献和先进事迹， 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激

【政治建设】坚持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励全省人民建功新时代，再创新业绩，省委省政府决
定，授予董霞等２１３人甘肃省劳动模范，授予李慧等８６

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教育全厅党员干部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

人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命名表彰第

央保持高度一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五批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第三

思想。坚持及时跟进学，厅务会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

届甘肃省文明家庭、第二届省级文明校园的决定】（甘委

用，在抓好自学基础上，及时召开厅务会会议，传达学

〔２０２０】１１４号，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十九大以来，

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党内重要法规和党中

全省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央重大决策部署，反复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坚持交流研讨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学，在每次集中学习中，厅务会成员和各处室主要负责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同志都带头交流学习心得，着重围绕学习《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三卷）》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召开

价值观，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开展文明城市、

厅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和党支部（总支）专题学习

文明县（区）、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会。坚持辅导授课学，收集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

园创建活动，干部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家授课视频，组织全厅党员干部集中观看，适时邀请专

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

家学者对理论热点进行辅导解读，帮助党员干部深刻领

序、公共服务水平、群众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广大群众

会党的创新理论精神实质。严守中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矩。全厅党员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

明显成效，涌现出一批工作基础扎实、创建效果突出、

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

群众高度认可、在全省具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典型。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办公厅

为全面展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激发各地

＂三重一大＂事项全部提交厅务会会议集体研究决定，全

各 部门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按照注重创建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原则，经过严格规

年召开厅务会会议１０次、研究重大事项３１项。坚决落实

范评选，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定西市省级文明城市

大问题、重要事项、重要工作进展情况。厅务会成员带

年鉴
２０２１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按规定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重

称号，授予崇信县等１２个县（区）省级文明县（区），授

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党

予兰州市西固区达川镇等２８６个村镇省级文明村镇，授

支部的活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省委办公

予甘肃省委统战部等１８８个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授予嘉

厅主任、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分别向全厅党员作了党课

峪关市钢城街道紫轩社区等４７个社区省级文明社区，授

辅导，其他厅务会成员都到分管处室或所在支部讲了党

予刘卫华等９８人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授予刘
福等３０户家庭省级文明家庭，授予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

课。认真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

校等１３７所学校省级文明校园。

，

长石谋军带头履行主体责任，对厅务会成员和全厅党员
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严守纪律规矩提出明确要求。其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补充调整马

他厅务会成员自觉履行分管责任，加强对分管处室党员

永强等１３０人为甘肃省领军人才的决定】（甘委〔２０２０〕

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切实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神经末

１１８号，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为认真贯彻落实人才强省战

梢＂。密切关注全省重大舆情动态，为省委及时妥善处理

略， 根据《甘肃省领军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办法》，围绕甘

重要舆情事件提供决策参考。按照省委＂四抓两整治＂

肃省十大生态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特色优势产

部署要求，各支部（总支）每个月对问题进行摸排，及

业等重点产业和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教育及医疗等重

时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引导党员从严从实反躬自省。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１１

加强警示教育工作，严格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引导党员

问题的通知，从精文减会、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实效等８个

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积极配合驻厅纪检监察组

方面提出２３条具体措施。坚持以上率下，严守精文减会

工作，对交办的问题线索认真核查处置，切实维护党纪

硬杠杠，确定省委文件＂十不发＂情形，严把省级会议

党规的严肃性。

审批关，全年省级党政机关制发文件、召开会议分别同

【决策落实】发挥抓落实基本职能，聚焦抓落实的

比减少４３？？５２．８？？？公厅带头开短会，召开的会议一

重点，创新抓落实的举措，优化抓落实的机制，督促全

般在１小时以内，会议时长较以前大幅压缩。对全省督查

甘肃 省各级坚决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推动习
年鉴 动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重中之重，围绕贯彻习

检查考核事项进行计划管理和报备审批，省级层面督查

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抓落实，对贯彻
落实情况及时向党中央作出报告，有关情况被中央办公

网应用程序作出安排，督促各级各方面认真清理整合手

厅《工作情况交流》刊登。组织力量对习近平总书记

注重为省委领导＂减负＂，省委常委会会议议题一般控制

２０１９年来甘各视察点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全面系统回访调

在１０个以内，专项会议时长压减到１个半小时以内，提

，

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始终把推

２０２１

检查考核事项同比减少２９．４？？着眼整治基层反映强烈的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对全省各级规范使用移动互联
机政务信息平台、应用程序、工作群和公众号。同时，

研，推动解决敦煌研究院文保队伍编制、＂八步沙＂区域

交省委的专项报告和综合报告字数一般控制在３０００字和

压沙面积增扩和经费保障、培黎职业学院建成当年招生

５０００字以内，让省委领导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谋大

等具体问题，提出将嘉峪关长城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局、抓大事、促落实。

等意见建议，得到省委主要领导肯定和国家有关部委的

【规范运行】着眼解决＂三服务＂工作中存在业务

支持。明确专人专班盯住督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不规范、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格等问题，坚持从健全

以政治要件形式立项办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整治冒名顶替上大学、山丹马场生态保护等问题的重要

制度抓起、从办公厅自身做起，带头严肃按规矩办事的

批示，督促责任单位按照中央要求抓紧推进情况摸排、

规范办文办事办会的自觉。补齐制度短板。把健全完善

问题整改、报告反馈等工作，做到落实有力、反馈及

制度作为推动规范运行的根本来抓，有针对性地补齐制

时。梳理年底前应向党中央报告的重点工作，督促提醒

度上的漏洞和工作衔接上的盲点。围绕解决省委办公厅

各牵头单位提早准备、按期报送，坚决防止迟报漏报问

服务省长、省委专职副书记和其他常委没有制度规范依

题。抓好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清单化管

据的问题，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省委领导政

理，对照省委有关文件会议部署的重要工作，梳理出

务服务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和《关于进一步规范

１４０９项重点落实任务；对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议定的事

完善工作运转的补充规定（试行）》，对省委领导同志阅

项，梳理出１５４项重点落实任务，分别建立抓落实工作台

文、参会、调研、陪餐、批示、采访等政务活动的服务

账，逐一明确落实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凝聚抓落实合

工作进行了规范完善，着力提升服务保障省委高效运转

力，发挥＂四大家＂秘书长联席会在推动落实中的作

的能力水平。围绕解决公务接待责任单位不明晰、执行

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定期召集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秘书长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统筹谋划、

中存在随意性的问题，研究制定《关于规范公务接待归

协调推动省委阶段性重点工作，努力使各方面工作与省

公厅及省军区、省法检两院等部门公务接待工作职责和

委安排同频共振、形成合力。加强督查督办工作，对脱
贫攻坚、祁连山环保问题整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

具体分工，推动工作运行更加高效顺畅。围绕解决长期

存在的公文＂体外循环＂＂带病运转＂等问题，研究制定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六稳＂＂六保＂任务等工作落

《关于进一步规范省直部门公文处理工作的通知》，对省

实情况开展了实地督查。抓好报告反馈工作，先后向省

直部门公文拟制、审核、办理、报送、阅读和管理等工

委报告督查调研掌握情况５０次，每月向省委汇总报告领
导批示件办理情况，以《要事跟进》形式及时向省委反
馈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省委专项工作部署情况，做到事

作提出规范要求，以规范提升公文运转质量，切实维护

事有回音、件件有结果。坚持把挂牌督战作为落实脱贫

工作规范。在活动安排上，每月汇总整理省委重要工作

帮扶责任的重要举措，定期督查排查，推动东乡县脱贫

预安排、每周梳理汇总省委领导活动预安排，活动安排

攻坚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东乡县实现历史性脱贫摘

的前瞻性、规范性、统筹性增强；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

帽。加快推进全省安可替代工程。持续落实为基层减负

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领导会见陪餐服务

各项措施。认真履行为基层减负专项机制牵头单位职

规范，坚决落实省委领导考察调研轻车简从要求，最大

责，研究制定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限度减少随行人员数量，切实杜绝层层多人陪同，以前

２１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纪律，严格执行各项制度规范，推动全省各级不断形成

口管理的补充规定》，按照对口原则，明确＂四大家＂办

公文的政治性和严肃性。规范工作流程。自觉落实规范
要求，以办公厅自身工作规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各部门

基层接待中＂搞变通＂增加陪同人数、＂突然袭击＂请求
与领导同志合影等情况明显变少。在会议组织上，严格

低于８０分的班子和干部督促抓好整改。扎实开展领导干

按请示审签、议程设定、参会范围、请假审批等流程规

９２．８４？？着力提升选人用人科学化水平。健全完善省管

范执行，会议承办部门（单位）对省委办公厅规范会议

干部调研研判、动议、征求意见、任免等制度，每半年

管理和会务工作的硬措施已从最初的抵触观望、消极应

开展一次覆盖所有省管领导班子的干部大调研，对拟提

对转变为理解认可、全力配合，省委召开的有关会议

拔调整的全部进行集中研判，对缺额岗位按１∶３或１∶２

Ｉ门拿章

上，交流发言人员鞠躬致意等不规范问题杜绝。在文电

的比例提出初步人选，全方位立体化比选择优。近两

运转上，对收文、发文工作标准流程等进行全面规范，

年，省委提拔使用的干部得到干部群众普遍认可，选人

严格把好公文出口关和入口关，确保制发的文件在政治

用人工作满意度显著提升。多措并举激励干部担当作

甘肃
年鉴

政策、法律法规、格式体例等方面完全符合规定要求，
呈送省委的各类请示报告在文种格式、理由依据、内容
措施等方面过关过硬，全年审核印发各类文件电报４２９

为。牢固树立有为者有位的鲜明导向，大力选拔使用敢
于担当、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持续整治不

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专项整治，查核一致率提高到

担当不作为突出问题，充分发挥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激

强。在备案审查上，建立贯通省市县党委、覆盖省直部

励作用，多措并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严格执行＂三个
区分开来＂要求，对处分期满、表现突出的厅级干部重

门党组（党委）的备案审查工作体系，细化明确登记、

新进行使用，有效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大力培养选

审查、报批、反馈、归档全流程工作规范，跟踪督办

拔优秀年轻干部。加大年轻干部提拔使用力度，对政治

＂问题文件＂后续处理情况，全年向党中央报备省委党内

过硬、历练扎实、表现突出的及时提拔使用，全省７０后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５２件，备案审查各地各部门党委（党

厅级干部人数大幅增加，省管干部平均年龄持续下降，

组）规范性文件７０１件。推动规范要求落地生根。围绕提
升党办工作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水平，举办全省党

干部队伍老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坚持多岗位锻炼培

件，处理各类请示报告３７９５份，文件运转的规范性加

委办公部门业务培训班，对规范督查、法规、文电运

养，从贫困县提拔一批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到省直
部门任职，选派部分４０岁左右优秀年轻干部担任县区党

转、服务保障等工作进行专题辅导，明确了规范的思

政正职。连续三年每年拿出１０００个名额定向选调优秀大

路、强化了规范的理念、体现规范的导向、释放规范的

学生，从源头上储备了一批年轻干部。切实提高干部考

信号。办公厅有关处室主动担当，对工作运行不规范、

核精准度。认真贯彻考核工作条例，修订市州、省直部

执行制度不严格等问题及时＂亮剑＂，越级汇报的工作一
般不予安排，违规邀请省委领导出席活动或作批示、写

门、省属企事业单位等８个分类考核办法，实行领导班子

贺信的坚决回绝，未在规定时间内提请省委常委会会议
研究的议题一般不予受理，＂带病＂文件坚决退回。对各

省委专门召开考核讲评大会，对考核优秀的表扬嘉奖，

地各部门出现相关问题的，第一次约谈提醒，形成备忘

行组织处理，在干部队伍中引起强烈震动，我省做法得

录；第二次严肃批评，形成会议纪要；第三次在一定范
围通报，问题严重的坚决问责。针对省直有关部门文件

到中组部充分肯定。清理规范＂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
状事项，省级由８２项精简为１０项、减少８７．８？？市州层

运转不遵守行文规则等问题，对责任单位负责同志进行

面减少８５．５？？着力提升公务员管理工作水平。从严把好

专门约谈，形成约谈备忘录，督促各部门各单位严肃认

公务员队伍源头关，２０２０年全省＂四级联考＂招录２０１８
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占９３．２？？深化公务员分类改

真、严谨规范做好相关工作，起到了有效的警示作用。
（供稿∶张红波 祁国磊）

２０２１

差异化考核和正副职分类评价，增强考核评价区分度。
对一般的班子责令整改，对基本称职、不称职的干部进

革，稳步推进工资审批制度改革，不断巩固公务员职务
与职级并行制度实施成果。制定公务员调任规定实施细

组织工作
【于部队伍建设】围绕建立干部工作＂五大体系＂，

则，规范公务员调任转任工作。做好公务员及时奖励，
对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中表现突出的６人记三等功、４２

人给予嘉奖。

积极稳妥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改革，不断提高选人用人质

基层党组织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

量，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严把干

向，紧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创新思

部选拔任用政治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修订

路举措，加强督促指导，着力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

完善政治素质考察办法，建立干部政治素质档案，把政

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深化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及时

治素质考察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环节，确保选出来

修订完善各领域《党支部建设标准化手册》，压紧压实组

的干部政治上过硬。２０１９年度考核中，对政治素质测评

织部门督促指导责任和县乡党委推进落实责任，有效推

得分低于９０分的省管班子和省管干部取消评优资格，对

动了基础工作全面规范、基本制度有效落实、基本能力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１３

普遍提高。指导基层党支部常态化开展达标争创，督促

高层次人才９３２名、同比增长６５．８？？省属重点企业引进

每个党支部照着标准做、按照制度办，在全省选树１０００

人才６５７３名、同比增长４９？？

个先进党支部，示范带动各领域党支部全面提升工作水
平。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信息化，整合全省各类党建网站
资源，建成并不断完善＂甘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充分
发挥平台的学习、管理和标准化应用等功能，以信息化

着力强化人才培养使用。指导有关行业部门制定３年
规划，加强六支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高精尖人才培养扶

甘肃 手段推动标准化建设各项任务落实。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
年鉴 党支部在线开展组织生活，占９９．６？？日均活跃用户５０

２０万元奖励。着力搭建人才干事创业平台，全年获批各

万以上，实现了广大党员在线学习、支部活动在线组

省领导联系服务专家６４人，省直有关单位班子成员联系

织、上级党组织在线管理。深入推进＂四抓两整治＂重

各行各业领军人才近千人。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

点措施，在抓带头人队伍建设上，从街道（乡镇）选派

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举办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

１１４１名干部担任社区党支部书记，在２０１９年选聘２０４０名

班，组织专家疗养和健康体检。全面推行＂陇原人才服

专职化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的基础上，２０２０年又选聘

务卡＂制度，为７７６５名高层次人才在就医保障、子女入

２００１名，专职化村党组织书记总数占比超过全省行政村

学等９个方面开辟绿色通道，政策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进

四分之一。在抓阵地建设上，列支省管党费５７０６万元，

一步增强。

，

省已有１６７万名党员在平台注册，占９６．５？？有７．１万个

２０２１

持力度，对遴选的２５名省拔尖领军人才每人每年资助５０

万￣３００万元，对考核优秀的３７名省领军人才一次性给予
类国家级平台９个，实施省级重点人才项目２１６个。不断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严格落实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

改造提升村（社区）活动场所４２７个，全省９５．４？？村级

（供稿∶管良剑）

活动场所面积达到１２０平方米以上，９２．３？？社区活动场
所面积达到２００平方米以上。在抓党内政治生活上，充分
运用＂甘肃党建＂信息化平台，对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开

宣传工作

展组织生活情况按月度、季度和年度在线督办提醒，对

【思想理论建设】坚持以＂关键少数＂为引领，组

组织生活开展率较低的１５个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

织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１３次，研讨交流４次，在

谈，传导责任压力。全省党支部党员大会召开率、支委

各级党报刊物上发表中心组成员撰写的心得体会文章２７

会召开率、主题党日开展率、讲党课率分别提高到

篇。组织各市州、省直各单位认真学习中宣部下发的

９９？？９９．１？？９７．７？？９８．８？？在抓基层基础保障上，将

《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７期。制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村干部报酬提高到３万元，＂一肩挑＂的达到４．５万元；村

届五中全会精神全省集中宣讲工作方案》，组建２０组省委

级办公经费提高到５万元，社区工作经费达到１０万元以

宣讲团，编写宣讲提纲、理论宣讲工作学习资料，１７位

上，企业党建工作经费按照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１？？比

省领导分赴省内１７所高校宣讲全会精神，组建＂博士生

例纳入年度预算。整合３．８５亿元扶持７７０个村发展集体经

宣讲团＂走近青少年群体、讲进青少年心里。策划举办

济，村集体经济年收入５万元以上的占４２．９？？在大力整

新时代·新思想＂甘肃金控杯＂全省理论宣讲大赛，３００

治战斗力不强基层党组织上，排摸整顿战斗力不强的基

多万人收听收看决赛。实施＂基层宣讲面对面＂示范点

层党组织１９５６个，对整顿效果开展群众知情度满意度测

工程，建立１个省级示范点，带动建成１０８个市、县级示

评，做到真整治见实效。

范点。２０２０年全省共组织开展理论宣讲活动１４万场次，

【人才队伍建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

覆盖受众１１７０万人次。理论宣讲三项工作获中宣部表

工作重要论述，先后召开２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１２

彰，其中先进集体２个，先进个人１名，优秀理论宣讲公

次人才工作专题会和联络员会议，扎实推动重点任务落

众号１个，获奖项目及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形成《新发展

实，着力解决＂痛点＂＂堵点＂问题，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格局下甘肃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等决策咨询报告，《甘

展提供有力支撑。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扎

肃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弘扬》获批中宣部马克思主义

实推进事业单位薪酬制度、岗位设置制度、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制度等四项改革，下放绩效工资分配和总量审核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课题。推出１６篇＂辛理暄＂署
名文章，在中央＂四报一刊＂发表理论文章２９篇。全年

等权限，为１８５７名高层次人才、６６２４名乡村教师和艰苦

遇、基层高级职称单独评审的做法，分别被教育部、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１２３项，省社科规划项目立项重点
项目１７个、一般项目１５５个。制定《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全省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工作规划》《２０２０年全省

社部宣传推广。大力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按照

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实施方案》，举办两期教

＂引一人、增一编＂的方式，拿出１０００个事业编制用于省

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全省１８名专家新增为国家社科基金

属高校和科研院所引进高层次人才，省属事业单位引进

项目评审专家。

边远地区专业技术人才单列岗位。我省职业院校薪酬待

２１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宣传交流】开展粤港澳主流媒体甘肃行、２０２０

栏、公益广告、相关稿件１０万余条，覆盖人群超过１５００

＂范长江行动＂、海外社交媒体探访甘肃等活动，＂报网端

万人次，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外于心、外化于

微＂发稿２００余篇，覆盖量超１５０万人，多地掀起＂甘肃
热＂。在推特、脸书、照片墙开设甘肃账号６个。编撰发

行。３０人荣获第七届甘肃省道德模范称号、９８人被评为
省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受到省委、省政府表

行中哈、中塔、中乌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友好关

彰；评选市州＂身边好人＂６６３人、＂甘肃好人＂１２９人，

系发展史》。实施＂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翻译工程，

入选＂中国好人＂２６人，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２０２０

《敦煌岁时节令》日文版、＂数字敦煌＂资源库更新和全

年省、市两级累计向道德模范和文明家庭发放慰问金１００

球推广、中国—巴西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等三个项目入
选中宣部＂中华文化走出去＂资助项目，共资助１７０万

余万，较２０１９年翻一番。

元。举办２０２０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向世界展示电商扶

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推动测评实现全省市州、县区

贫等减贫经验。依托公祭伏羲大典、＂一带一路＂美丽乡

全覆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逐步实现常态化、

村论坛、兰洽会、药博会等重要节会，广泛宣传展示甘
肃形象。开展对外宣传甘肃优秀工作奖及新闻作品奖评

制度化、规范化，５家单位、４名个人分别被授予全国未

选。开展＂丝路请柬＂——甘肃民族文化交流走进柬埔
寨活动，在甘肃兰州和柬埔寨金边举办了启动仪式，在

９个县区、４３家单位、５１名个人被评为省级未成年人思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修订完善未成年人思想

召开发布会４１６场、其中省政府发布会９０场。＂甘肃发
布＂发布信息４．５８万条、增长２．５倍，年阅读量达５．７５亿

＂新时代甘肃好少年＂，各市州共评选出＂新时代好少

人、增长３．２倍，获得２０２０年人民号年度＂优秀政务号

年＂４００名，激励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时代新人。编制完

主＂和澎湃新闻２０２０年度最佳政务传播＂省级传播奖＂。

成《甘肃省未成年人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开展未成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若干措施》，建立甘肃省革

年人心理健康培训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全省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教育迈上新台阶。投入资金３６５１万元，新建乡村

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省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学校少年宫８９所，组织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培训活动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夯实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基础。联合

１．８万场次，全省９７？？上的农村青少年从中受益。

【思想道德建设】制定印发《甘肃省贯彻落实〈新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３座城市、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开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和＂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
活动，１人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４０人被评为

金边市举办线下展览。召开省委首场新闻发布会，全省

拿章

１５个省直部门在临夏州广河县举办＂三下乡＂集中示范

【社会新风弘扬】广泛开展以＂窗明几净＂＂村庄清

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支持广

洁＂＂垃圾不落地＂＂化解纠纷、和睦家庭＂＂拒绝高价彩

河县资金、项目、物资约４．７亿元。印发深入开展制止餐

礼＂＂公筷公勺＂＂光盘行动＂＂礼让斑马线＂＂陇原好网

饮浪费行为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召开全省工作视频会，

民＂＂今天我是青年志愿者＂等为主要内容的＂做文明有

教育系统＂珍惜粮食、崇尚节俭＂主题教育活动在西北

礼甘肃人＂十大文明行动的同时，倡议＂文明餐桌＂＂文

师范大学启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浓厚氛围。

明旅游＂，倡导＂车让人、人快走＂＂一盔一带＂，倡行爱

做好庆祝建党１００周年策划筹备工作，向中宣部报送甘肃

国卫生运动，用＂小行动＂带动＂大文明＂，人居环境不

省党史资料和革命历史文物４８件，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

断改善，垃圾分类开始普及，公筷公勺分餐夹成为习

展。深入推进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召开全

省大中小学思政课改革创新研讨会。发布《关于对２０２０

惯，厉行节约蔚然成风，全省交通事故发生率同比下降
４０？？社会文明新风逐步养成。

年＂感动甘肃·陇人骄子＂拟表彰人选进行公示的公

（供稿∶ 丁凯凤）

告》，公示对象包括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工作前方指挥部

等２个先进集体和张浩军等１８名先进个人。

统一战线工作

（供稿∶陈文山）
【多党合作】制定年度政党协商计划，开展专题协

精神文明建设

商４次、调研协商３次，助力解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点难点热点问题。部署开展建言＂十四五＂行动，支

【公民道德建设】制定出台《甘肃省贯彻落实＜新
时代公民道德实施纲要〉若干措施》《甘肃省贯彻落实

持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开展深度调研，建言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若干措施》，颁布施行

《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鼓励各地出台规范文明行
为方面的政策法规。举办主题活动３万余场，发布专题专

献策，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１３０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
强参政党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出台民主党派省委会直接

向中共甘肃省委提出意见建议、邀请民主党派省委会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甘肃省委领导有关活动、省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１５

委统战部密切联系民主党派省委会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三

项制度。

头对国企混改、城乡居民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文件落实

【民族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一廊一区一带＂
创建行动，出台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命名

，

情况进行专项督察，配合中央改革办开展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落实情况督察。对７２个省直部门、

办法和教育基地命名办法，促进民族团结和谐。统筹落

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实绩进行考

实＂五个甘肃＂，形成了统筹推进、各具特色、协调发展

评。先后委托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兰州大学金融
学院等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多证合一＂、构建绿色

甘肃 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新格局。开展第１７个民族团结进步
宣传月活动，组织民族宗教理论政策＂百场万人＂下基
年鉴 层大宣讲３６场、覆盖３万多人，举办天祝、肃北、东乡３

２０２１

察任务，由省委改革办、各专项小组分别组织开展。牵

个自治县成立７０周年庆祝活动，命名第七批全省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创建８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金融体系等６项改革开展评估。

（供稿∶胡 蓉）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区示范单位。学习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召开省委涉藏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涉藏州县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任务。

【改革举措与督查】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召开６次省委深
改委会议，制定年度改革工作要点、工作台账；完成各

【民营经济】拓展＂千企调研纾困＂行动，协调解

领域各方面改革督察任务１５项，

决涉企问题８６９件，推动全面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制定

提交意见建议和专题报告７０余篇，梳理形成法制建

民营经济统战具体举措及任务分工，召开全省民营经济

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２个领域、２０篇高质量改

统战工作会议，印发《关于有效解决当前民营经济统战
工作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革建言成果，为省委深改委科学谋划改革工作提供了决

（供稿∶何标兵）

策参考。改革智库参与成效评估，引进省委党校、兰州
大学等第三方机构，完成生态文明体制、＂多证合一＂等

改革成效评估，开展绿色金融、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

政策研究

机制、教育综合改革等成效评估。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织３０个成员单位梳理重要改革事

【调查研究】组织４３人次外出调研，形成的调研报

项，突出每项改革举措的改革路径、成果形式、时间进

告有３６份。聚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拓

度，确保改革任务如期完成。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黄河流域生态保

组细化完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度、推动政治监督具体

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十大生态产业＂发

化常态化等１１个方面３９项具体任务。司法体制改革专项

展、＂一带一路＂建设、改善和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问

小组通过组建微信群、定期听取汇报、适时座谈交流、

题，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立足全省脱

开辟宣传专栏等方式，加强与各市（州）司改办的联系

贫攻坚任务即将完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收

沟通，及时交流经验做法，总结巩固改革成果。社会事

官和＂十四五＂开局的特殊节点，研究确定２１个重点研

业领域改革专项小组制定＂督察方案＂，督促各牵头单位

究课题，采取自我调研和委托智库单位研究相结合的方

实事求是反映改革进展和效果，总结经验做法，查找问

式开展调研，形成一批研究成果。编发《调查与研究》

题根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党的

１２期、《改革动态》１３０期、《智库专呈》１４期、《甘肃数
据》４期，１篇典型经验材料被中央改革办专期刊发，１０
篇改革案例入选中央改革办案例选编，４期《智库专呈》

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按照谁制定、谁督察的原则，及

时督促成员单位和处室加大对已出台改革举措落实情况

得到省委领导批示。

续释放改革效应。

【文稿起草】全年起草省委领导讲话和重要文稿５４９
篇，审改新闻稿３１０篇。

的督促检查力度，统筹推动各项改革措施有效落实、持

【＂放管服＂改革】推进＂不来即享＂作为深化

【服务深化改革】研究制定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放管服＂改革。建成涉企政策精准推送和＂不来即享＂
服务平台，全省适用的４２８项税收优惠政策全部实现＂不

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工作台账，确定８个领域１９２项改革

来即享＂。推进＂网上办事＂＂不见面审批＂，政务服务网

任务，筹备召开６次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

接入省市县三级依申请类政务服务事项５．７万余项，归集

通过１４个重要改革方案。对机构改革中国有资产处置情

共享电子证照１８２类１０２０万条，网上可办率超过９２？？

况进行专项调研，聚焦存在问题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遴选出１７项标志性、基础性改革事项，由省委全面深化

全省新设立企业登记注册１天办结率达到９２．５？？新设立
市场主体２８．０７万户，同比增长８．０２？？

改革委员会委员领衔落实。在省级层面统一部署１７项督

【国资国企改革】２０２０年，＂双百行动＂和＂科改示

２１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范行动＂扎实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深入推进，党

【巡视整改】１月，组成３个督查组对第四轮巡视整

的领导与公司治理进一步融合，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

改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将情况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推动

管理取得实质性进展。国资监管职能加快转变，国有资
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水平

整改任务落实。３月，召开第五轮巡视整改情况阶段性汇
报会，听取９个党组织整改情况汇报，并现场进行点评，

有效提升。十大产业集团实现规范运营，国有资本配置

重点指出问题、提出加强整改的意见，推动抓好集中整

效率明显提升，国有资本布局和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
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基本完成。省属国有企业混合

改。１２月，召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座谈会，砸实靠牢整

Ｎ门拿育

改日常监督责任，确保巡视移交的问题和问题线索全面

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全年引进各类社会资本投资者１５９

整改处置到位。１２月，第四、第五轮巡视整改完成率分

甘肃

家，引入资本４６．１６亿元，完成混改项目１０６个、占比超

别达到８９？８４？？
（供稿∶马彦东）

过４５？？既定目标。

（供稿∶徐 昕）

巡视工作
【专项巡视】４月至５月，省委组建１０个巡视组，对
除嘉峪关市之外的１３个市（州）、６７个已脱贫县（市、

【陇台经贸合作】全省新增台商投资项目１１个，到

位资金７５００万元；陇台贸易总额１６亿元。印发《关于加
强疫情防控做好台胞台商台企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
加强境外来甘返甘人员疫情防控的通知》；助推台资企业

动、与行业监管结合、与专项治理贯通、与检视清零衔

展，拓宽对接内需市场渠道，改善经营状况；为在兰台
资企业调拨购置口罩、酒精等１０万元疫情防控物资；协

复工复产；统筹推动在甘台企逐步参与＂互联网＋＂发

调解决台资企业疫情期间办证、用工等困难，确保台资

现问题进行大起底、大盘点，对照问题清单建立责任清

企业全部按期复工复产。邀请台商在陇西县、景泰县、

单，以责任落实推动整改落实，各巡视组同市县乡各级

甘州区等地考察洽谈特色农业合作事宜，组织台商考察

领导干部１０６５０人逐一见面，签字＂背书＂９７０３份，层层

广河县相关扶贫合作项目；协助全国台联组织实施＂两

压实责任，与被巡视地方干部群众真正形成了＂＇战＇

岸青年电商直播实战研习营＂活动，吸引广大台湾青年

的共同体＂。截至年底，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及＂回头

来甘就业创业；＂厦洽会＂期间，组织部分市州相关部门

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研督导、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

在厦门举办＂甘肃省国家级经开区招商引资暨兰州市产

核反馈的问题，省扶贫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各类监督检查

业发展推介会＂。

发现的问题，省委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发现的２７７０个问

【陇台交流交往】全省以线上交流的方式开展陇台

题，全部整改到位。

交流活动６项３４０人次，在大陆就业学习的台湾同胞来甘

【巡视指导督导】１０月至１１月，在中央第十五巡视
组对甘肃省开展巡视同时，第十巡视指导督导组对省委

交流３项６５人次，组织实施对台交流活动４项。开展

＂２０２０海峡两岸高校大气科学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商

巡视工作进行了指导督导。指导督导期间，中央巡视机
构＂讲师团＂中央第十五巡视组组长苏波、指导督导组

法论坛＂近１０项线上学术交流活动。在甘肃天水和台湾

组长陈悦等分别作了４场专题辅导培训，指导督导组组织

羲大典暨海峡两岸第七届共祭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活动，

召开个别谈话、问题梳理、综合报告起草等８场专题辅导

台湾社会各界知名人士１００人参加祭祀活动；指导甘肃陇

会，先后４次与领导小组、巡视办沟通会商，开展个别谈

台经贸文化交流促进会、兰州市文化联谊会举办＂丹采

话５５人次，查阅资料８００份，赴６个市州及所辖部分区县

龙光——两岸名家书画甘肃联展＂＂海峡两岸剪纸、书画

下沉调研，提出口头参考建议８０余条，书面参考建议１３
件。省委巡视办通过建立周例会、工作落实、沟通咨

艺术精品展＂等其他民间交流活动。组织平凉市、泾川
县相关人员赴福建省考察学习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经

询、三专保障等机制，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配合指
导督导工作，对标对表中央巡视，制定或修订制度１０多

验，支持指导平凉市和泾川县两级台办，根据《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建设规划》，推进＂西王母宫＂基础建设，打

项，编印《甘肃巡视巡察指导督导》１４期，并将中央巡

造＂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品牌。

视经验全面推广运用到各巡视组和市县巡察、省直部门
（单位）巡察工作中，有效推动提升了巡视巡察工作规范

化水平。

２０２１

台湾事务

区）和８个未脱贫县，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按照＂督
战结合、既督又战＂的工作思路，坚持巡视与巡察联

接，以督促解决问题为基本职责，既对决战决胜＂一号
工程＂进行全面检视、强力助推，又对各类监督检查发

年鉴

新北两地同时举办２０２０（庚子）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

【服务涉台事务】推动＂３１条措施＂＂２６条措施＂
＂１１条措施＂和甘肃省＂惠台５５条实施意见＂落地落

实。会同有关部门在台胞身份网上认证、台胞子女就学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２１７

扶持，使税收优惠、出口退税等政策红利惠及在甘台资

新区职教园区服务保障中心、甘肃警察职业学院领导
职数。

企业；编发《惠台政策资料选编》；组织台商在线参加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健全完善定期对账、限期整

＂大陆营商法律环境大讲堂＂，对全省台商、台资企业负

改、及时销号的机构编制问题台账管理机制；组织开展

责人开展政策法规培训。建立维护台胞权益工作法律顾

超审批权限设置机构等问题自查自纠工作，对全省７个开

问制度，依法维护广大在甘台胞台属、台商台企合法权

发区管理机构、８所高职院校领导职数管理和内设机构设

益。对接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省、市台办和台资企
业协会，落实涉台领域社会动员帮扶工作任务，吸收各

置进行全面规范。发挥＂１２３１０＂举报平台作用，对各类
举报案件，第一时间调查处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妥

等全面推动惠台各项措施落实落细；对台资企业的政策

，

甘肃

年鉴 类台胞台商、台资企业、台湾慈善团体捐赠１８００万元。
（供稿∶李 杰）
２０２１
机构编制工作

善解决群众诉求。

（供稿∶陶 韬）

省直机关党建

【重点领域改革】制定《甘肃省政府工作部门权责

【思想建设】印发《省委直属机关工委、部门党组

清单管理办法》。完善甘肃省药品监管体制，建立派出机

（党委）、机关党委和机关党支部抓机关党建责任清

构和药品检查员队伍，构建精干高效、责任明确、覆盖

广泛的药品监管体系。有序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祁连

单》，工委成立３个调研组，走访８个新任＂一把手＂的
厅（局）单位，召开４家单位党组书记、机关党委书

山国家公园试点，以挂牌形式设立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

记、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参加的座谈会，推动党组（党

园甘肃省管理局分局及执法机构，加强资源环境执法工

作。配合完成森林公安管理体制调整工作。督促各级各

委）落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制定印发《省直机关创建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活动实

部门严格履行＂三定＂规定，及时核销违规或自行设置

施意见》，开展争做＂三个表率＂模范机关创建活动，

的领导职数。巩固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果，撤销市州五

组织召开省直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暨＂一活动两行动＂推

个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涉及的处级事业单位。统筹设

进会。印发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置乡镇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优化职能配置，构建更好

卷）》、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通

地服务群众、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推动社会治理

知，对省直部门学习贯彻作出安排、提出要求。制定

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报请省政府印发《甘肃省赋予

《省直机关发扬主人翁精神助力兰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乡镇和街道部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将基

市１０条措施》，省直部门携手助推兰州市成功创建全国

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２１５项审批服务执法权限

文明城市。推荐命名表彰６个全国文明单位、１０个省级

赋予乡镇和街道，推动基层各类机构、组织在服务保障

文明单位、３６个省直机关文明单位。印发《２０２０年省直

群众需求上有更大作为。

机关党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机构编制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设立酒泉空

想暨政治理论学习安排意见》，与省委宣传部建立理论

军试验训练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政务服务机构，解

学习中心组季度通报机制。印发两个＂通知＂，以６３５个

决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和军属安置问题。弘扬和传

年轻干部学习研究小组为抓手强化理论武装，这项工作

承红色基因，设立南梁干部学院、玉门铁人干部学院、

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旗帜》杂志进行交流。组织召

培黎职业学院。健全疫情防控体系，在兰州市肺科医院

开省直机关年轻干部座谈会，开展＂读者·中国阅读行

加挂甘肃省传染病医院、甘肃省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动＂省直机关年轻干部读书分享活动，提升年轻干部理

牌子。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立兰州榆中生态创新

论素养和综合能力。举办＂全国两会精神进机关＂及十

城管理机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逐级宣讲３１６场次、覆

中心办公室、大数据服务中心等机构。配合组织人事等
部门做好参公事业单位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审核、招录遴

盖３．９万人。组织３０名省直机关＂青年讲师团＂成员深
入省直机关和大中专院校宣讲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命

选聘用干部和军转安置干部用编审核等工作。保障高层

名第三批８个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教育基地。举办处级党

次人才引进、村党支部书记专职化、符合条件的援鄂医

员干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修班
等１５个班次，集中培训党员骨干１５６０人。选树＂学习

护人员入编需要，在总量内优化教育、无线电监测、核

工业等领域编制资源配置。完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
度安排，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实行校（院）务委员
会领导体制，调整并重新核定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兰州

２１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强国＂学习标兵，组队参加＂学习强国＂甘肃学习平台
知识大赛取得优异成绩。运用＂手机党课＂平台解读党

的创新理论和中央决策部署，全年编发１０５期、２．９万

字。在省直机关微信公众平台推送７０篇信息报道机关党

进个人１０名、先进集体６个，开展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助

建重大活动；甘肃机关党建网刊载３２００多篇信息，总访

推脱贫攻坚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组成工作组深入３个

问量突破５５０万次。
【组织建设】巩固和扩大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新

县区３７个村，就帮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查暗访。组织
省直机关青联委员及志愿者到康乐县、会宁县开展＂文

一届省委集中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问题取得的成

雅困境青少年＂帮扶暨＂学习寄语精神·展现青春担

效。中组部《组工信息》第１０８期以《甘肃着力破解

当＂青年榜样说活动。向省妇联推荐命名２０２０年全省传
统美德＂最美家庭＂４６ 户、抗击疫情＂最美家庭＂１５３

＂四化＂问题 提升机关党建工作质量》为题对甘肃省
机关党建进行介绍，省委主要领导在信息上作出批示。

户。组织４８００多个基层党组织和４万多名在职党员到社

部署开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两批选树命

区＂双报到＂，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创建验收挂牌２０

名４０７个示范党支部。向省委专题报告省直机关８０５名
省级和厅级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情况，会同省委组织

个省直机关＂职工书屋＂。举办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健身

部对有关情况进行通报。对＂甘肃党建＂综合使用情况

动，走访慰问１１个单位１６个村２４５名干部职工。同时，

排名靠后的２０个部门进行集体约谈，＂甘肃党建＂及时

在省直机关组织开展志愿服务、劳模疗养、金秋助学、

完成率由７３？？升到９５？？上。完善重温入党誓词、党

青年联谊、困难帮扶、互助医疗、义务献血、敬老助残

员过＂政治生日＂等政治仪式，设立党员活动室８７７

等系列活动，发挥群团组织凝心聚力、服务中心作用。

气功——八段锦比赛。开展＂夏送清凉＂走访慰问活

Ｎ门泉育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供稿∶柴 涛）

个、党员示范岗１８０５个、党员责任区６６１个，创建党建

文化角６８９个。省委组织部、省委直属机关工委联合印

发《机关党委工作规范》，通过制度补齐机关党委专责

信访工作

机构短板。组织骨干力量深入省直部门开展宣讲解读

【信访制度改革】完成省级党政领导信箱与省信访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举办７
期示范培训班，摸底调研和集中解决组织设置、组织生

信息系统对接，指导各市县对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后本级＂领

活等方面存在问题。督促指导２６个部门机关党委和２个

导信箱＂中收到的网民留言，及时导入信访信息系统，

省管企事业单位党委如期完成换届选举。组织１１２个部

推动各级党政领导信箱与系统对接。组织开展百日攻坚

门机关党组织负责人分组实地交叉观摩并形成制度，中

行动，３次召开视频调度会通报情况、提出要求，成立４

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以记者文章向全国推介。研究制定

个攻坚小组，实行＂一周一调度、一月一通报＂，依托视

《省直机关党建工作考核办法》《省直机关党建工作督查

频信访系统２次开展业务培训，群众参评率从４．３？？升

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机关党建督查考核工作。建

到９２．３？？网上信访占比从８．７？？升到９３．５？？修订＂信

立《关于加强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管理的１５个省属企事业

访工作考核办法＂和＂考核细则＂，开展《信访条例》修

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意见》《省委

订实施１５周年宣传月活动，现场接受咨询的群众１０万余

直属机关工委与部分中央在甘单位党组（党委）党建工

人次，覆盖人群累计超过１５０万人次。依托甘肃日报新媒

作沟通配合机制》，加强对１５家企事业单位和１９家中央

体平台举办＂县（市、区）委书记谈信访＂２期，宣传推

在甘单位的分类指导。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会同省委组织

广陇南＂群众张嘴、干部跑腿＂和张掖＂中心吹哨、部

部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省直３０个部门单位、７个基

门报到＂等甘肃版＂枫桥经验＂，进一步提升信访宣传的

层党委和１１０多个机关及下属单位党支部开展党建督
查、通报，跟踪问效任务落实。分层次开展机关党组织

影响力。

书记向上级党组织述党建工作。

受理率与去年相比从８７？？升到９９．３？？职能部门及时受

【提升信接访质量】加大初信初访办理力度。及时

【服务中心大局】及时配套下拨３５６万元专项党

理率从９２？？升到９８．７？？按期答复率从８７？？升到

费，动员省直机关４７８８４名党员捐款５８２万元，成立６１

９３？？开展信访形势分析研判。聚焦＂六稳＂、＂六保＂、

个临时党组织，组建３１５个党员先锋队和１９３个党员志
愿者服务队，扎实开展＂亮身份、我先上，冲在前、作

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利用信访大数据开展
分析研判，报送《信访形势分析》３期、《每日信访要情

表率＂活动，组织＂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对脱贫

呈报》１４３期，其中省委、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３５次。

攻坚、疫情防控等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

调整工作方式。根据疫情形势变化，２月２日至２５日暂时

进行表彰奖励。印发《关于省直机关帮扶工作归口管理

关闭全省各级来访接待场所，引导群众通过网上投诉、

单位帮扶干部加强疫情防护工作的通知》，筹措３０万元

写信等非接触方式反映诉求，对网上投诉特别是涉疫信

资金为省直机关驻村干部配发防疫物资。组织省直机关

访事项坚持全交办、全跟踪、全督办，确保信访渠道畅

干部开展消费扶贫１．２４亿元。选拔推荐全国脱贫攻坚先

通、信访工作平稳有序。强化工作措施。先后３次组织全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２１９

，

省信访干部系统学习涉及卫生健康、人力社保、复工复

密＋红色＋关键＋群众＂宣传模式，持续深入开展保密法治

产等１３大类１５０个问题涉疫信访事项答复口径，指导督

宣传月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采取配发图书、录

促相关地方和部门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切实把
群众诉求解决到位。２８５件涉疫信访事项已全部办结。

制视频、组织竞赛、制作展板等方式，积极营造全社会

【化解信访突出问题】３月至１０月，省信访工作联

意识，宣传教育成效更加明显。特别是注重做好疫情防

席会议筛选５４件重点信访事项，由省、市（州、兰州新

控期间的保密宣传，利用＂政信通＂平台发送保密短

甘肃
年鉴 ２９件，１４件已形成化解方案，１１件实体问题责成属地做
２０２１

学习贯彻保密法的浓厚氛围，普及保密常识和强化保密

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及相关省直部门组织开展

信，提醒网上办公不涉密、在家隔离不带密、场所消毒

升级调查处理，综合施策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妥善化解

不泄密。省国家保密局协调省电视台录制５期保密宣传视

频，纳入甘肃省公务员网络培训学习内容，不断提升公

中央信访联席办交办的３１２５件和甘肃省摸排的９３件重复

务员队伍保密知识和保密常识，并在全省开展了＂双
先＂评先工作，进一步激励各行业领域保密干部职工做

信访事项，逐案确定包案领导，建立工作台账，按照

好新时代保密工作。

好教育稳控工作。签订化解责任书，印发实施意见，对

＂五到五解＂工作方法和＂先易后难、先内后外、先办后

（供稿∶王立鸿）

补＂原则迅速开展工作，化解重复信访事项１０９８件，化

解率３４？？全省重复信访占比下降到１３．５？？专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

（供稿∶赵沛芷）

党史工作
【党史资料征集】编辑出版《甘肃省脱贫攻坚工作

文献选编（２０１９）》，组织完成《建党１００周年甘肃大事记

保密工作

（１９２１—２０２０年）》征求意见稿、《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大事记（２０２０）》《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文献

【保密行政管理】２０２０年，省委常委会专门听取全

选编》《甘肃省扶贫开发大事记（１９８２．１０—２０２０．１２）》

省保密工作情况汇报，提出加强和改进保密工作的要

《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纪实（２０２０）》《胡继宗在甘肃》初

求。全省保密系统切实用习近平总书记对保密工作的重

稿，组织完成《甘肃发展７０年印记》口述史资料和《甘肃

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按照省委和省委领导的
指示要求，全力推进保密工作＂十三五＂规划安排部署

省扶贫开发口述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
【党史研究与编撰出版】出版发行《甘肃省志·共

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保密工作基本防控能力按期形

产党志（１９８４—２０１５）》《甘肃改革开放纪实》，内部出

成。坚持推动定密责任人持证上岗，对全省涉密网络全

版《中国共产党甘肃大事纪实（２０１９）》《中国共产党甘

部实行分级保护管理，建立涉密人员动态保密管理数据

肃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像录》。推进《中国共

库，定密、网络保密、涉密人员＂三大管理＂更加规

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修订本的出版发行和《中国

范。按照＂放管服＂要求，优化审查工作流程，认真履

共产党甘肃简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

行依法监管职能，按照＂双随机＂抽查要求，分批次对

（第三卷）》的编撰工作。完成《我的红军生涯——王世

我省保密资质资格单位进行检查抽查，加强事中事后监

泰回忆录》的出版送审和《艰辛的历程 永远的初心——

管，保密行政管理效能不断增强。

中共甘肃历史纪略》三审修改工作。

【保密监督检查】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保密行政管理

【课题研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党的革命精神谱系

部门继续坚持＂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的保密检查工

梳理和图书编辑出版研究专项项目《南梁精神研究》。组

作思路，全力推广＂查改结合、查教结合、查管结

织完成《南梁精神》《三军大会师精神》《红西路军革命

合＂的进驻式检查模式，整合省市两级力量组建保密

精神》《铁人精神》《甘肃精神》《兰大精神》《莫高精

检查大队，探索组织兰州市与白银市两个市州开展交

神》《会宁教育精神》《庄浪梯田精神》《防沙治沙精神》

叉检查试点，着力破解基层保密检查力量薄弱、能力
不足的问题。积极开展保密自查自评、进驻式保密检

等甘肃革命精神谱系研究系列丛书初稿。完成省委组织
部《建党１００年来党的政治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研究》

查及保密工作督查，查改问题隐患、堵塞失泄密漏

课题。

洞，推动建立保密管理长效机制，保密＂大检查＂格

（供稿∶张焕龙）

局基本形成，保密监督检查能力进一步提升，有效促

进保密工作责任制落实。

【保密宣传教育】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保密部门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保密培训，积极探索＂保

２２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老干部工作
【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落实】在纪念抗战胜利７５周

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年之际，走访慰问离休干部

等电视宣传片。

供稿∶赵 援）

及有特殊困难的老同志，对易地安置在１７个省区市的６８

名离休干部进行全覆盖走访慰问。落实省属困难企业离
休干部两项经费、困难补助费和医药费财政补助资金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９０．３万元；为８２２名市县困难企业离休干部申请医药费

财政补助资金８２２万元；为１４３名参加兰州市医药费单独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换届选举】甘肃省关心下一代

统筹的省属困难企业离休干部，申报财政代缴统筹金
１２８．７万元；补差１１４万元为３４名享受副省级以上医疗待

基金会完成第二届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
会理事和理事长等。新一届理事会产生之初就争取到企

遇的离休干部协调享受省级干部自雇费新标准。投资近

业捐助５０万元。基金会慈善资金已达６２０万元。

４０００万元对省老年大学（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新址进行

【庆祝关工委成立３０周年】 甘肃省召开纪念甘肃省
关工委成立３０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会
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表
彰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７２个、先进个人１３１

改造维修，面积增至１７７６３平方米，省老年大学每学年计

划招生１．２万人次，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每年可容纳约８万
人次活动，解决＂一座难求＂的问题。
【党建工作】依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老干部党

名、突出贡献者１０名；全省１６家单位，４８名个人分别荣

校、老年大学、老干部活动中心及８个离退休干部党性教

获＂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育基地，坚持线上线下同发力，通过举办培训班、报告

作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会、读书班、视频直播或开设网络＂微党课＂＂理论学习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甘肃省关工委把引导青少

面对面＂等方式，深入宣讲创新理论，持续加强理论武

年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政治责任，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装，不断强化党性教育，引导广大老同志不断增强＂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深化＂两史两情＂＂传承红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举办６
场线上线下专题报告会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收听收看

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等主题教育活动。联合省电视

Ｊ同１金程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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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录制《迈向２０３５年的中国之路》、＂银发争先锋·夕阳

老同志超８万人次。组织建设更趋完善。扩大离退休干部

映陇原＂和第二轮思想政治理论宣讲网络教育视频７个、

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７个市州成立离退休干部党

引导各级关工委利用网络平台开展第二轮思想政治理论

（工）委，５５个省直单位设老干部处专责党建工作，８６个
县市区均设立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机构，建立健全离退

教育巡讲活动４８０场次，受众达２１万人次。推动庆阳南
梁革命纪念馆和陇南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入选第四批

休党支部３０５３个，切实做到应建尽建；积极推进网上党

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

支部，组织引导１８万多名离退休干部党员在网上开展组

（供稿∶脱 颖）

织生活，打造一批党建工作品牌。基础保障更加有力。
申请财政经费４８９万元，拨付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干

党校（行政学院）工作

部党组织使用；督促市、县两级落实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工作经费和书记工作补贴；市州、省直部门离退休干部

【干部培训】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活动阵地经新建联建改扩建，总面积达８．２万平方米，就

【以下简称＂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各类培训班次

近就地保障老同志党组织活动开展。

３３９个，培训学员３２３７３人，其中主体班次７３个，培训学

【离退休干部作用发挥】组织广大老干部为＂战

员６６３５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疫＂加油鼓劲、献智出力；健全完善＂银发人才＂队伍

义思想宣传宣讲１０００场，接受媒体采访３０次，网络评论

专家信息库，先后组建近２万人参加的各类志愿服务团队

３０００条。举办＂富民兴陇＂讲座１２讲，在人民日报等

４７６个，以＂我看脱贫攻坚新成就＂调研活动为平台，开
展党建、科技、教育、文化、医疗、法律扶贫及＂双千
工程＂＂十百千万＂等＂五老＂关爱行动。开展以＂宣

＂四报一刊＂发表重要理论文章１２篇。

讲＂＂助力＂＂建言＂＂礼赞＂为主要内容的＂银发争先锋·夕

【科研成果】党校（行政学院）稳步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项目，完成１４部系
列教材，推进２３项科研智库项目。各类科研项目立项３７

阳映陇原＂网上正能量活动。召开全省离退休干部＂四
先＂表彰大会、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对涌现出的
一大批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项，结项２８项。完成各类科研成果３０２项，其中著作８

对接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发挥自有媒体作用，通过开

果奖一等奖、三等奖，优秀决策咨询三等奖，优秀科研

辟＂四先风采＂等网上专栏，集结编发《离退休干部先

管理工作者奖等多个奖项。全年共有８８篇（其中学员稿

进典型事迹选登》特刊，摄制《余晖闪耀 桑榆未晚》

件４７篇）决策咨询成果得到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有２

部，论文２９４篇。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第十三届

优秀科研成果等奖项评选中获科研工作进步奖，优秀成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２１

项成果分别得到省政府、国家部委的转化运用。

，

甘肃

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汇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组合式

响等问题开展咨政建言，组织校（院）教研人员共撰写５
批次７２篇专题决策咨询报告。其中∶１２篇稿件先后获得

教学；＂资政建言，为幸福美好新甘肃贡献智慧和力量＂
访谈教学；打造临夏布楞沟村、西路军纪念馆等为代表

省委书记林铎、省长唐仁健、省委副书记孙伟及其他省

的现场教学基地。举办＂全省涉藏市州党政干部藏传佛

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批转；部分稿件在《甘肃

教活佛转世培训班＂＂全省伊斯兰教中青年教职人员培训

信息》《甘肃日报》等刊载刊发。规划设计４条各具特色
的涉外现场教学线路，拟定５种现场教学方案，协调推进

班＂等９期民族宗教培训班。

年鉴 涉外合作培训事宜。与甘肃政法大学达成合作意向，在
２０２１

程；统一战线历史文化展馆＂和合文化与统一战线＂＂发

咨政建言】针对疫情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教学、科研、决策咨询、开放办学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供稿∶吕文广）

【科研和智库】学院发表论文３８篇，其中Ｃ刊１篇，

省级期刊２０篇，内刊１４篇，参会论文（出版）１篇，权
威一级期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２篇；对外立项课
题２０项；申报院外招标课题１２项。正式出版学术著作２

部、论文集１部，刊发《甘肃统战理论研究》４期。资政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建言《关于学习深圳有奖有罚作法推进我省垃圾分类的
建议》获省级领导实质性批示，《学习借鉴深圳经验深人

推进科技创新》被《甘肃信息决策参考》。 向市州社院立
【教学培训】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各类培训班６４

期，４２１７人次，其中主体班４４期，２６５９人次。开设＂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增
强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３１门核心课

２２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项《新的社会阶层社会态度与价值观研究——以甘南藏
族自治州为例》等 １４个课题。

（供稿∶张蓉蓉）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门实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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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名单。

重要会议

在本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１月１０日
至１４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兰州
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甘肃省省长唐仁健作的甘肃省人民

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围绕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

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聚焦坚决打赢三大

政府工作报告，甘肃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玺玉作

攻坚战、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崛起、＂一带一路＂机遇、

的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甘肃省高级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人民法院院长张海波作的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甘

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建议６１０件。

肃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玉作的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审查甘肃省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履职情况】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至２８日在北京召

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２０１９年全省财

开。甘肃代表团按照大会日程安排，共举行全体会议２次，

政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小组会议１０次。５月２１日，甘肃代表团举行第一次全体会

会议表决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关于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甘肃省２０１９年国

议。会议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林铎为甘肃代表团团长，推选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副书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记、省长唐仁健，全国人大代表、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

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主任刘昌林，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玺玉

２０２０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省人民代表大会

为代表团副团长。审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秘书长名单草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议程草案；讨

告的决议，关于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论以甘肃代表团名义提交大会的重点建议；传达大会秘书
处有关会议精神。

议选举办法，关于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

甘肃代表团全体代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表决办法。会议选举史百战、李存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工作带来的新形势

文、杨元忠、黄爱菊、蒋小丽为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了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新变化新要求，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依
法行使代表权利，认真履行代表义务，严格落实疫情防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２２３

控、闭环管理和会风会纪有关要求，按照会议安排参加各

肃省河道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调研

项活动，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踊跃

组关于全省贫困县乡镇寄宿制学校冬季供暖情况的调研报

发言，积极提出意见建议。代表们着眼全国大局，立足甘
肃实际，紧扣＂一带一路＂向西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告、关于全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审
议关于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

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聚焦公共卫生领域短板弱

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甘肃 复和污染治理、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等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要事难事和人民
年鉴 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议案８件、建议１７６

作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甘肃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件，以代表团名义提交的１件议案、１３件重点建议，反映
长远发展、迫切需要国家予以支持的重大事项，这些重点

长；通过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唐仁健

建议得到大会议案组的高度重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任命李寿伟为甘肃省监察委员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

会副主任；决定任命张世荣为甘肃省科学技术厅厅长，刘

。

２０２１

主任杨晓渡作为甘肃代表团的代表，参加了１次全团会议、
７次代表小组会议，先后围绕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作５次发
言。先后有近７０家中外媒体通过网络、视频、书面等方式

会议决定任命任振鹤、刘长根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
请求辞去甘肃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决定任振鹤为

建勋为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决定免去李睿的甘肃省交

通运输厅厅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
民检察院提请的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对甘肃代表团进行采访报道，各新闻媒体刊发稿件２５００

篇，各类网站和新媒体以多种形式刊载转发，举行两次新

地方立法工作

闻发布会，充分展示代表依法履职的精神风貌和甘肃代表

团的良好形象。
【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

据水生态保护要求，立足水资源短缺实际，统筹制定节约

议】１１月３０日至１２月３日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

用水条例、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实施水法办法，细化用

常委会主任林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嘉木样·洛桑久

水管理、节水措施、机制保障等内容，规范水污染防治标

美·图丹却吉尼玛、王玺玉、马青林、陈克恭、吴明明、

准、监督管理、应急处置等措施，做好法规之间的相互衔

俞成辉，秘书长张建昌及委员共５３人出席了会议。

接，既突出单部法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又注重同一领域

【生态保护立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

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甘肃省中小

法规的整体作用，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法治保

学校安全条例》《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修订）》《甘

障。着眼＂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地方立法全覆盖，

肃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监督管理条例（修订）》，

持续推动污染防治立法，在制定大气、水污染防治条例的

作出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兰州市物

基础上，加快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进程，并已初审。修

业管理条例》《金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武威市节约用

订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审议了实施森林法办法，对修订废

水条例》《甘南藏族自治州城乡饮用水安全管理条例》《临

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等进行立法调研，切实加强生态环保

夏回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代表

立法。

大会关于废止〈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矿产资源管理条

【民生领域立法】聚焦民生实事，回应群众诉求，研

例〉的决定》的决定；审议《甘肃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究确定立法项目，开展创制性立法，做到小切口、真管

（草案）》《甘肃省中医药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

用、有特色。着眼人口老龄化问题，制定养老服务条例，

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情

力量参与等作出规范，更好满足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发展的

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需要。针对中小学生安全问题，制定中小学校安全条例，

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２０２０年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分配使用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甘

细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措施，着力为学校创造稳定安全
的良好环境。修订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监督管理条

肃省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业）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例，规范生产经营行为，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

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

全。开展中医药条例制定工作，细化具体规定，保障中医

告，作出了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２０２０年

药事业发展。加强弘德立法，制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把

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分配使用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之中，维护公序良俗、

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甘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２２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对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健全完善服务体系、鼓励引导社会

【法规清理工作】汲取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女 局 合 成作战指祥中、
公安

必指挥中心 行酷晶与卤

目统筹和省与市州之间立法计划的协
调，对市州法规提前介入、提出意见，

共同研究解决立法问题，依法批准市州
有关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
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法规，使市州立法更

具特色、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

人大监督工作
【高质量发展】围绕＂十四五＂规划
纲要编制，开展黄河上游陇中地区生态

门实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高

标准农田建设、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
６月１９日，省人大代表在兰州市就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开展专项视察
条例立法教训，从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落实政
治责任、维护法治统一的高度再反思，认真研究部署，对

示范区人才相关问题等专题调研，提出

意见建议。听取审议省政府计划、预
算、审计等工作报告，批准省级财政决算和预算调整方

案、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听取审议国有资产管理

保护、民法典涉及法规等进行专项清理，并有序做好相关

情况综合报告及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不含金
融企业），持续推动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等改革举措

法规的修改废止工作。同时，对其他领域法规的全面清理

落实；听取审议全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营造法治化营

作出安排，确保所有法规与上位法保持一致。结合＂放管

商环境保障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报告、全省检察机关积

服＂改革要求，修订建设行政执法条例、建筑市场管理条

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努力营造稳定公平

例、价格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条例，废止财政监督条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地方金融机构支持民营经济

例、企业负担监督管理条例等。加强备案审查，听取审议

发展情况调研，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法

生态环境保护、民营经济发展、食品药品安全、野生动物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健全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

能，依法对报备的９５件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及时督促纠

正存在的问题。

执法检查。
【生态文明建设】聚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围绕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３部法律实施情况开展链条式执法

【完善立法机制】面对立法任务更重、节奏更快、要

检查。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开展土壤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

求更高的形势，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党委领

全面报告我省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打好污染防

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落实

治攻坚战的情况和黄河保护法议案相关情况，其做法成效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维护法治统

得到全国人大的肯定。连续听取审议省政府年度环境状况

一、健全完善责任机制、不断推进精准立法、着力提高立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全省防沙治沙工作情况报

法质量＂和，形成与我省立法实际和需求相适应的立法机

告，提出加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开展河道管理条例实

制。适应地方立法工作新要求，修订地方立法条例，细化

施情况执法检查，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国有林场改革发

法规立项、论证、起草、听证、评估、审议等方面的内

展进行调研，作出关于资源税适用税率等有关事项的决

容，完善地方立法工作的机制和程序。适时调整立法规

定。开展陇原环保世纪行活动。

划，充实立法项目库，努力做到由＂等米下锅＂向＂点菜

【民生福祉改善】围绕全省职业教育发展开展专题调

上桌＂转变。健全专委会和工作部门提前介入机制，加强
问题研究，做好法规起草、审议等环节的衔接。坚持＂开

研，组织部分在甘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视察，听取审议
省政府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举行联组会议进行

门立法＂，发挥市县两级人大、人大代表、立法顾问和立法
联系点的作用，完善法规草案公示征求意见机制，扩大公
众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

专题询问，推动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针对电信网络诈

【市州立法指导】开展立法知识每月一讲，邀请相关

作进行视察。开展安全生产工作调研，听取审议全省安全

专家学者授课，通过多种方式提高立法干部队伍的能力水

生产工作情况报告，提出构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立安

平。制定审查指导市州地方性法规工作规范，做好立法项

全监督管理机制、修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等建议。对公证

骗新型违法犯罪发展蔓延快、受骗群众多、社会危害大的

问题，组织代表对全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 ２２５

２卫有

法实施开展执法检查，发挥公证制度为民服务的作用。着

【丰富代表履职内容】围绕全省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心

眼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进行调研，推动健全养老服务人
才培养培训体系。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陇上行＂活
动。重视信访事项转办督办工作，制定省人大常委会涉法

关切，组织代表就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民

涉诉信访信件处理办法。
【法治甘肃建设】持续推动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甘肃 选举、任命和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宣誓，推
年鉴 动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施，深化拓展宪法联系点活动，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组织

２０２１

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重点问题，开展集中视察和专题调研，
发挥代表在倾听民声、汇聚民意、凝聚民力方面的作用。在
注重发挥整体作用的同时，按照代表构成建立履职名册，分

类编成专业小组，组织熟悉相关领域的代表参与立法修法、
执法检查，参加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调
研视察，使更多代表参与常委会、专委会和工作部门的工

作，更好发挥在闭会期间的作用。
【加强代表建议办理】认真落实＂内容高质量、办理

宪法的良好氛围。听取审议省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和全省公安
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情况报告。围绕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

高质量＂要求，加强和改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一步提高

监督职能作用，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根据全

办理质量。建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督办机制，省委书记、

国村＂两委＂换届与县乡换届同步进行的部署，作出调整全

省长就相关建议进行现场督办，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坚持

省第十次村民委员会和第七次城市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间

常委会领导和各专委会督办重点建议制度，做好代表建议网

的决定。开展民法典的学习宣传教育，推动法典精神、法治

上交办、办理、答复、测评等工作。听取审议＂一府两院＂

理念、法律规定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办理情况报告，对省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工作进行满意度测
评。＂一府两院＂和有关方面重视办理工作，省十三届人大

人大代表工作

三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６１０件建议全部办理答复完毕。

【完善代表工作机制】坚持把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作为
推进地方人大创新发展的基础，召开加强和改进全省人大

代表履职需求，调整年度培训计划，科学设置学习内容，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代表１２００人次，代表参加

代表工作交流会，整体安排部署，出台重要举措，支持和

培训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培训效果增强。落实代表履职登

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常委会、各专委会和工作部门与

记制度，健全履职档案，加强履职管理，做好代表资格审

代表的联系，健全完善邀请基层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常
委会负责同志与列席代表座谈等机制，广泛听取意见建

查工作。支持在甘全国人大代表依法执行职务，为代表参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统筹考虑

议。拓展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平台和网络平台，依托人

加有关会议、专题培训、调研视察等活动做好服务保障。
【助推决胜脱贫攻坚】２０２０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全

大代表之家、代表工作站（室）经常性开展活动，促进代

面收官之年。常委会紧盯目标任务，采取务实措施，加大

表联系群众常态化。

监督力度，切实履行脱贫攻坚帮扶责任，助力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围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贫
困县乡镇寄宿制学校冬季供暖、全省特
色农业产业发展等进行调研，持续监督
检查全省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分配使用，
跟踪调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常委会脱

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两

州一县＂脱贫攻坚冲刺清零报告审议意
见的办理情况，督促有关方面加强改进
工作，解决存在问题，巩固提高脱贫攻

坚成果。听取审议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的报告，就健全返贫监测与动
态管理机制、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甘肃代表团抵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２２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提出建议。

（供稿∶刘洋）

，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安全生产等方面要把牢风险关，打足高质量发展系数。

重要会议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政策，＂研机析理＂，挖足
政策＂富矿＂，用好政策红利；要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十三届省政府全体会议】十三届甘肃省人民政府

和投资导向，开动脑筋、打破惯性，把谋划项目当回

（以下简称＂省政府＂）共召开两次全体会议，由省委副

事，把＂四百机制＂落实好；要全面落实好招商引资奖

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

励政策，想方设法为签约项目落地开辟绿色通道；要打

十三届省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 １月１４日召开。今年

破＂万事俱备，还欠些作风＂的局面，解放思想、大胆

既要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又要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地想、大胆地干，不断激发各级干部的潜力，彻底激活

短板弱项，任务多、重、急。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蛰伏的发展潜能。

念，牢牢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中有责、主动扛责，坚持问

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历史性机遇，紧盯《政府工作报
告》确定的目标任务，增强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紧迫

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拿出＂开年就是冲刺、

性，准确把握形势，拿出真招实招，确保脱贫攻坚不拖

起步就是决战＂的姿态，大力倡导＂马路式＂办公，奋
力争取＂开门红＂。要切实做好困难群众慰问、农产品保

后腿、生态环保守住底线、全面小康不降成色、经济发

供稳价、社会矛盾隐患排查化解和值班值守等工作，坚

展稳住预期。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让全省人民过一个安全、温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要坚持长短结合、软硬兼顾，

暖、幸福的春节。

注重统筹谋划、系统发力。工作摆布、出台政策等方面

十三届省政府第七次全体会议 ６月４日召开。这次

要树立整体观，防止＂按下葫芦起了瓢＂；经济发展、政

全国两会背景极其特殊、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

策实施等方面要坚持系统论，充分考虑短期的总量平衡

与长期的结构平衡，系统优化各项政策，防止政出多

所作的系列重要讲话，辩证研判大势趋势，科学指明发
展路径，始终贯穿底线思维，充分彰显初心使命，为做

门、相互打架；项目建设、动能培育等方面要备足长短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李克强

策，远谋近施、稳扎稳打，形成当前和长远发展的良好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保稳的基调导向鲜明清晰，

预期；把握投资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区块链建设等

政策的力度含量前所未有，惠民的真金白银成色十足，

方面要强化新思维，克服本领恐慌、提高能力水平，不

改革的信号步伐铿锵坚定；计划和财政报告明确了清单
账本，两大法治成果意义深远，是一次稳定人心、温暖

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中人；意识形态、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２７

民心、彰显公心、坚定决心、增强信心的大会。

，

甘肃

积极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化

这次全国两会既是甘肃省认清全局大势的窗口，又

配置改革；要加快补上公共卫生短板。同时要坚决打好

是研判形势、审视自身、找准定位的重要坐标。要看清
＂上＂与＂下＂，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看清
＂表＂与＂里＂，对＂增速目标＂要理性看待；看清
＂大＂与＂小＂，对＂政策富矿＂要快挖精炼；看清
＂新＂与＂旧＂，对＂内需战略＂要无缝对接；看清

三大攻坚战，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统筹推进十大生
态产业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持续抓好安全生产、

年鉴 展放在当下全国的大背景大格局下思考清、把握准、推
２０２１ 进好。
＂危＂与＂机＂，对＂省内气候＂要增强信心，把全省发

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着力做好财政、金

融、就业等政策的对接落实；要紧盯＂两新一重＂建

防灾减灾、社会治理等工作。全省政府系统要拿出和时

间赛跑的状态，跑出各项工作的加速度，年度目标要应
保尽保，时序进度要能快则快，政策措施要应落尽落，
招数路数要应出尽出，确保全国两会精神和各项部署在

甘肃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十三届省政府常务会议】十三届省政府常务会议召
开３７次（第７７￣１１３次）。由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

召开１１０次；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任振鹤主持召开３次。

设、挖掘农村内需潜力、促进城市消费持续回升回暖，

【省长办公会议】２０２０年，由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

全力落实扩大内需战略；要通过增投入、强企业、建平
台、育人才、促转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

健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１９次；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任

振鹤主持召开１次。

２０２０年省长办公会议一览表

会议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内容

第１次

研究黄河支流环境排查整治、马莲河水污染治理、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三边一部＂环境卫生整治
１月２日 事宜

第２次

１月３日

第３次
第４次

３月１２日 研究＂读者印象＂精品文化街区项目推进事宜
３月２３日 研究＂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有关事宜

第５次

４月２１日

研究各类企业复工复产和支持政策落实事宜；研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第６次
第７次

６月３日

研究＂读者印象＂精品街区和白塔山综合提升改造项目推进工作

研究部署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事宜

第８次

６月１６日
６月１７日

第９次

８月７日

研究全省抗疫特别国债项目筛选事宜

第１０次
第１１次

８月１２日

第１２次

第 １３次

８月１３日
８月１３日
８月１９日

研究重大项目资金筹集、产业基金整合使用、专项债券争取发行使用事宜；审议《关于大力支持全省招商引

资的若干意见》

（任中审计问题整改事宜

研究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

研究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措施
研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事宜
研究促消费扩投资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工作

安排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９月２日

研究灾后生产恢复、灾后重建和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工作

研究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处置工作

第１６次

９月２５日
９月２７日

听取＂十四五＂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第１７次

９月２９日

研究丝绸之路信息港、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事宜

第１４次
第１５ 次

第１８次 １１月１１日

研究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研究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善后处置工作

第１９次

研究焦家湾冷冻厂疫情防控应急处置等工作

１１月１４日

第２０次 １２月１４日
２２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研究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处置工作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０年度部分常务会议一览表

会议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内容

审议《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研究设置培黎职业学院事宜；
十三届省政 １月６日 审议《关于建立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监测评价考核机制的通知》；审议《甘肃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
府第７７次
公路省界收费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
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商贸流通服务业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市场消费的若于措施》；审议

十三届省政２月 １３日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工作要点》（套开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
组会议）；传达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事宜；审议《关于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培育新的经济
府第８０次
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意见》；审议《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２０年全省高层建筑消

热Ａ

面同拿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防安全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审议《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基本思路》；审议《中国（甘肃）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十三届省政 ３月９日 审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审议《甘肃省
省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试行）》；审议《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实施意
府第８２次
见》；审议《２０２０年推动高质量发展进步奖与贡献奖评奖和激励奖励实施细则》；审议《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
审议《甘肃省高考综合改革工作推进方案》；审议《２０２０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使用建议方案》
听取全省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
十三届省政 ４月７日 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若干措施》；审议修订《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
府第８５次
计监测指标体系》的意见；通报清明节假期有关情况；研究参事聘任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十三届省政 ５月６日

审议《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审议《甘肃省节约用水条例（草案）》；通报五一假

十三届省政 ６月２日

审议《２０２０年争取中央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工作方案》；学习《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防范和惩
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听取统计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进一步做好统计工作事宜；审议《甘

府第８９次

府第９２次

期有关情况；研究参事聘任事宜

肃省有限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

审议《关于支持大敦煌文化经济旅游圈建设的若干意见》；审议《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
十三届省政７月１３日 意见》；审议《甘肃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意见；审议第九
府第９６次
批甘肃省优秀专家候选人的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促进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方案》；
十三届省政 ８月１０日 审议《关于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引领的意见》；审议《关于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森林

府第９９次

草原防灭火水平的意见》；研究全省光伏扶贫工作（套开省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审议《关于８·１３陇东南暴洪灾害农村居民基本住房重建维修、重建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助、受灾群众生活安排等所
需资金筹措方案》；审议《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审议《甘肃省＂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方案
十三届省政９月１４日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审议《２０２０年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分解方案》；审议《甘肃省水污染防
府第１０３ 次
治条例（草案）》《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生态环境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十三届省政 １０月９日 审议《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公共文化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府第１０６次

改革方案》；通报中秋节假期有关情况；研究人事事宜

研究分析全省１—１０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甘肃省中医药条例（草案）》；审议《甘肃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草
十三届省政１１月１７日案）》；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甘肃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
府第１０９次
例（草案）》
审议《甘肃省设立镇标准》《甘肃省设立街道标准》；研究我省战勤保障消防站暨物资储备库和水域救援训练基地

十三届省政

府第１１３次

１２月２７日 建设事宜；研究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改制为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事宜；研究省属企业负责人２０１８年度绩效
薪酬兑现事宜；听取关于张掖市体育局违规审批和授子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问题情况汇报，审议《甘肃省运动员
技术等级违规审批授予问题专项清查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２９

跟踪督办，先后开展疫情防控实地督查３次，协调成立７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个督查组，赴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对全省企业复工复产
和企业享受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制定《关于建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２０２０年，省政府办公厅

立健全推动政策落实工作机制的通知》，推动政策闭环落

把疫情防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及

实。形成《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办理情况汇总表》，督促

时建议省政府在大年初一紧急召开全省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视频会议，协助省政府分管领导，督促协调＂一办九
组＂组长单位认真做好交通检疫、检测救治、市场监

指导各承办单位实化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批示事项＂件

管、物资保障、社会稳控等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先后协
调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５５

份，回复率１００？？落实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工作要
求，接收并向相关市州、部门转办问题线索７１６件，办理

条＂、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３６条＂、支持稳就

情况全部报送国办督查室。为甘肃省出席全国两会的代

业＂３３条＂以及＂拓展存量、创造增量＂等一系列政策

表、委员征集筛选建议提案素材７大类７７件，促进全省

措施。提高参谋辅政质量抓落实。提高文稿质量，强化

一批重大事项从国家层面得到重视和解决。先后１５批次

信息编报。把抗疫情战灾情、落实两大底线性任务、促

参加省人大、省政协确定的８１件重点督办件的现场办理

进经济平稳运行、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作为信息工作的着

工作，解决一批群众期盼、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眼点，持续跟踪形势变化，加强预测研判，树立政务信

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全年共转办省政府主要领导批
示７７７件，发出转办通知６５３９份，应收办理回复件４８２６

题。

息起草＂短实精新＂意识，全年累计编呈各类刊物２７４

【＂放管服＂改革】全年取消、调整和下放行政审

期，省政府领导批示２６件。编报《甘肃省值班信息》７３３
期、省政府领导作出批示２０８件次，向国务院总值班室上
报值班信息１６１期，其中加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信息得

批事项２５项，细化、优化省级政务服务事项１２００余项。

到胡春华副总理批示表扬。及时研判涉甘舆情信息，编

项、县市区级７４３６３项，实现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名称、编

报《舆情参阅》４９期次，省政府领导批示１９期次。高质

码、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在国家、省、市、县四级统

量完成《政府公报》编辑出版。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组

一。协调相关部门建成涉企优惠政策精准推送、企业融

织开展疫情防控期间政策落实情况、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资服务和税收优惠等＂不来即享＂平台，被国办职转办

兴、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居民就业、教育改革、科技创

选为＂放管服＂改革十个典型案例向全国推介，央视

新等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３０余篇。拓宽民意渠道，
有效提升政府公信力。高效规范办好＂省长信箱＂和

《焦点访谈》做了专题报道。上线＂甘快办＂政务服务移
动端ＡＰＰ，已接入有关部门和市州的近５００个热门应用，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通过＂省长信箱＂收

支持全省８．２万项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查询和５．９万余

集整理３０３６件网民有效留言，均按期全部办结；通过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收集整理有效留言２２６３件，办结

项政务服务事项移动端办理。坚持线下线上服务深度融
合，优化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综合性政务大厅或便民服

并答复网民留言２１３８件，办结率９４．５？？？理中国政府

务中心集中服务模式，稳步推进全城通办、就近能办、

网、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及甘肃政务服务网网民咨询、投

异地可办。＂一件事一次办＂主题集成服务和高频政务服

诉、建议等留言６７８７条，办结率达到９５？？连续８年获

务事项＂跨省通办＂有序推进。为企业开办提供＂一站

得＂全国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先进单位＂。做好政务公开工

式办理＂服务，实现＂只进一扇门＂可办所有事，省级

作。省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信息８０００条，发布文件１５７
份，发布政策解读２５０条；＂甘肃政务＂微信公众号发布

９７？？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办结。大力推进政务
服务事项＂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办事指南、

信息２４００条，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６７０条；受理政府信息

办理时限等信息全部在政务服务网上展示，除法律法规

公开申请１７２件，行政复议４起。全省各级各类政务新媒

另有规定或涉密等事项外，省、市、县三级网上可办率达
９０？？省级５５？？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一次都不跑＂。

体抽查检查和监测分析实现全覆盖。

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指导省直部门和市州梳理编
制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１６６２项、市州级１３２９５

督查督办工作】全力抓好《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文电管理】共分办各类文件电报１４１０９份，校核文

的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省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分

件电报６５７份，制发三类重点精简文件１４１件，同比下降

解工作，按月开展督查调度，确保任务不落空、能实

１０．７６？？？理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制定的

现。紧盯２０２０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１１件实事项目，组织

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和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其他

和参与开展全局性督查以及专项督查１６次，印发《甘肃

政策性文件１０９１件，废止１５７件、需修订３２件、继续保

政务督查》１６期，形成有参考价值的６份专题督查报

留９０２件。

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织相关部门及时分析研判、

２３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李振宸 曹嘉骏）

主动与港澳机构和爱心人士以及香港甘肃联谊会、港澳在

外事管理与交流

甘企业等联系协调捐赠和转运防疫物资，积极为港澳企业

复工复产做好服务，畅通供应链产业链，解决生产经营中
【外事管理】举办２０２０年外事专办员培训班，制定

出现的困难问题。支持甘肃省在港企业发展壮大，陇港公

《甘肃省省属企业外事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中共甘肃省

司起步良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香港刚毅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关于严格审批因公临时出国（境）团

集团、世茂集团、华润集团等企业在甘投资项目进展顺

拿章

组的通知》。受疫情影响，共审核审批和办理各类因公临

利，有力推动陇港陇澳交流合作，甘肃在港澳地区影响力

时出国团组４６批２０１人次（疫情期间，根据外交部要求

不断提升。

甘肃
年鉴

（供稿∶文凡绮）

暂停办理各类出访团组审批审核和邀请国外人员来访）。
推进ＡＰＥＣ商务旅行卡办理发放工作，视频参加中蒙边界
联委会第三次会议，派员参加边界管理工作学习培训，

政府决策服务

２０２１

开展边界车辆、护边员队伍建设和边界界桩管理摸排，
组织中蒙边界甘肃段实地巡查和界务工程集中验收。召

【文稿服务】组织完成《政府工作报告》、省政府工

开涉外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会议，处置涉及甘肃省企业和

作总结等重大汇报材料，以及省政府主要领导讲话、主
持词致辞、署名文章等各类文稿３４１篇，完成省政府其他

公民领事保护案件１８起。
【外事交流合作】甘肃省做好第三届进博会、第二

文稿１９０篇，共计５３０多篇，比上年增加３０篇。文稿服务

十六届兰洽会、第三届药博会和公祭伏羲大典等重大国

工作得到省政府领导的肯定。
【调查研究】形成２４项调研成果，编印１７期《决策

际节会外事服务保障，省领导会见尼泊尔和乌克兰驻华
大使以及白俄罗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邀请匈牙利驻重
庆总领事来甘参加兰洽会开幕式，匈牙利、格鲁吉亚领
导人在兰洽会、药博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演讲，做好有

究》《关于全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的初步

咨询》，完成《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奏好甘肃乐章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研

关国家线上展览展示、洽谈签约活动。举办２０２０＂一带

研究》两个课题。聚焦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突发事件

一路＂美丽乡村论坛，邀请２５个国家和包括上合组织在

应对、农民工就业等问题，形成４项专题研究成果及相关

内的６个国际组织的５０余位外宾出席（其中有１０位外宾

数据资料。提出设立甘肃绿色发展银行建议编入国家

以视频录播的方式在相关论坛上发言）。先后拜访尼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关于

尔、马来西亚、匈牙利等８个国家驻华使（领）馆，邀请

建设国家超算（兰州）中心的建议纳入《黄河流域生态

德国、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阿希莫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夫和俄罗斯等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代表团来甘访问，协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物流快递产业发展的政

助接待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１０家境外媒体１５名记者来甘

策建议，直接推动国内大型物流快递企业韵达快递在甘

采访脱贫攻坚，举办＂２０２０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

肃省榆中县落地。注重《信息动态》的办刊质量，被中

＂２０２０马来西亚娘惹美食节＂和中国（甘肃）—马来西亚
商贸文旅推介会，编写出版《中国—哈萨克斯坦友好关

央政策研究室、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评为

系发展史》《中国—塔吉克斯坦友好关系发展史》。
（供稿∶文凡绮）

心委托的＂中国民生调查＂课题，在报送的调查员征文

全国８个省级优秀主管部门之一。完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中，有１人获得二等奖、６人获得三等奖；《河西走廊可

持续发展研究》课题成果，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港澳事务

发展研究奖三等奖；《浅析新时代如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的机关党务干部队伍》理论文章，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甘肃

【交流交往】积极主动作为，推动陇港陇澳交流合

机关党建课题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供稿∶顾庆丰）

作。邀请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梁志仁来甘访问，协调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郝远在线以主宾省身份参加

第九届澳门旅游经济论坛并在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支持

政府参事工作

成立澳门甘肃联谊会，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马廷礼率团出席澳门甘肃联谊会成立大

【建言献策】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参事建议报告９０

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并致辞。

份，其中２１份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２５人次批示。向

【企业合作】积极邀请在甘港澳人士参加兰洽会、伏
羲大典等节会活动，协调恢复我省与港澳人员正常往来，

国务院参事室报送建议５份，其中王华存、雷紫瀚《关于

加大电商扶贫力度促进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调研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３１

，

报告》，国务院参事汤敏、林毅夫、何秀荣提出指导意
见，国务院参事室以《国参阅件》（第６９期）报国务院。

办公用房维修改造实施办法，审核维修改造项目９９个

【政府参事论坛】编制省＂十四五＂规划出谋划
策，为２０２１年省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举办＂第

房源，尝试从源头上解决房源缺口问题，打造相对集中

的办公区域。

四届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论坛＂，邀请国务院参事、国务

【公务用车管理】规范公务用车管理，探索推进公务

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收集到

用车＂统购统配＂，规范公务用车采购、维修和保险购

甘肃
年鉴 策建议》等５个方面的参事建议报送省委省政府参阅。举
参事及专家学者对＂十四五＂发展的意见建议１１３篇，形
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甘肃＂土四五＂发展的有关对

２０２１

４８４２８．０４万元、核减４７９５．６８万元。多渠道筹措办公用房

买。为８个部门集中采购实物保障用车７辆、应急保障用
车１辆，为省级公务用车平台更新应急保障用车８辆。备

案受理３家医疗救援单位购置或接受捐赠疫情防控负压救

办＂省政府参事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培训班＂

护车１９辆。审批５５个省级部门（单位）购置公务用车

＂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对２０２１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建

２８７辆，批复９个市（州）更新国产越野车１３９辆，核增

言献策座谈会＂，收集整理各位参事和特约研究员的发言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编制８批７６辆，调剂使用３４辆、拍卖

建议，形成《省政府参事及特约研究员对２０２１年我省经

处置２８辆、报废处置２２３辆。完成省级公务用车管理信

济社会发展的几点意见建议》，为２０２１年经济社会发展贡

息系统扩容改造，实现对公务用车使用和运行情况的实

献参事的聪明才智。

时监督，形成公务用车全省＂一张网＂。推动省市县三级

巡视整改】完成省委第六巡视组对参事室党组的巡

公车统一调用，提出全省公车平台跨区域调度车辆及费

视工作任务。针对巡视反馈的４个方面３８条意见，召开４

用结算初步方案。全年共受理申请用车３１３０批次，承载

次协调会议，制定１２３项整改措施，确定整改责任领导、

约１３６０２人次，安全行驶约３０４万千米。

责任处室、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实行巡视整改任务台账
管理制度、周调度制度、销号制度，确保每项任务都整

【集中办公区管理服务】不断优化完善省四大班子集
中办公区和统办楼功能性基础设施，先后完成１０余项维

改到位，用巡视整改的成果推动参事工作不断取得新的

修改造项目。新建面积４１０平方米的会议厅，缓解了统办

成效。

楼驻楼单位会议场所紧缺的困难。进一步加强安全保

（供稿∶刘 娜）

卫、卫生保洁、食堂运营等方面的工作，全力为６６家驻

楼单位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办公环境。

机关事务管理

【公共机构节能】积极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制

定创建行动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完成２０２０年度４１家部

【法治化标准化建设】制定、修订面向省级部门（单

门（单位）国家级创建和省级创建初审工作，提请省委

位）的机关事务制度办法８项，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公布２０１９年度２９家省级节约型公

竞争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其他政策措施２４件。开展公

共机构示范单位。加大节水型单位建设力度，完成第四

务用车标准化国家级试点工作，发布＂甘肃标准＂２项，

批４８家省直机关节水型单位建设。积极推进省级部门生

通过国管局验收。会同省市场监管局制定省级标准化试

活垃圾分类、公共机构节能项目实施，制定《甘肃省公

点评估验收工作指引，完成中期评估。加强机关事务工

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完成全省公共机构能耗统计汇

作规划指导，完成《机关事务工作＂十三五＂规划》总

总、节能考核、＂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及控制温室气

结评估，向各市州提出８个方面２６条具体指导意见。

体排放目标责任落实情况自评。广泛开展公共机构节能

【办公用房管理】加强办公用房统一调配、租用，清
理腾退办公用房１１５００平方米，为１２家部门（单位）调

配１２０００平方米，审批 １６家部门（单位）租赁申请
４４１９１．２１平方米、核定租房补助经费２８２９．０５万元。印发

２３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宣传培训，公共机构在节约能源资源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日益凸显。

（供稿∶朱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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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太为省政协秘书长，补选王世华、李如檀、张永贤、

全体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

谭岳衡为省政协常务委员。会议期间，共收到提案９４１

件，经审查立案８３０件，占提案总数的８８．２？？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１月９日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

至１３日在兰州市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５０８名，实到委员
４６８名。省政协副主席郝远主持开幕大会，省政协主席欧

议】１月７日在兰州市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肃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政

阳坚主持闭幕会议并发表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１月９日在兰州召

主任林铎，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等省领导，出席开、

开；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

闭幕会，听取１２名委员大会发言，并参加专题协商议政

及２０１９年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的省政协建议案、调研视

会，与委员们共商甘肃改革发展大计。会议审议通过了欧

察报告等办理情况的通报；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肃省第十二

阳坚主席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康国玺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报告人；审议通过政协甘

副主席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十二届二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与会委员列席了十三届人大三

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及报告人；听取部分省政协常委２０１９

次会议，讨论并赞同省政府工作报告、省发改委关于２０１９

年履职情况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委常委、省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０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省财政厅关于２０１９年全省财政

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马廷礼，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王嘉毅，副省长常正国应邀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德哇

预算执行情况和２０２０年全省及省级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仓、郝远、马文云、王锐、康国玺、尚勋武、郭天康及秘书

讨论并赞同省高级法院工作报告、省检察院工作报告。与

长陈伟出席会议，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负责人，非省政

会委员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协常委的市州政协主席和省政协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发展十大生态产业和人民群众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

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
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政协甘肃省

议】１月１１日在兰州市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肃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十二届三次会议选举大会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

议、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委员会关
于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选举陈青为省政协副主席，

名单（草案）；审议通过了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选

十二届三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

举副主席、秘书长、补选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２３３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

报告的决议（草案）；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

求，加强改进专委会工作，勇于担当干出专委会工作新业

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草案）；审议通过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

绩，凝聚合力开创人民政协事业新局面。
【住甘全国政协委员省情通报会】５月１８日在兰州市

政治决议（草案）；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主席

召开。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

欧阳坚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德哇仓、郝远、马文云、

康国玺主持会议。省政协副主席郭天康、兰州军区善后办

王锐、郭承录、康国玺、尚勋武、负建民、郭天康及秘书
长陈伟出席会议，省政协党组成员袁占亭列席会议。

副主任冷杰松、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及省政协秘书长王建
太出席会议。副省长程晓波应邀出席会议并通报了全省经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济社会发展情况。欧阳坚强调，住甘全国政协委员要自觉

议】５月８日在兰州市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黄河流
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政协甘肃省

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崇高荣誉，忠实践行
委员神圣使命，用心用情书写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精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对违纪违法政协委员

彩答卷。

及时作出处理的决定》；听取省政府关于《甘肃省新冠肺

【全省政协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大会】６月２日在

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通报》；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委常

兰州市召开。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以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马廷礼，省委常

视频形式开到市州政协一级。省政协副主席德哇仓、郝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陈青，副省长何伟，

远、康国玺、尚勋武、郭天康等在主会场出席，省政协副

省政协副主席郝远、马文云、王锐、郭承录、康国玺、尚

主席郭承录在平凉分会场出席。欧阳坚强调，要深入学习

勋武、郭天康，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军区善后办副主任冷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全国两会精神和省委部署，

杰松，省政协秘书长王建太，省政协党组成员袁占亭、陈伟
出席。部分住甘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直有关部门

聚焦中心大局建管用有效之言，用两会精神统揽政协各项

和不是省政协常委的省政协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协主

席列席。

工作。
【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协商研讨会第三次会议】９月３日至９月４日在兰州开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

幕，在甘南州夏河县闭幕。开幕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

议】８月２１日至２２日在兰州市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

秘书长李斌出席并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

十三届十二次全委会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府关于全省上半
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十四五＂规划起草情况；审议通

铎致辞。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过省政协调研组《关于制定甘肃省＂十四五＂规划有关问

山忠，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刘东生，山东、山西、内蒙古、

题的建议案（草案）》；表彰了省政协成立７０年来有影响力的

河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等省（区）政协领导刘均

重要提案；通过有关人事事项。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

刚、张瑞鹏、其其格、周春艳、杜和平、李冬玉、杜捷、

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马廷礼，副省长张世珍，省政协副

冯志强，省领导石谋军、程晓波、尚勋武及省政协秘书长
王建太出席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国
家林草局和甘肃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了黄河流域

主席德哇仓、郝远、陈青、马文云、郭承录、康国玺、尚
勋武、负建民、郭天康，省政协党组成员袁占亭，兰州军
区善后办副主任冷杰松，兰州大学校长严纯华及省政协秘
书长王建太出席。部分住甘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

委员会副主任黄跃金、驻会副主任高波，水利部副部长魏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闭幕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黄跃金出席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

省直有关部门和不是省政协常委的省政协各部门负责同

主任、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出席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尚勋

志、各市州政协主席、部分县区政协主席列席。

武主持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协同向西开放协商座谈

重要活动

会】９月１５日至１６日，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协同向西

【全省政协专委会工作会议】３月４日在兰州市召

开放协商座谈会在兰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辉出席会
议并讲话，国家相关部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开。省政协主席欧阳坚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德

负责同志应邀出席。台盟中央，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

哇仓、郝远、马文云、郭承录、康国玺、尚勋武、郭天

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政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康，各市州政协主席、秘书长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全国政

参加会议。陕甘青宁新五省（区）政协领导同志作交流发

协专委会工作会议精神，部分市州政协和省政协专委会作

言，省政协主席欧阳坚主持开幕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

发言，讨论《省政协关于加强改进专委会工作和制度建设

【全国政协社法委视察团来甘视察】９月１５日至１６

的实施意见》。欧阳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

日，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率领视

２３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察团，在甘南州、临夏州、兰州市和白银市，就社会综合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完成专题调研和月协商座谈会

治理和平安建设、建立健全重大社会风险预防和应对机

工作，形成《健全和完善我省基层协商与矛盾纠纷化解机

制、群众接待与政务服务功能融合，以及基层治理机制创

制的建议》《新冠肺炎疫情下建立和完善社会应急保障机

新完善等工作开展专题视察。省政协副主席郝远陪同视察。

制的建议》《河西三市优先实施黄河上游甘肃段重点区域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队在甘肃考察】１０月１０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存在问题和建议》等７篇

日至１５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全国政协＂推进长征

调研报告。向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司

Ｎ门拿育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革命文物保护＂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
在陇南市、天水市、白银市、平凉市、庆阳市开展考察，

法厅等单位全年累计提出意见建议８５条。报送社情民意信
息１０篇，其中《关于将武威到西宁直线铁路建设纳入国家

并在兰州市召开会议，听取有关部门情况介绍。全国政协

＂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专报全国政协，该信息被全国政

甘肃
年鉴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刘佳义、吕世光、修福金、
阎晓宏，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民族文化宫文化总监、民族

协作为重要信息采用。

画院院长王林旭，民盟中央常委、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宋

红色旅游产业＂专题调研并召开月协商座谈会，形成《关

纪蓉，民进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张雨东及部分

于做大做强红色旅游产业的建议》。围绕＂全省＇十四

【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组织开展＂做大做强

全国政协委员一同考察。省政协主席欧阳坚，省委常委、

五＇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建议＂确定的，突出文化旅游业、

兰州市委书记李荣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

特色食品加工业、中医药产业联动发展，形成《省政协主

毅，副省长孙雪涛，省政协副主席陈青、王锐、郭承录、

席欧阳坚调研兰州黄河风情线建设情况报告》报送省委省

贫建民及秘书长王建太分别陪同考察。

政府及相关部门参阅。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稿件
３１８篇，２３０万字。联系省政协委员为贫困大学生捐赠助学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甘开展卫生＂三下乡＂
活动】１０月２０日，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带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团来甘肃开

２０２１

款１万元，为联系的西和县洛峪镇清水村１５户贫困户代购

农业保险。

展＂三下乡＂活动，并捐赠了总价近４００万元的常用药品

【经济委员会】开展调研视察。形成《关于全面推动

和先进医疗器械。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从

我省企业复工复产的几点建议》《关于天水市、定西市开

兵、省政协副主席郭天康出席捐赠仪式。

展＂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治理＂监督性视察的报

【民建中央专题调研组来甘调研】１０月２１日，由全

告》等１０篇调研报告。起草常委会关于制定我省＂十四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李世杰率领的民建中央

五＂规划有关问题的建议案起草说明材料。聚力脱贫攻坚

＂挖掘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发展＂专题调研组来甘调研并

帮扶工作，协调帮扶资金总计２２１万元，解决困难和帮办

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了省委统战部、省发改委、省财政

实事１１件。抓好经常性工作，提交３件集体提案，报送１２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扶贫办、省国税局等部

件社情民意信息，５件被采用，其中１件报全国政协采

门及部分企业代表有关情况汇报。

用。组织开展界别活动，召开经济界委员线上协商２次、

书面协商４次、向５０余名委员进行问卷调研１次，线上专

专门委员会工作

题协商座谈会和调研课题座谈会２次。加强省际交流，参

加全国地方政协经济委员会（广西）工作会议和助推西部
【提案委员会】提出提案参考选题７０条。向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提交提案１１６件，立案７４件。省政协十二

陆海新通道建设（重庆）座谈会，向云南反馈了《甘肃省

＂十三五＂有色金属工业产业链延伸发展情况报告》。

届三次会议期间，共提交提案９６８件，审查立案８５０件。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聚焦黄河流域国家战略开展

全年共督办重点提案９０件，其中，报省委省政府领导阅批

协商。承办＂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３４件，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２３件，省政府系统

发展协商研讨第三次会议＂、形成协商成果。形成《关于

现场督办１８件，省政协各部门督办１５件。向全国政协提

加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提案》，推动

交的《关于＂十四五＂加强巩固我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的
提案》（２３１８号），被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确定为重点督办

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会《专项
建议报告》。牵头开展常委会＂推动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

提案。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关于推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监督性视察。配合完成全国政协＂黄

动提案工作提质增效的办法（试行）》。评选表彰甘肃省

河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调研组来甘调研、全国政协常委

政协成立７０年以来的优秀提案，从２４６６１件提案中评选表

会＂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

彰了３０件甘肃政协成立以来有影响力的重要提案。对委员

相关调研、全国政协＂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双周协

会联系的陇南市西和县苏合镇陈地村、元山村以及洛峪镇

商会有关工作，推动建立了＂甘肃省关注森林活动省级组

关坝村，开展２次挂牌督战活动，给予帮扶资金５．７５万元。

织＂机构。先后深入陇南市西和县和定西市通渭县２个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 ２３５

２１个乡镇８３个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帮扶，为联系县

争取帮扶资金１０００万元。

，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筹备＂坚决攻克最后的贫

【科教卫体委员会】开展＂健全我省公共卫生体系、
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的专题调研，＂黄河流域甘肃段生

困堡垒、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专题协商议政会，开
展＂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治理＂监督性视察，组织

态保护和治理＂监督性视察，参与＂全省＇十四五＇经济

农村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专题调研，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

社会发展重点建议＂调研，形成《＂全省＇十四五＇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建议＂调研报告》。完成《人文甘肃》第６辑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月协商座谈会，提交了６篇

甘肃 和第７辑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开展主题为＂传承弘扬艾
年鉴 黎精神，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委员界别活动。
２０２１

优势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研。

社情民意信息。号召广大农业界委员积极投身战＂疫＂，
总计捐款捐物１００多万元。助力脱贫攻坚帮扶，为联系的

杨魏村落实林业造林绿化资金５０万元。先后６次前往西和

接待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卫生＂三下乡＂活动组和广
东、天津、安徽、湖南省政协来甘肃的考察调研活动。协

县，４次前往通渭县开展调查研究和帮扶督导工作。

调有关部门为联系村捐赠化肥５０吨，并开展施用化肥培

常委会工作

训。争取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卫生＂三下乡＂活动

组，向西和县捐赠９９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向１５名学

【协商议政】省政协围绕制定＂十四五＂规划开展专

生捐赠３万元，开展春节慰问活动，为贫困群众送粮送油

题协商。先后召开５次经济发展协商会，提出２２条建议被

品和书画作品。

省委省政府纳入了＂十四五＂规划。国家优质食用油和肉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开展＂我省宗教界代表人士选

类生产储备基地建设开展协商建议进入国家和甘肃专项规

拔、管理和培养工作＂专题调研协商，完成＂民族团结进

划。全国两会期间，提交提案１１６件，同比增长３０？？其

步创建工作＂监督性调研，赴甘南地区调研高校毕业生就
业情况，形成《关于甘南州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的调

中，联合广西等省区政协提出的＂巩固西部地区脱贫成
果＂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主席唯一领衔督办的提案。

研报告》。配合完成了全国政协民宗委＂推动民族地区特

甘肃省两会期间立案的８５０件提案全部办结。首次对甘肃

色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专题调研，全国政协民

政协成立７０年来的３０件有影响力的提案进行评选和表

宗委＂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读书群视频

彰。召开各类协商会议２０次，上报建议案等２８份，省委

连线交流会基层代表发言推荐工作。组织少数民族和宗教

省政府领导批示７４次；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１００余篇，全国

界全体委员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再行动，伟大祖国明天更

政协采用率创近年新高。

辉煌＂主题教育活动，围绕＂感受建国７０周年成就，坚定

【凝聚共识】着力用文化的力量凝聚共识，编撰《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主题，开展界别视察活动。

文甘肃》丛书第６、第７辑，召开《人文甘肃》出版发行３

先后５批次深入到联系点陇南市西和县蒿林乡赵沟村开展

周年暨读书活动座谈会，编著出版《南梁红色故事》。研

精准扶贫工作，资助１５名贫困家庭的在校大学生，引导宗

究编写的《传承和弘扬南梁精神》，已交付中共党史出版

教界政协委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社审编。会同省委统战部召开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座谈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筹办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

会，走访省级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增加联合开展调研的频

协同向西开放协商座谈会，起草报送全国政协办公厅的会

次。围绕宗教界代表人士选拔管理和培养、民族团结进步

议情况报告。助力疫情防控，港澳委员个人捐资及联系捐

创建等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协商。组织民族宗教界

款３２０多万元，为武汉火神山医院自费铺设地板１１００多平
方米，与欧美各国市场联系采购口罩１．１万个。撰写《关

委员参观了１０多个党建引领下的美丽乡村和先进企业。加

于新基建建议》等４篇社情民意信息。围绕加快构建西北
地区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西北地区物流枢纽设施建设、

服务＂一带一路＂推进海外建设特色学校、发挥侨务资源

２３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强同港澳委员的联谊交流，共同关心祖国发展、参与脱贫
攻坚、支持甘肃建设。

（供稿∶王植本）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甘肃省监察委员会
嘉

重要会议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治理领导小组召开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

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工作视频会，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

次全体会议】１月１９日至２０日在兰州召开。中共甘肃省
委书记林铎出席全会并发表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

议。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委有关精神，通报
２０１９年全省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处情况，刘昌林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持之以恒

在会上发表讲话。

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前进。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市州纪委书记学习贯彻中央纪委领导人在甘调研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

讲话精神座谈会】５月１２日，省纪委监委召开市州纪委

四次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部署，总结２０１９年工

会，认真学习落实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在甘调研讲话和七

作，部署２０２０年任务，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

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省纪委

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昌林代表省纪委常委会所作的

四次全会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忠实履行新时代纪检监察职责使命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工作报告。

监督，集中精力抓好脱贫攻坚监督，落实年度各项重点
工作任务，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刘

【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惩腐打

Ｎ门拿育

书记学习贯彻中央纪委领导人在甘调研讲话精神座谈

昌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惩腐打伞＂专项巡视

伞＂视频会议】３月９日，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
员会甘肃省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纪委监委＂）召

整改暨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视频会】７月９日，省纪委监委

开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惩腐打伞＂

召开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惩腐打伞＂专项巡视

视频会议，通报２０１８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涉黑

整改暨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视频会，通报专项斗争开展以

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的情况，安排部署２０２０年重

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惩腐打伞＂工作

点任务，定西、庆阳、临夏和白银４个市州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进展情况，总结上半年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对＂惩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

【全省重点追逃追赃案件推进会】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０日下

部署暨全省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午，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重点追逃追赃案件推进会。会

视频会】４月２日，甘肃省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

上，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水利厅纪检监察组，省纪委监委

腐打伞＂专项巡视整改和重点工作任务再调度、再督促。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甘肃省监察委员会｜２３７

，

第九审查调查室，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兰州

监委机关举办＂风雨兼程守初心继往开来担使命——甘

市、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纪委监委等重点追逃追赃

肃省纪委监委光辉发展历程主题展览＂。 此次展览分为历

案件承办单位负责人汇报了案件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

史沿革、忠诚履职、自身建设、亲切关怀、展望未来等

计划。

篇章，用１７张展板、２００幅图片和视频，全面回顾省纪

【古浪县脱贫攻坚省直帮扶单位工作联席会议】２０２０

年１１月２５日，古浪县脱贫攻坚省直帮扶单位工作联席会

委监委设立起步、恢复重建、改革发展的变迁历程，呈
现全省纪检监察队伍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的铿锵足迹，

甘肃 议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昌林主
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克恭出席会议。
年鉴 民盟甘肃省委、酒钢集团公司、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
２０２１ 司、中储粮兰州分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武威职业学

让党员干部在回望过去、面向未来中重温历史、汲取力

院、浦发银行等省直帮扶单位及武威市、古浪县负责同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志，古浪县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乡镇党委书记参加会议。

任杨晓渡同志到临夏、甘南、嘉峪关调研。８月６日上

会议听取了古浪县脱贫攻坚工作、省直和中央在甘单位

午，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全体参加杨晓渡同志来甘调研

帮扶工作情况汇报，刘昌林同志宣讲了党的十九届五中

与省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座谈会。

量、传承精神、奋勇前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到甘肃调研】８月３日至７日，中共

全会精神，并就做好下一阶段帮扶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省管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全员综合业务培训

会后，刘昌林一行深入党支部工作联系点惠民热力有限
公司调研指导党建工作。刘昌林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

班】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至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省纪委监委举
办省管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全员综合业务培训班，

报，详细了解了惠民热力公司运行和党支部建设情况。

共８１家单位４３５名干部参加培训。袁治云出席开班式，

随后，刘昌林一行还先后到古浪县绿洲扶贫产业园、金
宇浩睿２万头规模化奶牛养殖园、干城乡富民新村、现代

专题辅导当前改革形势任务；张伟出席结业式，专题辅
导做好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工作。

智能温室工业化栽培生态示范基地、２号蓄水池等地

调研。

【信访举报线上系列宣传活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至９
月８日，省纪委监委在全省组织开展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线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第一次代表大

上系列宣传活动，以《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

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委省监
委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规则》为主要遵循，以＂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指南＂
方式呈现，依托甘肃纪检监察网和＂啄木鸟＂系列融媒

省监委主任刘昌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通过机关

体平台集中宣传。全省干部群众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

党委会和机关纪委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１１名机关党委

网络对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知识全方位学习掌握。

会委员和９名机关纪委会委员。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

员、机关各基层党组织党员代表参加会议。

重要活动

【省纪委监委对派驻（出）机构干部全员培训】２０２０
年８月２２日，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干部政治素质

和业务能力提升（达标）全员培训开班。此次全员培训
根据省纪委四次全会关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

部教育培训计划确定，共集中利用４个多月时间，对参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甘

人员进行政治思想、综合业务、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综

肃调研】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８至２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合管理、基本素养５个模块的培训，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

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甘肃调研。赵乐际先后到天水市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纪检监察＂三项改革＂和派

麦积区红崖村、甘肃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定西市通

驻（出）机构建设、如何开展政治监督等３２节面授课程。

渭县大岘村和香泉镇马铃薯种薯扶贫产业园、兰州重离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培训班】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子加速器国家实验室，与基层干部群众亲切交流，深入

１７日至２０日，省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在省委党

了解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等政策措施在基层
的落实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４月２０日上午，赵乐

校举办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培训班，认真传达学
习杨晓渡、杨晓超同志在第四期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

际先后到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省脱贫攻坚专项巡

培训班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

视整改办看望机关干部，了解工作推进情况；下午，在

作的政治方向、职责定位和目标任务。各市州纪委监

兰州市主持召开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

委、兰州新区纪工委监工委分管干部监督工作的负责同

夏、新疆七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

志、干部监督室负责同志和主要领导所在支部纪检委

【风雨兼程守初心 继往开来担使命——甘肃省纪

员，省纪委监委各派驻（派出）机构、省管企业和高校

委监委光辉发展历程主题展览】７月１日至１０日，省纪委

纪检监察机构分管干部监督工作的负责同志或承担干部

２３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监督职责的部门负责同志，机关各厅部室党支部纪检委
员共１４３人参加培训。

纪检监察

妥处置涉案人员；制定《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问责工作
程序规定》，全省问责党组织１１８个，领导干部１９８５人。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涉地涉农问
题，督促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盲目
合村并居等问题，整治大棚房１２５８个、违建别墅项目

【聚焦贯彻中央精神谋划推进工作】省纪委监委认

１２６个８０７栋。专项治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突出

拿章

真落实纪委常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和党支部

７类人员和岗位，开展百件问题线索直查直核直督攻坚行

周五定期学习等制度，１８次跟进学习中共十九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动，全省查处问题２９５６件，处理６０９５人，移送司法９９

甘肃
年鉴

决战脱贫攻坚等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不断增强

零＂行动、黑恶案件＂过筛＂行动、重点行业＂挖伞＂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

行动，全省立案６０２件，处理２１６０人，党纪政务处分

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和遵循，以全会

１２２３人，移送司法７０人。专项治理六大领域问题，推动

部署要求为统领和标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切口和落

解决一批教育、医疗、住房、食药、科技、人防等领域

点，总结形成＂九个始终＂的总体要求和＂九个如何＂
的着力重点，牵引全盘工作统筹推进。全面部署实施政
治监督、强化权力监督、推进制度执行监督、整治群众
反映强烈问题等八方面重点工作，印发重点任务分工方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国有企业突出问

人。专项治理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开展问题线索＂清

题，督促２２家省属国有企业对省委巡视反馈和审计移交

的１１９０项问题进行整改，完成整改１１４１项，清退资金
１３４７万元，完善相关制度２２０４项。

案，提出＂１＋Ｎ＂指导体系，即１个指导意见和政治监

【推动作风转变】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督、作风建设、查办案件、宣传工作４个具体意见，指导

精神，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四察四治＂
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盲目决策、指尖运转、转嫁摊派、

推动全会部署任务有效落实。认真落实赵乐际、杨晓渡
甘肃调研讲话和七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精神，专题研究

纸面落实，以及文件滥会议多、督查考核名目繁杂、频

贯彻措施，制定指导意见和分工方案，提出９９条落实措

繁要求填表报数、调查研究＂一窝蜂＂等突出问题，推

施，逐条抓好落实。对照七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指出纪

动基层减负常态化。全省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检监察机关存在的问题，认真自查并制定１１条整改措

１７７５起，处理３３０６人，党纪政务处分１２３０人。从严整治

施，切实抓好整改。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督促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推动做好

【政治监督】把政治监督作为纪检监察监督的核

２０２１

压减＂三公＂经费、厉行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等工．

心，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确保党中央政令畅

作。全省查处享乐奢靡问题７９７起，处理１３３９人，党纪

通、令行禁止。聚焦＂两个维护＂强化监督，督促各级

政务处分７４３人。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

【巡视利剑作用】配合中央巡视指导督导工作，组

根本政治规矩，切实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织召开中央巡视机构＂讲师团＂专题培训会，制定修订

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突

制度１０项，落实１１项指导督导建议。组织开展十三届省

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监督，紧紧围绕全面建成

委第六、第七轮常规巡视，巡视省直部门单位２７个、省

小康社会目标，推动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经济、政治、

管高校１８所，十三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完成８１．３？？

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全面发展。加强对打好三大攻坚

深化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指导市县同步开展巡察。紧盯

战的监督，督促做好冲刺清零、巩固提升、摘帽验收、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及＂回头看＂、国家脱贫攻坚成效

防返贫阻致贫等工作；督促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考核、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研督导反馈问题，助力决战

战，保护修复生态；督促防范化解国企、金融和意识形

决胜＂一号工程＂，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视，督促抓好各

态等领域风险。加强对清洁取暖、垃圾分类、畜禽废弃

类问题整改，持续压实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发现的２７７０

物处理、养老服务、规范住房租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
沫、食品安全等六件民生事项的专项监督。加强对黄河

个立行立改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巡视反馈的３２０个问题
已整改３１７个，整改完成率９９？？联动开展扫黑除恶＂惩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一带

腐打伞＂专项巡视，移交立行立改问题３３２件，有效助力

一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兰西城市群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之战。坚持巡视监督和巡视整改

设、衔接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编制等七项重点工作

＂两线并行＂、两手齐抓，严格落实＂一听二核三通报四

的专项监督。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监督，协助省委

问责＂督办机制，加强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精准处置移

制定主体责任清单，推动党委主体责任规定落实；配合

交线索，推动整改见底见效。第四、五轮巡视整改完成

省委指导兰州、庆阳和监狱系统净化修复政治生态，稳

率分别达到８９？？８４？？深化整改成果运用，将巡视整改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甘肃省监察委员会２３９

，

情况作为省管领导班子年度考核、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的

制改革，在３家省管金融企业成立派驻纪检监察组，审核

重要依据。

批复４家新组建省管企业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５７

【反腐败斗争】严查政治腐败问题，揪出一批政治
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搞＂七个有之＂的＂两面人＂。查

家省管企业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全部完成。深化省纪

处案件１６３件，处分２４５人。严查金融、环保、公安、教

提升派驻监督工作质效。印发指导意见，指导制定并审

育等重点行业腐败问题。严查国企腐败问题。严查重点

核实施方案，稳步推进市县派驻机构改革。推动纪检监
察机关与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以及中央在甘

甘肃 地区腐败问题。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４４０３人次；
年鉴 ９４？？？案１０８９５件，处分１２１０８人；主动投案１８０人；
运用＂四种形态＂处理４５８９０人次，第一、二种形态占

２０２１

委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完善领导体制，制定考核办法，

单位等方面的衔接，制定协作配合制度４项。把制度建设

贯穿改革全过程，新制定修订制度４３项，监察体制改革

追回外逃人员１０名。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印发典

以来累计制定修订制度１６３项，初步形成全面覆盖、配套

型案件通报，编印反腐败警示录，制作《国企蛀虫》《圈

衔接的制度体系。

子之害》《家风之殇》等警示教育片。
持续深化改革】持续推进省管企业高校纪检监察体

２４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张 杰）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拿章

甘肃
年鉴

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０２１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提案素材１３篇，加快推进出入疆三

【调查研究】省内市县（区），开展专题调研５次，

大通道互联互通的建议，作为民革中央提交全国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的集体提案，获民革中央年度表彰；将工

与相关部门单位、科研院所召开调研座谈会１２次，形成

业设计软件创新突破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战略性工

调研成果８篇。形成《＂河西走廊—哈密段区域如何服

程实施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工业和信

务承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调研课题＂甘肃预调研报告》
《以玉门油田为基础，建设国家西部油气资源战略储备

息化部等多部委召开座谈会现场督办。
【政党协商】按照《中共甘肃省委２０２０年政党协商

基地专题预调研报告》《加快构建出入疆三大通道互联

计划》，省委会共参加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的专题协商座谈

互通交通网络体系专题预调研报告》，完成《河西走廊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的调查与

会、调研协商座谈会７次。省委书记主持召开４次，省长

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调研，形成

【政协协商】向省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会议、专

思考》。

＂黄河系列文章＂。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条例》

立法等建议，上报民革中央、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
省政协。规划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议被列入

国家＂十四五＂规划，由国家相关部委协同沿黄九省推

主持召开１次，省委副书记主持召开１次，省政府常务副
省长主持召开１次。
题协商和月协商座谈会提交发言１９篇，其中口头发言９
篇、书面发言１０篇。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委

会提交集体提案１２件，内容涉及产业转型、农业农村、
医药卫生、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民革甘肃省委会为促

进。形成《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预调研报

进现代农业发展建言∶推进＂一户一块田＂改革》《省民

告》《建设新时代农业特区，保障和改善民生甘肃预调

革提案建言∶建立市场风险预警机制，为我省特色扶贫

研报告》。
【提案建言】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
人大代表马晖玲提交的关于成立中国草原科学院、扶持

国产人工机械心脏瓣膜等４篇议案。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上，提交打通河西走廊进入南疆便捷通道、石羊

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等提案宣传报道，分别被《团结

报》《民主协商报》等媒体登载。

（供稿∶张 莹 张晶晶）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河流域综合治理、支持加快引哈济党工程建设等个人提
案。为民革中央、省政协和其他界别政协委员提供全国

【参政议政】民盟省委９次参加中共甘肃省委、省政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２４１

府主持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围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一
带一路＂建设、重大基础设施与区域
协调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乡村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振兴与现代农业发展等问题建言议

民建甘肃省委纪念中国民主植国会成调耗

政。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就

＂一带一路＂建设中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立西北农村教师发展支撑

体系、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深度

贫困地区实施产业扶贫和疫情防控背
景下完善我国减税降费政策、优化我
国市场化企业化主导的应用创新体系

等提交提案２０件。
【课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

１１月２７日，民建甘肃省委会召开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７５周年座谈会
配合，推进黄河保护与治理＂民盟中央调研课题。围绕 民建中央２０２０年度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向民建中央报送

组来甘考察，完成＂加快全流域协同

＂提升对外贸易质量效益，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大兰

社情民意信息５篇，２篇被综合采用、２篇被单篇采用；

州＂建设、＂十四五＂规划编制、重大基础设施与区域协
调发展、推动以兰州为中心的城市群建设、加快公共卫

向省政协报送７篇，采用３篇。《关于推动平凉市煤化工

生服务产业体系建设、欠发达地区高校教师评价考核、

持定西市建设中药材药食同源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议》被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采用。１人被评为２０２０年度全省统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等３０个参政议政立项课题，其中重

产业加快发展的建议》受到省上主要领导批示。《关于支

点调研课题１１个。

战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建言献策】各级组织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建
言，报送社情民意信息６０条。其中《建议国家尽快制定

研，鼓励群众积极应对疫情产生的不利影响，坚定信

【社会服务】省委会机关干部赴和政县祁家沟村调

建立国家防疫信息网的建议》被全国政协单篇采用。全
年向民盟中央、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共整理报送信息２００

心，多渠道增加家庭收入。在和政四中、永登八中各开
办＂思源教育移民班＂１个，帮助１００名贫困家庭学生完
成初中学业；在积石山县等地举办初高中骨干教师提升

条，８条被省政协单篇报送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其中

教育教学培训班，培训教师４００人。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

《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契机，加快
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关于继续推迟大中小学开

工作机制。协调民建天津市委南开区委经济二支部会员
为麦积区渭南镇吴村小学捐赠价值４．５万元的文化生活学

学时间的建议》被省上领导批示。

习用品。更新网站内容５００条，网站访问量超过１５９６１人

发布相关意见，指导各地精准科学有序复学》和《关于

（供稿∶李守礼）

次；微信公众号共推送各类信息３８条；报送民建中央网
站信息３００条；向甘肃统战网、《民主协商报》、《协商快

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

讯》等报送会内重要活动报道３０次。

（供稿∶张 政）
【参政议政】省民建向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交

集体提案１３件，提交大会发言３篇，《关于加快推行公务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用车改革的提案》被评为省政协成立７０周年来有影响力
的提案。两位同志被省政协评为优秀政协委员。就黄河

【参政议政】民进省委会提交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与向

集体提案１４篇，提交大会发言２件。其中《关于加强对

西开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黄

＂甘味＂品牌农产品特质特征特效研究的提案》被列为省

河上游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等重点课题，分赴
甘青两省１３个市州深入调研，形成１０篇调研报告。１篇

政协重点督办提案，《民主协商报》刊登＂唱红＇甘味＇
带火＇甘味＇——省民进提案让＇甘味＇飘香全国＂的

调研报告转化为省委会领导在全国政协协商座谈会上的
发言，受到全国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的好评。１人被评为

文章，被《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民主杂志》等
多家媒体转载；《关于进一步解决贫困县项目落地难问题

２４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的提案》报送中共甘肃省委批示，供相关部门开展深入

定。根据省政协协商议题，完成《做好＂节水账＂念响

研究。
【课题调研】民进省委会围绕民进中央年度大调研

＂生态经＂》《健全我省公共卫生体系增强传染病防控能
力》《关于促进我省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

确定的基层治理主题，赴宕昌县就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建议》等８篇建议。在全国两会上，围绕＂黄河流域生

基层民主建设情况开展调研，提交《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失

点基层治理情况调研报告》。聚焦中央及省上对黄河流域

独＇家庭养老扶困保障＂等议题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Ｎ门拿育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注重点，分别向省委政党协

商会议和省政协常委会议提交《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在省两会上，农工党７名人大代表和１６名政协委员以个
人和联名等形式提交提案、议案４５件，省委会提交集体

和高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关于尽快完善甘南黄河上游

提案２７件，５件被确定为重点提案。《关于向国家申请将

甘肃
年鉴

水源涵养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围绕＂＇一带一路＇

黄河甘南流域设立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建

倡议的实施与向西开放＂议题开展专题调研，在省委政
党协商会上作《借力＂一带一路＂推动我省现代丝路寒

议》《关于加强我省感染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防控防治平

旱农业技术走出去》发言，意见建议得到中共省委主要

村建设的提案》《关于加强规范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机

领导肯定，要求相关部门研究采纳；围绕＂放大文旅综

构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关于加快殡葬设施建设深

合效应，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出《关于我省在

化殡葬制度改革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由省民政厅

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放大文化旅游业综合效应过程中

在张掖市现场办理。

台建设的提案》《关于加快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推动美丽乡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围绕＂提升提案工作质量＂，提交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全省各级组织和党员共报送

《关于加强提案办理工作 提高提案质量的建议》并在省政

社情民意信息２０９篇，２篇获得省级领导批示，１篇被全

协月协商座谈会上发言；围绕＂建立完善县乡垃圾处理

国政协采用，６篇被农工党中央采用，１０篇被省级各部门

方式＂进行调研，向省政协月协商座谈会提交意见建

采用。社情民意信息稿件的质量明显上升，信息采用率

议；围绕＂加强农村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开展调研，成

逐年提高。省委会２件提案入选甘肃省政协成立７０年来

果提交省政协月协商座谈会。就＂现代农业与乡村振
中药材产业现代化建设的建议》大会发言；赴陇南围绕

有影响力的３０个重要提案。
【民主监督】省委会主要就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组
织党内专家开展两次民主监督专项调研，提出１１条意见

＂陇蜀道申遗＂进行专题调研，有关成果报送省委省政

建议，督促整改落实，帮扶联系村４６户１９６人建档立卡

府；围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议题，

贫困户全部脱贫。疫情期间协调为古浪县医院新建成的

赴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武威保税物流园区和兰州陆港

生化大楼捐赠价值５０万元的快速诊断设备一套，提升古

开展调研，提交《关于加快推进申报中国（甘肃）自由

浪县人民医院新冠病毒筛查和病毒核酸检测的能力和条

贸易区的建议》。

件。参与由省委巡视组、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组织的全

【民主监督】民进甘肃省委员会赴宕昌县开展脱贫
攻坚民主监督调研，对宕昌县脱贫攻坚进展、易地扶贫

省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监督检查和成效考核工作。

兴＂议题开展调研，在省委政党协商会上作《加强我省

２０２１

（供稿∶邓昱睿）

搬迁安置、产业扶贫、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等情况入户走

访进行调研，召开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座谈会。１１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月，宕昌县顺利脱贫摘帽。赴省民政厅开展兜底保障专
项监督调研，就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国

【参政议政】２０２０年，在全国两会上，社省委提交

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见中有关兜底保障工作整改

《关于将黄河流域污染防治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内容的整体落实情况，以及省民政厅兜底保障专项行动

纲要的提案》，得到生态环境部、财政部和水利部的重视

实施情况进行了解，提出意见建议。

和答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征

（供稿∶李 苑）

求意见稿）》，对相关建议予以采纳。向省政协十二届三

次会议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快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文明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建设的提案》，提交提案２５件，立案２５件，立案率

【参政议政】农工党省委会参加中共甘肃省委召开

１００？？其中，《关于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助推甘肃绿
色发展崛起的建议》等提案被列为重点督办提案。建设

的政党协商会７次，提出的《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读者大道精品文化街区的建议已经转化为省上重点项

质量发展的几点建议》《关于深化我省＂一带一路＂建设

目，多篇建议被社中央、省政协和省委统战部采用，在

的几点建议》等７篇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肯

《信息决策参考》上刊登。参与社中央＂提升企业创新能

民主党派与工商联｜ ２４３

力、做强国家创新体系＂课题调研，形成６个高质量调研

理调研活动，规范商会注册登记管理工作；表扬全省

报告。参加社中央、川甘青三省政协举办的＂黄河上游

＂四好＂商会１０３家，认定全省２７家商会为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水源区涵养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论坛和社中央科学

座谈会。

，

甘肃

年鉴

度全国＂四好＂商会。
【＂双百千＂培育工程】以全国工商联上规模调研

【社会服务】２０２０年，社省委选派１名机关干部担任

数据库为基础，建立＂双百千＂培育工程基础数据库。

驻村工作队副队长，社省委领导带队３次前往马岭镇，机

将２０２０年１８家年销售收入超１０亿元、发展态势良好的民

关干部４次进村入户。筹措资金１４５００元，改善居住环
境。从社中央申请１０万元＂一带一路助推地方经济建
设＂项目，在张掖市开展奶牛养殖和中药材种植。通过

营骨干企业和２０名左右优秀民营企业家纳入培育数据

２０２１ 已经建立的黄花菜种植和肉羊养殖产业基金，向环县马
岭镇纸房村２６ 户脱贫巩固提升户每户补贴肉羊养殖贷款

库。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收集各市州、兰州新区民营

企业融资需求４３３个，与省发改委举办全省民营企业融资
专题对接会，在甘１９家银行与８０家企业签约，签约金额

１１２．４９亿元。与甘肃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向８家企业

１５００元，为每个贫困户分红累计达４３００元。开展同心行
动和科普活动，筛查脑瘫患者４９人，适合手术治疗患者

授信２９．９９亿元。推荐２０家企业进入全国工商联创新型、

１８人，邀请天津市医疗和农业专家再次来到庆阳市环县

小微企业委员会委员。

成长型中小企业数据库，６家企业负责人成为全国工商联

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为７００名患者服务。为马岭中学

【＂千企调研纾困＂行动】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

补贴资金５万元，社天津市委捐赠资金２万元，帮助该校

以＂双百千＂培育对象为重点，省、市、县统战部和工

建立科普活动中心。邀请科普大篷车走进校园，展板、

商联三级联动，组成６个调研组在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

机器人和无人机等科技成果演示受到学校师生热烈欢迎。

开展调研，省级层面走访企业、商会１５０家，召开座谈会

（供稿∶杨娟娟 梁宝峰）

２２场，收集整理问题线索９４９条、典型案例１２０个，《关

于我省民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的调查与建议》得到省委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

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推动对省级层面解决的６３个问题

【商会改革发展】制定《甘肃省工商联深化改革实

分解到相关部门；市县级层面需要解决的８８６个问题，由
各级政府分送相关部门协调解决。深化＂维护民企权益

施方案》，建立《甘肃省工商联（民间商会）企业家副主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在省检察院网站开通了＂甘

席副会长常委执委履职情况评价办法（试行）》《甘肃省

肃省检察机关 甘肃省工商联系统服务保障民营企业权益

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建立同民营经济代表人士谈心交心制

信息平台＂，配合省检察院出台《涉民营企业案件＂慎捕

度的意见（试行）》等制度。开展＂五好＂县级工商联

慎诉＂实施细则（试行）》；全省各级检察机关、工商联

建设，落实《甘肃省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

走访２４４７１家商会和民营企业，召开座谈会议、联席会议

展的实施意见》，指导成立甘肃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甘

２３５次，收集问题线索２６５７件，帮助民营企业挽回经济
损失２５００余万元。
（供稿∶石龙龙 代 娇）

肃省内蒙古商会，由省工商联发起并作为业务主管单
位。加强＂四好＂商会建设，开展全省异地商会登记管

２４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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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甘肃省总工会

优秀组织者７６个。各地培训家政服务人员、农民工

５６２４人。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甘肃省总工会举办＂陇原工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甘肃省劳

匠 ｄｏｕ精彩＂首届职工抖音挑战赛、＂网聚职工正能量 争
做陇原好网民＂主题活动、＂一封家书＂征文活动。召开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推荐表彰全国劳动模范４８

庆祝省总工会成立７０周年座谈会。制定《甘肃省总工会

新闻信息宣传报道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建设协同办
公系统，改版门户网站，开通微信公众号、官方抖音
号、头条号，发布信息１４００余篇。

【劳动和技能竞赛】全省开展各类劳动竞赛３２８４

项，参加单位５５８７个、班组４．５万个、职工１２６．３万人。

选树省级示范性劳动竞赛先进单位７个、先进个人２８
人、先进班组４６个。深化＂安康杯＂竞赛活动，全省
９１５４个单位、１７．２万个班组、１９３．３万名职工参赛，推荐
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１５个、优胜班组１９个、优

名、省劳动模范２９９名。全省有７个市州、兰州新区、６
个产业（系统）、２个省总直属基层单位和１３７个企业开

展了本级劳模评选表彰活动，共表彰各级劳动模范１３９５
人，五一劳动奖状１９１个、五一劳动奖章４９８个、工人先

锋号３５８个。评选表彰＂省五一巾帼奖＂先进集体５０
个、先进个人４９位。省总工会制定《加强和规范劳模疗
休养工作的实施意见》，命名１２家劳模疗休养基地，全年

组织２０８名省部级劳模和１１２名全国劳模开展疗休养。建
成陇原工匠培训基地６个，推动职业院校聘请１５名陇原
工匠为兼职教授。开展第四届陇原工匠宣传推荐活动，

推选陇原工匠、提名陇原工匠各１０名。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甘肃省总工会专题调研农民

秀组织单位３个、优秀个人４名，命名全省＂安康杯＂竞

工社保问题，配合政府开展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开

赛示范单位９个、示范班组１５个、安康企业家３个。开展

展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女职工维权行动月活动。指导开

＂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陇原行＂、安全宣传进企业等

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季＂行动，举办全省首届城市工

活动，发动职工参与＂全国安全生产月知识竞赛＂。１４个

会集体协商竞赛，选树省集体协商示范单位１０２个。推动

市州、兰州新区、３２个产业（系统）、２１个大企业（集

企业落实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制度，全年签订集体合

团）共开展各类竞赛６２５项，其中，职业技能竞赛８７

同１．２万份，覆盖职工１４５．８万名，４．７万个企事业单位建

项，岗位业务能力竞赛５３８项。按照《甘肃省职工职业技

立职工健康档案。试点签订职工技术创新和技能提升专

能比赛奖励办法》，授予甘肃省技术标兵２４９９个、服务明

项集体合同。落实《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甘肃省职工代表培训

星６５个，甘肃省优秀选手７４６个、优秀组织单位７４个、

规划》，制定《甘肃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评

群众团体｜ ２４５

选命名管理办法》，推荐表彰全国先进单位１４个。联合省

爱学习＂网上主题队课学习综合排名全国第２名。组织青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劳动争议诉调对接工作的

实施意见》，探索开展＂法院＋工会＂劳动争议诉调对接

年讲师团重点围绕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以及形势政策、奋斗故事，深入学校、机关、企

工作。

业、社区等开展主题宣讲５００多场，覆盖近１０万人次。

服务职工群众】甘肃省总工会制定《甘肃省工会

共青团甘肃省委与兰州大学共建＂甘肃省青年马克思主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规范化建设工作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义者培养学院＂，打造全省青年政治骨干人才培养基地。

甘肃 年）》，建成规范化站点３７３个。命名省级标准化＂母婴
年鉴 休息室＂５０家，省级工会爱心托管班１０家。开通健康大
篷车，为艰苦边远地区企业职工、快递员、货车司机等

成立＂甘肃省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联盟＂。全年

，

２０２１

新群体实施体检４０００余人次。职工互助保障年内参保职

累计举办＂青马工程＂培训班１３期，培养青年政治骨干

４４９２人。依托省内１７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８

工３３万名，惠及职工８７万人次。制定《关于切实做好职

个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等红色教育资源，开展以党史、
革命史和国情、省情教育为主题的各类青少年爱国主义

工疗休养工作的意见》，组织１．４万名职工疗养休养。

教育实践活动１００余场次。

【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至９月底，全省基层工会组织

【服务青年工作】围绕平安甘肃建设，共青团甘肃

３８３０１个、会员４２０．６４万名、农民工会员１７２．９３万名，组

省委推进＂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创建工

建＂八大群体＂工会２０３１个，发展会员９１８５４名。全年
补助乡镇（街道）工会经费７１１万元。推荐全国模范职工

作。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利用六一国际儿童节、

国际禁毒日、青少年法治宣传周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之家１６个、模范职工小家１６个、优秀工会工作者１２名，

各类青少年普法宣传活动５１０余场次。组织１２３５５青少年

推荐表彰省模范职工之家４８个、模范职工小家４８个、优

服务台专家开展＂心理专家进校园＂专场活动。结合扫

秀工会工作者４８名、优秀工会积极分子４３名。线上线下
培训工会干部１．１万余人次。

黑除恶专项行动，配合公安机关和交管部门积极开展校

（供稿∶李世魁）

园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工作。在全省开展＂轻松备
考·１２３５５与你同行＂活动，组织开展考前心理辅导减

压活动２８１场次。

共青团甘肃省委

【青年就业】２０２０年，共青团甘肃省委开发＂＂团团帮

就业＂小程序，建设线上服务平台，利用＂甘肃青年＂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共青团甘肃省委指导市县

＂甘肃青联＂＂甘肃学联＂等微信公众号定期推动招聘信

两级建立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召开首次联席会议，，

落实《甘肃省中长青年发展规划》，形成党委领导、政府

息，扩大宣传覆盖面。全年推送就业信息７３期，发布就
业岗位７４８１６个，平台累计访问量４６９１９人次。联合省人

主责、共青团协调、各方齐抓共管青年事务的工作格

社厅、省教育厅于２月２４日启动第三届青春（网络）招

局。１１月１１日，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伟主持召开省青年工

聘会，省级平台６０５家用工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岗位

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全面总结规划实施工作，
启动规划实施省级试点工作。
【【思想政治引领】省市两级＂青年
讲师团＂和＂８０后９０后＂理论宣讲志

３５５９０个，求职者浏览点击量２３．２万余人次，达成签约意

愿服务队进机关、学校、企业、社
区、农村，开展＂走到青年中去讲到
青年心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主题宣讲交流活动。邀请清华大
学何茂春教授开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线上专题辅导报告，１１０．８万团

，，
棉物、，涵
月案

员青年通过线上收看直播。组织团员
线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平均每期６０多万名，１３８７．３

万人次团员参与＂青年大学习＂网上
主题团课的学习，团员覆盖率达到

６１．５？？第八季综合排名全国第７位、
第九季综合排名全国第８位。＂红领巾
２４６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５月１８日，团省委联合武咸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青春扶贫 能量助农＂武威专场直播活动

向２５０９人；各市（州）团委同步举办形式多样的专场招
聘活动９１场次，３６４０家用工企业发布招聘信息，提供岗

工创业创新大赛暨陇原巧手成果展示及巾帼家政服务职业

风采大赛。

位１２．８万余个，达成签约意向１８２９４人。联合团中央青年
发展部、智联招聘在兰州大学、兰州城市学院举办＂千

位·妇联在行动＂女性人才网专场招聘会，帮助４８８１名

校万岗·就业有位来＂甘肃专场空中双选会，联合省教

妇女在线对接就业岗位。支持２４９家＂巾帼扶贫车间＂复

育厅、省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千校万岗＂五四专场网络

工复产补贴资金２０６万元，带动４５３家车间在最短时间内

Ｎ门拿育

视频招聘会，联合省教育厅举办甘肃省２０２０年春季高校

恢复正常运行，吸纳２．７万名贫困妇女就地就业。培训车

毕业生网络视频双选会，四场专场招聘活动累计提供就

间骨干和农家巧娘１０期８１０人，奖补１４４家吸纳贫困妇女

业岗位１３．６万个，参与学生５０９０１名，在线投递简历

多、运行管理规范、妇女工作活跃的＂巾帼扶贫车间＂

甘肃
年鉴

１２０５９２份，通过在线面试达成意向性就业协议 ９６０３份。

７２０万元。指导天水、定西等５市州主动衔接天津、厦

联合团中央青年发展部、智联招聘举办４场＂千校万岗·

门、福州、青岛４市，累计争取帮扶资金１１９２万元。加强
与浙江义乌市场集团＂百县万品＂助农项目合作，携手推

就业有位来＂空中双选会，为省内４０余所高校的２０２１届
高校毕业生提供１３０００余个就业岗位。以＂青创１０万＋＂

为载体，全省各级团组织举办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训

【巾帼扶贫车间】甘肃省妇女联合会举办＂春风送岗

进＂甘味＂农产品、＂陇原巧手＂产品销售及直播带货。
【家风建设、家园美化】全省评选省级＂最美家

聘活动举办人才政策、返乡创业政策宣讲会６０多场次。结

庭＂１５７８户，２６户家庭获＂全国最美家庭＂、２５户家庭
获＂全国五好家庭＂，引导各级妇联同步开展＂书香飘万

合网络直播带货活动，重点培养发展１００名弘扬青春正能

家——亲子阅读＂等主题家庭读书分享活动。依托６０１６

量的优质网络主播，先后４次举办直播训练营、直播大赛、
专题讲座和培训班，培训网络直播青年人才３００余人次。
【团的基层建设】共青团甘肃省委实施基层团组织

家＂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引导贫困妇女和家庭以自强、

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消除学校领域组织空白，

康中国·母亲行动＂，建立省级妇女儿童工作专家智库，

全省学校团组织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全年新增基层团组织
６７７个。加大对青年社会组织、互联网行业、民办学校

命名＂全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２１０个，举办家庭教

（辅导机构）等领域的组织覆盖和对快递小哥等新兴青年

场，带动各地举办心理咨询讲堂、父母学堂４４８场，６０

群体的组织及工作覆盖，探索适应团员流动性的基层组

余万户家庭受益。组织４００余万户农村家庭开展＂巾帼共

织体系建设，成立甘肃青年社会组织团工委。组织开展
新发展团员智慧团建系统录入及团员电子档案库创建工

建美丽家园清洁行动＂６万余场，命名省级＂美丽庭院＂
示范村１００个、示范户１０００ 户，带动各地命名＂美丽庭

作。严格按照《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指导

院＂示范户２３．２万户。

班１２期。开展＂学子归巢＂就业创业宣传，结合网络招

善行换积分、得褒奖。在平凉召开全省＂巾帼家美积分
超市＂暨＂美丽家园清洁行动＂现场推进会，开展＂健

育师资骨干培训班，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公益巡讲＂２１６

各级团组织持续落实推优入党制度安排。推动将＂推优

【维权关爱】全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９４项指标中，

入团＂工作作为加强初中少先队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
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

已达标８０项，达标率８５．１？？将２０２０年农村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连续第三年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班仪式上重要讲话精神暨全省基层团干部能力提升省级培

累计动员２１９．７９万名农村妇女参检，救助患病妇女９５５９

训示范班。开展＂青年之家＂等级评定工作，拨付４５个
３Ａ￣５Ａ＂青年之家＂支持经费１５１万元。全年依托＂青年

人。４．５万名＂爱心妈妈＂结对４．３万名农村留守儿童，

之家＂组织开展各类活动１０５９场次，参与青少年３１０３２

＂母亲微笑行动＂＂母亲邮包＂＂春蕾计划＂＂儿童快乐家

人次。

园＂＂爱心奶粉＂等各类公益项目３１００余万元。新建全国
（供稿∶魏嘉媛 颉 浩）

２０２１

开展关爱活动１．２万余次，捐助款物２６０万元。争取实施

及省级贫困妇女种养基地７３个、巾帼脱贫示范基地４７
个，带动近４万名贫困妇女依托扶贫产业就地就近就业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增收。
（供稿∶刘天杰）

【技能培训】甘肃省妇女联合会推进＂陇原巧手＂＂陇
原妹＂线上技能培训、信息发布、就业岗位对接和线下实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操训练相结合，组织巧手带头人开展直播带货培训３５次，

３００余万人参与。组织９家＂陇原妹＂家政合作企业＂一
站式＂培训输转＂陇原妹＂９２２０人，组织２万名贫困县农
村妇女接受理发美发、家政及巧手编织培训，举办妇女手

【文艺活动】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开展＂众志
成城战疫情——甘肃文艺界在行动＂抗疫防疫主题创作
活动，与中国甘肃网联合策划推出甘肃省文艺界战

群众团体｜ ２４７

ｏｄａｐａ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甘

ｏｅｕｖＥＡ

４ 肃文艺论坛——现状与未来∶甘肃如何

导Ｌ 从书法大省走向书法强省＂论坛。组织
实施＂圆梦工程＂文艺培训志愿行动

了厂，

２０２０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国文联〈甘肃）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来尝慰向演出活动

甘肃

“势利叠

年鉴
２０２１

——甘肃省培训项目，对全省５８个县
乡村学校少年宫和１２个重点项目实施
的教师学生进行线上线下培训。举办甘

肃省首届＂融入乡村生活·记录脱贫
故事＂网络作家培训班。完成陇西县定
ａＧａＬ己ａＳａＳａＧｅ５

业

监

广

福

福

西中医药科技中等专业学校＂影视小

屋＂和崇信县木林中学＂影视小屋＂的

创建活动。
【文艺创作】叶舟作品《敦煌本
纪》获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芳

＂疫＂主题文艺作品展播活动，先后刊发各类艺术作品

草》杂志年度大奖；滕飞作品《河西走
廊之嘉峪关》获国家广电总局２０１９年

２００余部。通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开展文艺创作、

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奖，情景剧《永远的经典》获第２６届

文艺表演、文艺培训、文艺评论等网络文艺宣传展示行

电视文艺＂星光奖＂提名奖；扎西才让诗集《桑多镇》

动，以＂文艺志愿＂话题发布短视频１００多部，涌现出
《方舱里的萨日朗》《定西处方》《响鞭迎春》《抗击疫情

荣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黑木
耳》入选２０２０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甘肃

国必胜》《抗击疫情我们在行动》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

省作协创作完成中国作协重大扶持项目定点生活报告文

品。甘肃省文联开展＂情系陇原＂文艺志愿艺术团连续
开展６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志愿活

学《战石油》，脱贫攻坚报告文学《拔河兮》《伟大历程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皋兰慰问演出

动，现场受众近万人次，网络直播受众达４００多万人次，

——散点透视陇上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甘肃扶贫纪
实》、歌曲《扶贫组歌》、＂决胜脱贫攻坚·描绘小康生

被省文明办授予全省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召开＂甘肃文

活＂美术作品展、＂助力脱贫攻坚·书写山乡巨变＂甘肃

艺论坛· 疫情后时代文艺创作传播对策研讨会＂，聚焦、

省扶贫书法作品展、＂脱贫攻坚·圆梦小康＂甘肃摄影

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文艺创作传播的变量与常

展、扶贫题材秦腔剧《村上春秋》等工作被列入甘肃省

量，对疫情后时代文艺创作和传播的面貌格局、机遇挑

委宣传部《伟大历程——甘肃扶贫纪实》记录工程。开

战、对策措施展开研讨。

展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甘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中共甘肃省委

肃卷和＂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工艺集

宣传部、甘肃省扶贫办共同主办＂决胜全面小康·决战

成·甘肃卷》《中国唐卡文化档案·甘南卷》的编纂、

脱贫攻坚＂甘肃省主题文艺采风创作和展览展演活动，
包括组织全国及省内知名作家通过采风创作反映脱贫攻

出版工作。完成《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丛书》之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甘肃张坝》初稿。电视连续剧《英

坚事业的大型报告文学集；组织省内外知名美术家、书

雄的旗帜》获国家广电总局２０２０年度专项资金扶持。创

法家、摄影家深入扶贫工作一线采风创作并举办脱贫攻
贫攻坚主题歌曲征集暨采风创作；组织创作脱贫攻坚题

作长篇纪实文学《重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２４个关
头》。微电影剧本《中巴公路沿线的中国人》获中国影协
剧本创作资金扶持、重点扶持项目。《大美肃北》《兴隆

材秦腔《村上春秋》并由专业院团排演；举办＂全面脱

四季》在＂第十三届中国旅游电视周暨第二届大运河文

贫攻坚奔小康＂甘肃陇东农民画作品展。甘肃省文联与
临夏州委宣传部在临夏市共同举办＂２０２０世界扶贫日·

化国际电视周旅游电视节目推选活动＂中分别荣获好专

题片奖和好宣传片奖。《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重走

百名著名艺术家写临夏画临夏拍临夏脱贫攻坚采风行活

来时路》《河西走廊之嘉峪关》《沙海传奇》人选国家广

动＂。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甘肃省文

播电视总局所推荐的２０１９年第四季度优秀国产纪录片。

联承办的＂崇德尚艺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文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获国家广电总局国产纪录片推

艺工作者巡回宣讲（甘肃站）活动＂在兰州启动。甘肃

优项目优秀长片奖，荣获第２６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纪
录片提名奖。荣获第 ２６届中国纪录片长片十优作品奖。
《百合花开》获对农专题片最佳作品奖；《希望的田野》

坚美术书法摄影专题作品展览；组织知名音乐家开展脱

省文联干部、各文艺家协会在兰理事会成员约４００余人

参加。
２４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荣获对农专题片优秀作品奖；《生态文明小康村》荣获美
丽乡村（县、镇、村）宣传片奖。

例，人均不超过０．１万元（含评估服务费）。
【残疾人权益保障】完成＂七五＂普法终期考核验

【文艺展演】现代秦腔剧《村上春秋》在兰州展演。

收工作，开展《民法典》宣传等普法行动，摄制残疾人

大型舞剧《问道崆峒》在兰州通过审演。举办＂２０２０金

普法专题片《撑起残疾人的天空》。畅通１２３８５服务热线

钟之星＇一带一路＇民族音乐会＂。首次和长城沿线９省
（市）联合举办＂交响丝路·如意甘肃——大型交响乐

等残疾人信访途径，全年接待信访３３５件次，转办率

１００？？办结率９９？？满意率９５？？上。推动市县残疾人

Ｉ门拿章

《长城》＂音乐会。举办＂为时代楷模立像——全国著名

美术家及甘肃美术家武威写生创作＂活动，并分别在武

法律救助站规范化建设，完善全省残疾人法律救助管理
系统，全年开展免费法律咨询３５次，协调办理侵权案件

威、兰州、北京举办展览。举办＂第四届中国民族美术

纠纷１８件。

甘肃
年鉴

双年展＂＂第四届＇朝圣敦煌＇——全国美术作品展＂。
举办＂经典碰撞·时空对话＂——舞剧《丝路花雨》与
《大梦敦煌》经典展演活动。举办＂助力脱贫攻坚·书写

等助学措施，所有未入学的残疾儿童均接受不同方式教

山乡巨变＂——甘肃省扶贫书法作品展。＂纸花流韵＂甘

性岗位安置残疾人２３２９人、贫困残疾人家庭成员６９７

肃剪纸艺术展在平凉市开展。甘肃火鸟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申报的电影《八步沙的儿女们》３个项目获得中国文联

人；对省内高等院校残疾人毕业生重点帮扶，发放求职
创业补贴５６．３万元，５６３人直接受益。全年完成残疾人各
类培训７５００人，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近７０００个，城镇

２０２０年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立项资助。
（供稿∶郭雅倩）

【残疾人教育就业】落实＂一人一案＂＂送教上门＂

２０２１

育。全年下达残疾人就业培训资金２０９６万元。通过公益

新增残疾人就业 １３００人、农村新增就业３６００人。组织参
加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岗位精英赛，荣获全国第八名的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成绩，位列西部省份第一。

（供稿∶胡拴锁）
【生活补贴和评残补贴】全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惠及２６．９万人，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９５．６？？？度残疾人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护理补贴惠及３５．３万人，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９６？？省

级下拨评残补贴资金３４１万元，为近３万残疾人提供办证

经费补贴，新办理、变更、换发残疾人证２２．９万本，制
发第三代残疾人证１１．６万张，持证残疾人由８３．６万增加

到８９．６万。

【公益事业发展】２０２０年，省侨联在酒泉市、张掖
市为５０名当地侨眷举办归侨侨眷技能培训班，依托兰州
爱尔眼科医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在天水市、临夏州举
办侨爱心义诊活动。联系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为庆阳、

【托养补贴和助盲就业】全省总投资３４９５．４７万元，

平凉、酒泉捐赠价值３０６万元的司迈设备３台；香港应善

对全省３３３５１名一级智力、精神（含多重）残疾人给予居

良基金会为西北师范大学３０名贫困新生捐资４２万元助学

家托养补贴，按照城市残疾人每人每次１５００元、农村残

金；浙江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继续投入５６２万元开展＂珍

疾人每人每次８００元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组织全省贫困
盲人保健按摩师２５０人，全省助盲就业脱贫行动业务师资

珠班＂项目，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继续投入３７．５万元开

展＂树人班＂项目；美国欣欣教育基金会为酒泉市瓜州

骨干１４０人参加业务培训；扶持新扩建盲人就业创业按摩

县腰站子东乡族镇中心小学捐助３５万元用于学生爱心餐

机构和省市培训实习基地６６家。

厅建设。

【残疾人康复救助】省市县三级全面落实残疾儿童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中

康复救助制度，投入资金近７０００万元，为残疾儿童开展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省侨联、省卫健委、省扶

手术、康复训练、辅具适配１万多人次。全年为１８．９万人

提供基本康复服务，为６．９万人提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

贫办结合全省实际，共同发起＂侨爱心·光明行＂公益
项目，由兰州爱尔眼科医院具体实施。３年来在兰州、白

全省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

银、临夏、定西等地开展筛查１０６５场次４４３６２人，发现

９５？？上，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

可术患者１０９１５人，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贫困白内障等

９９？？甘肃省６例辅助器具助力脱贫攻坚案例入选全国百

致盲性眼病患者实施复明手术３８０５例，基金援助金额

佳案例。全省总投资２０００万元，为省内视力残疾儿童实
施康复训练１６００例，每例０．５万元，训练时间不少于４个

３００万、人均基金使用７８８元。
【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成立】９月２２日下午，省

月；为全省听力、言语、脑瘫、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

侨联召开参政议政工作会议暨特聘专家委员会成立大

儿童实施康复训练或手术６００例，每例１．５万元，训练时

会，聘任７９名科技、经济、医药卫生、文化艺术、社会法

间不少于６个月；为全省残疾儿童适配辅助器具３０００

律等领域的领军人才和专家学者担任省侨联首批特聘专家。

群众团体｜ ２４９

【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成立】１０月 ２０日，由马来西

。
甘肃

间３个，联合专业机构打造＂科学Ｅ书坊＂项目。
【学术交流合作】举办以＂中医药在重大传染病防

亚——中国教育文化交流协会、澳大利亚甘肃同乡会、
泰国西北商会、加拿大加中甘肃总商会、中亚陇商会、

控中的作用＂为主题的第十届兰州生命科学论坛。邀请

日本甘肃同乡会、巴基斯坦甘肃同乡会等来自２１个国家
的２１家海外侨商社会组织和机构发起的甘肃省侨商海外

国内中医药及预防医学领域院士专家徐建国、黄璐琦、
吕嘉春、李应东、张志明共同探讨交流中医药在重大疫

联盟在兰州成立。

情防控中的效用和经验，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

（供稿∶ 周康宁）

年鉴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２０２１

制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和新业绩做主旨报告。组织
交通领域专家学者参加＂第 ２８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研讨
会＂，参与主办＂第１３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第１９届海

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第五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甘肃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７．１４？？超过＂十三五＂规划确定的６．２５？？省科

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坛、＂链通世界智创未来＂学术论
坛、甘肃省第四届肿瘤治疗黄河论坛、大数据助推庆阳

协举办以＂决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为主题的全
国科普日甘肃主场活动、科普大篷车项目２０周年主题年

能源化工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等学术交流活动。

等活动，实施中国流动科技馆＂跨界流动·助力基层＂
试点项目，并以基层科技场馆、流动科技馆等为载体，

国科协＂海智计划＂资助，甘肃省科协和兰州交通大学

【首届寒区旱区水环境国际论坛】１０月１７日，由中
主办的＂第一届寒区旱区水环境国际论坛＂在兰州交通

面向农村、社区、学校和企业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１．２

大学举行。论坛以＂寒区旱区水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

万余场次，覆盖人数达１５０万人次。支持甘肃科技馆和８

展＂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国际著名环境

个市县科技馆免费开放，推动建成２个县级科技馆，新建
青少年科学工作室２个、农村中学科技馆７５个、科普小

健康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Ｍｉｃｈａｅｌ、中科院西北

院１０个。认定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全省科普教育基地５２家。甘

肃科技馆借助＂线上＋线下＂＂场馆＋网络＂相结合的科普
方式，线上举办第３５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创

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等活动，组织开展五项学科竞

赛、青少年云上科学营等活动，策划开展科技馆联合行
动、线上微课堂、科普大讲堂等２０余项线上线下科普活

动，累计参与人数近６０万人次。开展《律动世界——化
学元素周期表专题展》、２０２０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暨甘肃

院国家杰出青年赵文智等来自美国、法国等６个国家的
４０余位专家学者作学术报告。论坛分为主会场论坛和
＂水资源调控及高效利用＂＂流域水循环与水文生态＂＂寒

旱区环境健康风险与综合治理＂＂流域环境管理与高质量
发展＂４个分会场论坛。与会专家围绕寒区旱区水资源、

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经济的综合管理及治理新

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展开对话与讨论，为寒区旱区水
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交流平台和智力支撑。
（供稿∶李晓伟 聂中民）

省第五届科普讲解大赛、科普大讲堂等１０余项科普展教
活动。全省免费开放科技馆年均接
待量超１３５万人次，甘肃科技馆全
年接待观众２１万余人次，开展展

教活动 ４５００次，受益人数达９７万

人次。全年举办科普大篷车社会化
运行＂一车一品＂巡展活动４００余
场次，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科普大

篷车配发总量达９４辆，累计总行
驶里程６７．９万千米，开展活动５３６９

场次，服务基层公众４２４万人次。
省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在疫情期间
配发各类科普宣传挂图６０套、新

冠肺炎全面解读手册１００００册、宣
传彩页 ２０００份、科普图书５０００

册、折页 ８０００份。建成科普ｅ站
３９２个，在全省实施科普信息化项

目１３个、打造＂智慧科普＂样板
２５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０月１７日，首届寒区旱区水环境国际论坛在兰州举办

社会主义学院、《团结报》驻甘肃记者站和临夏州八松中

学等一线单位和有关部门。

甘肃省法学会

【联络交流】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系江苏金陵

【换届工作】６月２３日，甘肃省法学会第八次全省

教育集团董事长在兰州新区、兰州、庆阳三地调研考察

会员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林铎出席大会，省委副书记孙伟讲话。中国法学会副

甘肃民办教育和职业教育情况，与兰州新区职教园区、

会长张苏军作书面致辞。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胡

民办企业座谈交流。邀请珠澳清华紫荆同学会会长马志

焯主持会议。李元平、王嘉毅、陈克恭、张世珍、余

忠一行，在陇南文县范坝镇高桥村开展爱心公益活动，

建、张海波、朱玉出席开幕式。会议审议通过省法学会

调研考察范坝镇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产业发展情况，提出

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八届理事会领导机

＂关于把文县及陇南地区中草药产业发展纳入粤澳合作中

构，胡焯当选为理事会会长。在本次大会上成立省法学

医药科技产业园国家战略建议＂报省委统战部。与省教

会学术委员会，聘请学术委员。

育厅联系，数名高校毕业生和教师到广东岭南职业技术

【法治宣传】省法学会联合省委依法治省办举行学

省教育厅、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和庆阳市有关部门、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学院就业、任职。
（供稿∶姚惠珍）

习贯彻《民法典》座谈会。开展＂双百＂宣讲，全年共
举办各类报告会、讲座、讲堂等活动１０８余场，到场听众

人数累计２９４６０余人。省法学会联合有关部门组织省内各

甘肃省慈善总会

大专院校普法志愿者在兰州市民广场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的方式，开展宪法知识宣传。在

【疫情募捐】１月２７日，甘肃省慈善总会向社会各

疫情防控期间，各级法学会共组织近１５万公共法律服务

界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募捐倡议书，１月２９日省慈善

志愿者下沉基层一线，参与卡口执勤等法律服务活动。

总会接受第一笔捐赠物资，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

采用微信公众号、ＬＥＤ播放、悬挂横幅、展板、编发

有限公司、甘肃东阳集团、甘肃浙江企业联合会、蒙牛

《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法律知识问答》宣传资料等方式，普

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疫情防控知识，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泰国联航旅运、广州华邦集团、甘肃翰林医疗科技有限

的宣传教育。２０２０年《甘肃法学》编辑出版《甘肃法

责任公司、甘肃鸿蒙大健康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天水西

学》刊物６期、换届专刊１期，共刊登文章８０余篇，５０
余万字，刊登图片９０余幅。
【法学研究】省法学会与有关高校联合主办了＂第

联蜂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啤酒甘肃销售公司、中华慈

二届地方立法理论与实务论坛＂和＂第三届丝绸之路沿

微信捐赠账号和捐款二维码，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共接

线国家法治合作高端论坛＂，组织全省法学法律工作者参
与第十五届西部法治论坛、第八届关天经济区域论坛等

收捐赠款物７８４．３万元，其中资金２４６．３万元，物资价值

学术交流活动。完成中国法学会重点委托课题研究工
作，全年全省共组织论文８００多篇参与中国法学会和其他

善总会、天津市慈善协会等一大批单位、企业和许多爱
心人士慷慨解囊。省慈善总会增设线上捐款渠道，开设

５３８万元。履行信息公开义务，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向社会公示捐赠款物的接收发放情况。坚持日报制
度，每天将捐款捐物情况向省民政厅、审计署兰州特派

省（区、市）法学会组织的各类法治论坛和学术交流活

办报告，主动接受监督审计，实现抗疫募捐和救助全程

动。选送２００余篇参加评奖，共有３５篇优秀论文在各类

公开透明。

论坛中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

（供稿∶刘志峰）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慈善募捐】甘肃省慈善总会借助＂互联网＋慈善＂
平台，在＂９９公益日＂期间，＂传递光明、点亮希望＂

＂让脑瘫儿童跑起来＂＂慈善情暖陇原＂３个筹款项目
２４９６７人次参加捐款，募集资金１７０．８万元。与兰州晨报
社联合开展＂阳光助学＂活动，浙江中烟集团、省烟草

【疫情捐赠】珠澳清华紫荆同学会会长、甘肃省海

公司各捐款５０万元，省福彩中心捐款３０万元，浙江省南

外联谊会副会长马志忠筹集４５万元购买３．３万只医用口罩
和３Ｍ（ＦＦＰ１）口罩。经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协调，无

湖附属学校教育基金会捐款１４万元，天津市慈善协会捐

偿捐赠至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９４０医院、陇南

市文县、甘南州舟曲县１０个对口帮扶村、兰州公交集团

款１０万元，共筹募助学资金１６０．８万元。浙江万向集团助
学捐款１６２．３万元，大慈助学基金筹集６２．８８万元，甘肃

第二客运公司、兰州公交集团第三客运公司、兰州市城

忠恒房地产公司捐助修建学校资金４０万元。爱尔眼科医
院捐款１００万元，兰州手足外科医院捐款１０万元，兰州

关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陇南市两当县招商局、甘肃

中医脑病康复医院捐款８万元。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群众团体 ｜ ２５１

，

捐赠定向扶贫资金４５０万元。赠予亚洲（美国）北京代表

旦、春节期间，省慈善总会筹措款物４７４．６万元，向岷

处捐赠援建塘坝、净水器资金１４５．２万元，天津市慈善协

县、临夏、西和、礼县等５个县各捐赠２５万元资金和御

会捐赠慈善扶贫项目资金２１５万元，广东省华邦慈善基金
会通过省慈善总会向陇南灾区捐款５００万元，向省慈善总

寒棉衣。

公司向省内家境困难学生捐赠保险价值２亿元。中华慈善

甘肃 １０万个口罩价值１０万元、为２０个农村书屋捐赠图书３７００
年鉴 册、捐赠药品价值３８１６．６２万元。浙江省台州慈善功德会
总会捐赠衣物价值２６４万元、两台救护车价值１９．６万元、

２０２１

（供稿∶甘肃省慈善总会）

会大慈教育基金３年捐款２０００万元，华邦所属华农保险

捐赠款物价值３８６万元。兰州苏格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价值４００万元的净水器。爱心企业甘肃国芳工贸（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衣物价值７３．６万元。至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底，甘肃省慈善总会全年共募集款物８３４７．５万元，其

中募集资金２９００万元，物资价值５４４７．５万元。
【慈善项目】天津市慈善协会援助甘肃省第三批慈

善扶贫项目共确定援助项目７个、投入资金（含物资）
３５６万元。与《兰州晨报》合作，募集资金１５４．５万元，
救助家境困难且考入二本以上贫困学子３０９名。省慈善总

会大慈助学基金捐资１７万元，救助农村家境困难的高中
学生１７０名。捐资２４．４万元，为临潭、临洮部分乡村学校
修建基础设施。争取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向全

省城乡家境困难的大病患者发放药品价值３８１６．６２万元，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评审立项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９８项，其中，一般项

目７６项，省社科联与市（州）社科联联合项目２２项。组
织启动《陇右文库》编纂出版工作，编纂完成首期成果
《陇右文库·方志库（一）》。编辑出版《社科纵横》１２
期，刊发文章２８０篇。与甘肃省齐家文化研究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编《齐
家文化百年研究文丛》。与陇南、天水、宝鸡市社科联联

合举办首届＂秦文化＂论坛。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库、人才库。
【社科宣传普及】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以＂普

及社会科学知识，助力决战脱贫攻坚＂为主题，在张掖

市甘州区碱滩镇普家庄村启动并在全省各地举办社会科
学宣传普及周活动。在全省评选命名第二批＂甘肃省社

助１１人次。中华慈善总会通过甘肃省慈善总会向甘南州

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３１个。制定印发《甘肃省社会科
学普及示范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与省图书馆联办
＂周末名家讲坛＂２１场次，受众约３０００人次。

藏医院、临夏州综合福利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各捐赠救护
车１台，价值１９．６万元。美国＂微笑列车＂援助８７．５８万

学界联合会接收甘肃睿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甘肃省

元，为全省１８２名唇腭裂患者免费做了矫治手术。兰州中

金诚信财务管理与会计研究院、甘肃省企业创新发展研

医脑病康复医院利用＂９９公益日＂平台，募集资金９．４７

究院等３个社会组织为主管社会组织，吸纳甘肃省齐家文

万元，在农村开展脑病儿童的康复救治。省慈善总会向

会向陇南捐赠灾后重建资金５００万元。赠予亚洲（美国）

化研究会为团体会员，与甘肃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甘肃
省咨询业协会、甘肃省世界语协会等３个协会完成脱钩。
推动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农业大学、河西学院、陇东学
院、兰州财经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６家高校成立社科联

北京代表处投资２００万元＂水项目＂当年新建８座塘坝，

组织，并吸纳为省社科联团体会员。

救助白血病２１８人次、肝癌肾癌２７人次、肺癌７４人
（次）、结肠癌２人次、骨髓纤维化３６人次、其他大病救

陇南下拨灾民生活救助资金２００万元，向甘南下拨灾民生
活救助资金１００万元。广州华邦慈善基金会通过省慈善总

捐助乡村敬老院、学校价值６０万元的净水设备２０套。元

２５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社会组织管理和高校社科联建设】甘肃省社会科

（供稿∶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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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建设】省军区深入贯彻军委和军委国防动员部

甘肃省军区

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召开省军区党委全会专题分析基层
形势、部署抓建任务，组织《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学习

【思想政治建设】 甘肃省军区（以下简称＂省军

培训，落实省军区年度抓建基层计划和为基层办实事计

区＂）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划，答复解决基层反映的４３条矛盾困难。大力加强＂三

习近平强军思想理论武装，跟进学习习主席最新重要讲

项基础＂建设，召开全省工作推进会，形成１０项实施规
范、１２项考评标准、１２项重点问题研讨成果。

话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完成４个专题党委中心组
学习，组织师团职干部理论培训，持续夯实思想理论根
基。持续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红色基
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广泛开展主题实践活

【后装保障】省军区坚持以遂行应急保障任务为牵

引，研究论证加强国防动员后勤装备＂四个保障区＂建

动，常态开展形势政策、职能使命、疫情防控和＂四

设，为部队补充配备武器装备、车辆。深入开展后勤重
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军以上领导干部公寓住房清理整

反＂教育，大力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持续推

治和擅自处置房地产清理，解决６２项历史遗留经费和７

进红色资源挖掘工程。
战备训练】省军区坚持按实战要求推进备战打仗

项首批移交资产项目遗留问题，后装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征兵工作】省军区全面开展新兵役前教育训练，

工作，制定方案计划，开展战备值班和指挥信息系统综

全程实施征兵＂五率＂（报名率、上站率、合格率、择优

合整治，加强战备基础建设，组织民兵分队和国防动员

率、退兵率）量化考评，制定完善加强和改进高原兵征

专业队伍接受战区拉动检验。落实军委开训动员令，抓

集措施办法，圆满完成年度新兵征集和士官招收任务，

首长机关训练、民兵轮训备勤，组织参谋人员、民兵教
练员和专武干部比武竞赛，参加战区战役演习，同步组

大学生征集比例，高出国家下达指导比例１４？？

织省军区联合指挥演练，应急应战能力得到有力提升。
【国防动员】省军区围绕完善国防动员体系战略目
标，扎实开展国防动员＂十三五＂规划总结评估，研究

预备役，指导学校教官承担军训任务，完成部分普通高

论证国防动员＂十四五＂规划建设项目，编建国防动员
专业保障队伍，开展重点领域国防动员潜力核查，与企
业签订征用补偿协议，开展战时后勤军民融合保障演练。

学生军训】省军区先后协调派出现役官兵、民兵

等学校、部分中学学生的军训任务。
【抢险救灾】省军区先后组织民兵７．１万人次进行
抢险救灾、维稳备勤、疫情防控等任务，为保卫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省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贡献。
【双拥共建】 省军区开展＂为军服务、为兵解忧＂

军事 法治｜ ２５３

活动，牵头召开甘肃省庆＂八一＂军地座谈会，广泛开

优抚对象办法，根据部队的个性化需求采购实物慰问，

展＂五个一＂和＂情系边海防＂拥军活动，协调解决全

累计走访部队３２０次、慰问军人军属近４万人次、发放各

省军转干部安置、军人家属就业和军人子女入学入托优

类慰问金（品）７５００万元。疫情期间，组织退役军人投
身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３０００万元，专门对２９４户在
鄂＂抗疫＂军队医护人员家庭开展＂五个一＂活动，解

待，全省９个市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
（供稿∶赵兴武 郭丽莉）

决实际困难。全面推进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工

良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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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军人事务
【就业安置】全年按计划推进计划分配军转干部、

作，指导各地开展达标活动，兰州、天水、酒泉、张
掖、平凉、白银、金昌、定西和武威９个市被表彰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镇政府被表彰为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军休人员、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爱国拥军模范单位＂，３人被表彰为＂爱国拥军模范＂

退伍土兵安置工作。统筹推进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

＂拥政爱民模范＂。

（供稿∶刘聪）

训，投入２０６３万元，对退役士兵开展＂三免一补＂培
训。征集２６０家信誉佳、前景好、能够提供一定就业岗位
的企业，组建＂甘肃省直招退役军人企业目录库＂。省市

人民防空

县联动举办网上招聘和专场招聘会１８０场次，３０００家用
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３．７万个，积极帮助退役军人就业上
岗。启动＂邮储银行杯·甘肃省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工程管理】提出人防工程项目审批、建设、验
收、责任等方面的＂三个严格，七个禁止＂ 工作要求，

大赛＂，８７个团队角逐省复赛，３个团队晋级全国决赛，
有效激发广大退役军人＂双创＂热情，提振复工复产信

启动人防工程质量建设年活动，制定了实施方案，明确８
方面２２项的具体内容，修订９个人防工程方面的规章制

心。

度，编制《人防工程常见问题及对策实用手册》，举办全

【服务体系】全省共建成各级服务中心（站）１８７８７

省人防工程监理业务培训班，建成人防工程管理信息数

个，组建率达到１００？？服务中心核定编制７８０名、到位

据库，召开全省人防建设有关问题座谈会和质量建设年

７４８人，服务站有专兼职工作人员２６１２３人。省级中心办

活动推进会，开展在建人防工程质量和人防防护设备质

公总面积４２２平方米、市级平均３４６．５平方米、县级平均

量检测，取消与甘肃人防企业协会的行政监管，打破了

１８７．８５平方米，乡（镇、街道）服务站平均９３．０７平方

多年制约人防系统的行业垄断。

米、村（社区）平均４５．２５平方米。

【易地建设费管理】统计分析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９年底

【权益维护】设立省市县三级退役军人信访场所，

全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向各

创新建立＂首办责任、带班接访、定期下访、全员接

市州人防办下发了《关于统计人防易地建设费欠

访、办件回访＂的工作制度和＂日通报、周研判、月分

（漏）缴情况的通知》《关于加强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

析、季讲评、年考核＂的督办机制，召开信访协调会、
矛盾问题攻坚推进会９次，按规定办理信访件５８１２件

建设费征收使用管理的通知》。追缴８．７亿元，占欠缴

资金的７０？？

（人次）。持续开展退役军人矛盾问题攻坚化解工作，部

【宣传教育】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成

督重点事件、省本级挂账督办事项均建立攻坚台账、制

立７０周年系列活动，制作＇７０周年人防建设成果图片

定对策措施、实行领导包案，化解率达到９２？？

展＇，开展＂９·１８＂警报试鸣活动和＂１２·４＂宪法宣传

【服务保障】狠抓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落

实日调度、周通报、月报告制度，完成３２０２８人的６．７９亿

日活动，在嘉峪关和酒泉市举办了全省人防宣传教育现

场会。

元缴费任务。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活动，建立结对

【战备建设】启动《人民防空方案》的修订和第三

帮扶退役军人的工作机制，全省系统１１１０名干部联系退

代军用短波电台建设和省本级指挥所视频会议系统升级

役军人，基本实现重点优抚对象结对帮扶全覆盖。结合

改造项目工作，召开全省修订人民防空方案任务部署

困难退役军人建档立卡，掌握了解困难退役军人家庭生

会，签订《沿黄九省（区）人民防空合作协调机制框架

活情况，及时提供个性化、亲情化帮扶，２０２０年走访慰

协议》，联合沿黄九省（区）人防部门开展了５次常态化

问困难退役军人帮办实事２０００件。成立甘肃省退役军人

联合训练演练。举办全省人防组织指挥实战演训，省市县

关爱基金会。

三级人防指挥部开展了人民防空室内推演。举办提高国防

【双拥共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严格落实党委议

军会、军地联席会、定期走访慰问、领导干部参加＂军
事日＂活动等制度，制定出台走访慰问驻甘部队和重点

２５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安全意识、实现人防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协调省编办联合

下发《关于加强市县人民防空机构工作力量的通知》。

（供稿∶刘志远）

体。建设＂三个智库＂，成立市域社会治理研究院、平安

政法工作

甘肃建设研究院、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中心，对社会治

【平安甘肃建设】构建＂大平安＂格局。落实《平

理重点难点问题进行集中攻关。打造＂四大中心＂，建立
以综治中心为龙头、各部门联动的矛盾纠纷综合化解中

安甘肃建设责任制考评奖惩办法》，调动干部各方面参与
平安建设的积极性。决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以

心；优化公安指挥中心职能，提升情指一体化合成作战
效能；推动建设便民服务中心，叫响＂１２３４５———有事找

＂一十百千万＂和＂六清＂行动为牵引，打掉涉黑组织５

个、涉恶集团２２个、恶势力团伙５３个、＂村霸＂３３个，

政府＂；发挥政务服务中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方便群
众、理顺情绪、增加和谐。织密＂六张网络＂，省委办公

查扣涉案资产３２．３４亿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全省立体化信息化社

伞＂６０２起、处理２１６０人，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统一谋划建设＂六位一

１２４１个，群众对专项斗争的满意度为９６．３７？？高出全国

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了重点部位视频监控全

平均水平１．２６？？衡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效的５项指标

覆盖，选聘网格员１０．７２万名、治安户长６万余名、群防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开展＂陇
风＂＂云剑＂＂断卡＂＂净网＂等系列行动，整治电信网

群治队员４万余名。

络诈骗犯罪实现突破，破案数和抓获犯罪嫌疑人数翻了
两番，破案率达到５９．６？？发案首现回落。扎实开展命

普法等各项工作，纵深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解

决制约执法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推进政法机构

案积案攻坚和易引发命案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行命案

改革。调整森林公安管理体制，民航甘肃机场公安局完

连续两年破案率１００？？库存命案逃犯降至近１０年最

成交接。召开甘肃省法学会第八次全省会员代表大会，

低。完善落实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问题治理常态化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推进司法体制综

机制，社会面秩序持续好转。道路交通四项指数分别下
降３．３？？５．２？？４．５？１６．４？？全省未发生重特大道路

合配套改革。组织开展两批法官检察官入额遴选工作，
遴选员额法官２２４名、员额检察官１０５名。推进以审判为

交通事故。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制度改革。推进执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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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体制建设】积极协调推动立法、执法、司法、

【社会保障服务】查处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问题，

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和建设，细化落实党的领导监

依法追讨农民工工资１亿多元。召开全省政法机关服务民

督、政法单位内部制约监督、政法单位互相制约监督、

营企业座谈会，出台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提供司

社会监督、智能管理监督＂五大监督＂具体措施。制定

法服务保障２４条措施、公安机关服务夜间经济１５条措

施、《关于推进行政柔性执法进一步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检察机关派驻公安机关办案中心检察室案件评查实施办
法和＂优劣质案件＂评选实施办法。推进＂一站式＂多

指导意见》，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１８５６件，依法妥

元解纷机制建设，甘肃被确定为全国集约化送达工作试

善审理环境资源案件６１１５件，追偿生态修复费用２．１亿

点省份。推进政法信息化建设。在５个市州先行试点政法

元，让破坏环境者为恢复环境＂买单＂。从严从细从实做
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通过公安大数据平台推送涉疫信
息２１万余条，精准筛查中高风险区来甘人员４２万人，办

跨部门大数据协同办案平台建设，推动刑事案件全网办

理涉疫违法犯罪案件７６０件，检察机关批准逮捕９０人、

Ｎ门拿育

理、执法司法全程监督、政法数据深度共享。＂智慧法
院＂建设排名全国第１３位，完成检察机关三级院工作
网、局域网建设，甘肃公安数字警务跻身全国前列，实

提起公诉１３７人，法院审结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４８

现＂智慧司法＂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推进法治宣传

件，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法治保障。开展涉疫风

和公共法律服务。做好＂七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开

险隐患排查化解专项行动，调处重点矛盾纠纷４０００起。

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百村创建＂活动，＂十个一＂活动

广大民警全力参与陇东南地区抗洪抢险救灾，有力保护

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聚焦实现＂１２３４５＂公共法律

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社会治理】全省１０个市（州）进入全国第一期试

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加快推进＂三台融合＂。推进刑事案

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和律师调解试点工作，集中开展律师

点，其他市州同步推进，兰州市试点经验在全国进行交

违规兼职专项清理。

（供稿∶甘肃省政法委）

流。做强＂一个支撑＂，统一规划建设平安甘肃信息化支

撑管理平台建设，定期发布各地＂平安指数＂，上线运行
＂命案预警防范系统＂，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用好

法治政府建设

＂两个抓手＂，实现省、市、县、乡四级综治中心实体化
建设全覆盖，１３６２个乡镇（街道）政法委员配备全覆

【综述】２０２０年，省司法厅全面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

盖，为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统筹基层政法工作提供新载

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好法治工作重大决定备

军事 法治｜ ２５５

案和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工作。着眼全面依法治国战
略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及时提请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

公安工作

委员会第三次、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２０年依法治省

，

工作要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确保中央全面依法

【维护政治安全】开展反分裂、反颠覆、反恐怖、

治国各项决策及时部署落实。推动协调省委全面依法治
省委员会立法协调小组、司法协调小组、守法普法协调

反渗透、反邪教斗争，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加强民

小组、执法协调小组召开年度第一次会议，实现各领域

面；持续加强严打暴恐专项行动，完成３５个公安检查站

甘肃 法治建设工作及时部署、有力推进。贯彻落实省委、省
年鉴 政府关于依法治省指示批示精神，狠抓２０２０年依法治省
２０２１ 工作要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落实，组织实施２０２０

族宗教领域依法治理，巩固了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局

智慧化改造，层圈过滤暴恐风险，守住了不发生暴恐案
事件的底线；严密防范各类渗透破坏活动，依法查处各
类邪教案件多起，推进网络空间秩序整治，守住了主流

年甘肃省法治为民办实事（省级）１０件项目，人民群众
法治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开展２０１９年度法治建设绩效考

意识形态阵地；组织开展两次大规模应急处突拉练演

评工作，组织第三方开展群众满意度评估，确定１４个市

打击违法犯罪】立各类刑事案件６．６万起，刑事发

（州）及１００个省直部门（单位）法治建设绩效考评等

案降至近１０年最低，全省现行命案连续两年保持全破，
累计攻破命案积案１２７起，抓获上网逃犯６６８６名，社会

次。在甘肃卫视开办《法治伴你行》栏目，已播出２５
期。开展报告会、巡回宣讲、微动漫展播等＂十个一＂

练，提升了防范处置能力。

治安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

活动，深人推动《民法典》学习宣传。全面启动省级法
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嘉峪关市入选第一批全面法

累计打掉涉黑组织６０个、恶势力犯罪集团１８６个、恶势

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人。生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１．７

【行政立法】完成《甘肃省中医药条例》《甘肃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等１１件法规审查修改，建立敦煌研究

万起，现案破案率２２．１？？创历史新高。深入推进外流贩

院等２０个政府立法联系点，调动全社会参与立法积极

克。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破获经济犯罪案件１６００

性。对省政府１１０件现行有效政府规章进行全面清理，

起，挽回经济损失１３亿元，侦破网络赌博案件３０余起，

修改１１件、废止１０件；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等领域规章

破获的＂１·１９＂跨境赌博案件被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案

规范性文件清理，全省共梳理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

例，破获涉黄涉赌、涉枪涉爆、食药环等领域案件千起。
【公共安全管理】推动＂智慧交管＂＂智慧城市＂融

６１４３件。

力团伙４０７个、＂村霸＂１９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８９２０

毒治理工作，破获毒品案件千余起，缴获各类毒品２８０千

【行政执法】对１４个市州７０家重点执法单位开展突

合发展，持续优化道路交通管理模式，开展冬季交通安

击式抽查，发现问题现场指出并责令整改。严格审核确

全整治百日会战，强化重点车辆、重点路段安全隐患排

认各级行政执法主体，部署开展２０２０年行政执法案卷评

查整治，查处＂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毒驾等严重交通

查工作，建立健全执法案卷评查制度。依托＂信用中

违法行为，道路交通四项指数全面下降，全省未发生重

国＂双公示平台，公示各类执法信息百万余条。与省直

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护航经济发展】推进公安法治扶贫，实施对口帮

部门联合开展各类行政执法监督活动，构建＂大监督＂

格局。

扶项目，帮扶贫困村全部摘帽、贫困户全部脱贫。全面

【行政复议与应诉】加强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办
结行政复议案件９９件、国务院裁决１０件，办理一审、二
审行政应诉案件５４件，制作各类法律文书３００份，未出

放宽落户政策，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４０．８７？？超

现超期办案情况。

持续推进＂一网通办＂，１３０个服务事项入驻公安政务服
务平台，１００余项公安业务实现掌上办理。统筹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出优化社会服务管理１５

【法律事务】着眼推动依法决策，依法办理政府经

济领域重大行政决策、战略合作协议等法律事务１２６件，

额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完成全省５８６万张标准二维

码门楼牌设置和启用工作，推动管理服务＂码＂上办。

提出法律意见３２１条，审核完成４５家省直部门政务服务
事项和目录清单２１３２项，出具法律意见２４３８条，确保重

条、助力地摊经济发展＂五维护两便利＂等举措，服务

大行政决策合法合规、正确实施。
【备案审查】各市州政府及省政府各部门报备行政规

【智慧公安建设】推进公安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
用，整合汇聚各类数据资源近２万亿条，是全国第一批接

范性文件２００余件，省厅向国务院报备省政府规章２件，
办理合法性审核１５０余件。

小区４９１个。

（供稿∶赵 涌）
２５６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保障＂六稳＂＂六保＂工作大局。

入公安部大数据平台的６个省份之一，全省建成智慧安防
【深化公安改革】深入贯彻中央、省部改革部署，完

成机场公安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矿区公安和森林公安机

勤联动警务协作工作方案》，建立甘陕两省高速公路＂信

关管理体制调整，完成厅机关科级机构设置工作。以执

息共享、联勤联动、快速处置、协同共治＂勤务机制，细

法监督管理机制改革为抓手，深入推进法治公安建设，
建成标准化执法办案中心６４个，研发执法质量网上考评

化＂一路一策＂管控措施，携手破解各种制约交通管理工
作的难点和瓶颈问题。

系统并获得国家专利，健全完善执法管理制度７０余项。

（供稿∶甘肃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供稿∶房延河）

交通安全管理

ｈ门拿窄

甘肃

检察工作
【六项重点工作】省检察院依法惩治危害国防利益犯

【交通安全治理】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印发《百日

罪，协调处理涉军民事、行政纠纷。全力投入平安甘肃建

会战实施方案》，向成员单位下达责任清单，细化明确１２

设，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等侵财犯罪１９４６人，起诉金融诈

个成员单位５大战役２２项硬指标，从省公安厅、省交通

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６９６人。省检察院联合省卫健

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抽调人员组成４个联合督导组，由

厅级干部带队对百日会战进行３轮全覆盖跟进督导，每日

委等部门开展＂创建平安医院、优化医疗环境＂专项行
动，起诉涉医犯罪１２１人。严惩危害＂三农＂犯罪，批捕

发布百日会战战果排名＂两张表＂，通过移动警务终端推
送１４个市州、８６个县市区公安局局长。制定《恶劣天气

２０８８人，起诉６０４８人。落实扶贫领域涉案财物快速返还
机制，落实司法救助＂应救尽救＂，三级法院实现全覆

交通应急管理联动工作方案》，推广＂２＋４＋４＂区域联防

盖，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３１１人７７６．９万元。开展侵害农民

联控机制。对＂三率＂未清零的２４５辆营运车、８９名营

工权益犯罪专项监督，联合省人社厅挂牌督办案件６０件，

运驾驶人以及内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５６家企事
业单位限期整改。启动１４９个执法站、４８２个执勤点，查

起诉恶意欠薪犯罪８８人，支持起诉２５５件，帮助９１３名农

处各类交通违法２７５．３３万起，其中现场查处１３９．５３万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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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追回欠薪１４４０．３万元。强化＂十项司法举措＂，联合
省水利厅深化＂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指

导各地开展水土保持、污染治理等特色小专项。严厉打击

起，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７０人、下降１６．３６？？
【＂智慧交管＂建设】审定通过《＂智慧交管＂三

破坏生态环境犯罪，会同省公安厅、生态环境厅等部门开

年规划》。７月１５日，召开全省公安＂智慧交管＂工作部

展打击破坏稀土资源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批捕３９人，起

署会，＂智慧交管＂各项工作在全省各地有序开展。加强

诉２６５人。加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立案２０３９件，履

内外协调工作、与省交通厅共同召开＂智慧交管＂建设

行诉前程序１６７５件，提起公益诉讼１０６件。践行恢复性司

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协调会，形成会议纪要，明确共用交
通部门杆件基础、交通部门收费站ＭＴＣ和 ＥＴＣ卡口过车

法理念，督促恢复林地、耕地２．３万亩，治理被污染水源
地２４１９亩，通过提起诉讼、支持起诉等方式追偿生态修复

数据；向省交通厅提交七道梁长下坡路段预防大货车失

费用２．１亿元。联合省工商联持续深化＂维护民企权益，

控的工作建议，完成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与警综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严惩侵犯民企权益犯罪，批捕

平台的对接。通过研发货车通行二维码，提升３５０Ｍ基站

覆盖范围，推广无人机巡航勤务，打造指挥调度一张

７６２人，起诉１８０９人。出台涉民企＂慎捕慎诉＂实施细
则，明确１６条不批捕、不起诉情形，省检察院同步审查把

图，增设交通标志，施划交通标线，发布交管通告，依

关５５３件，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不批捕２７８人、不

托高德、百度地图关联推送交管信息，实现天气、路

起诉６９２人，不捕、不诉率分别高于普通刑事案件８．６、

况、违法、事故等数字化服务管理。
【道路交通管理网格化】研究制定框架式指导性意见

１３．７个百分点。对１８名无羁押必要的企业负责人监督变更

和高速公路＂路长制＂工作方案，在公安交管部门推行上
下贯通、全路覆盖的＂路长制＂。各级路长深入一线组织

冻结资金７５５．７万元，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涉企民事、行政
生效裁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１２１件。开展＂千人进

推动工作，统筹协调研究解决问题，＂一路一策＂制定事
故预防措施，构建起一个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应急指挥

万企＂活动，走访商会、企业１０４５９家，帮助解决涉法涉

网络，初步形成了网格化、精准化管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

实＂十个必须＂ 、统筹＂五对关系＂ ，保持打击锋芒，

理新机制。１１月５日，甘肃、陕西两省公安交管部门、连

批捕３３３人，起诉１７２７人。严把质量关，侦查机关以涉黑

霍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在天水召开了推进＂路长制＂工
作暨公安交管警务协作会议，甘肃、陕西省公安厅交警总

恶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不认定２８件；未以涉黑恶移送
的，依法认定３３件。开展＂六清＂行动，加大＂破网打

队签署《甘肃陕西高速公路公安交管警务协作框架协

伞＂＂打财断血＂力度，向纪委监委移送＂伞网＂线索２７５

议》，两省相邻的８个交警支队分别签订《省际公安交管联

条，直接立案侦查５３人，提出追缴＂黑财＂检察建议３３２

强制措施，清理９２件涉民企刑事＂挂案＂，监督解除违法

诉问题８９９个、挽损４６９１．７万元。把牢＂五个定位＂、落

军事 法治｜２５７

件。积极参与＂７．０２＂专案办理。坚持＂一案一治理＂，制

行监督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９１６万元。

发检察建议４９２件。省检察院向１４家省直单位集中公开送

【公益诉讼】出台并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达《检察建议书》，助推十大行业清源促治。完善监委、
检察院衔接机制，提前介入调查３１７件，受理监委移送案

《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坚持＂实体程序

件４０３件，自行补充侦查１９２件，起诉３４９人。立案侦查司

并重、解决问题为要＂，当好＂公共利益代表＂。持续加
大办案力度，发现线索４１３０件、立案３８９６件，同比分别

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６０人。办理群众信访１３７７５件，

上升３６．２？４４．７？？基层检察院办理食药、生态环保类

甘肃 三级院领导带头接访１１７２件，开展以案释法１６１３４场次、

公益诉讼实现全覆盖。办理新领域公益诉讼１０２０件，发

，

年鉴 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６０５８件，采纳率９９．５？？

公开听证１３８２场次。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理问题，向相

２０２１

出诉前检察建议８９０件。联合省文物局开展国有文物保护
专项检察监督活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甘肃省

【刑事检察】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批准逮捕

文物保护工作作了专题报道。构建协同化社会化公益保

１０１７１人，起诉２３９００人。树立＂少捕慎诉慎押＂理念，

护格局，推行公益诉讼志愿者、观察员、举报奖励及圆

对不构成犯罪或无逮捕必要的不批捕４３２５人。加强刑事

桌会议、公开宣告送达等制度，加强跨区域、跨部门协

诉讼监督，监督立案３２９件、撤案４４７件；通过严审细

作配合，鼓励、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支持检察公益诉

查，纠正漏捕４２８人、漏诉８９８人；对适用强制措施不
当等提出书面纠正意见７８０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
裁判提出抗诉１８２件，已改判和发回重审６９件。加强刑

讼，凝聚保护合力。

事执行监督，全面推行＂派驻＋巡回＂模式，对３个监

选升一批高级检察官。落实办案责任制，细化完善＂权

狱开展交叉巡回检察；同步审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
执行８７１５人，监督纠正８４４人；核查财产刑罪犯５０６５

力清单＂，对不合格案件启动追责程序，推进＂谁办案谁

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坚持司法亲历性，三级院入额院

人，提出从严掌握减刑、假释意见２８０件。加强未成年

领导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 １１２２３件，检察长列席审委

人司法保护，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１０５６人，对涉嫌轻

会３６９人次。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综合发挥检委会把关、

微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起诉３３８人，附条件不起诉３１６

检察官联席会议会商、流程监控等作用，确保放权不放

人。会同省教育厅出台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７５４名检

任、监督不缺位。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

察长、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举办＂法治进校园＂活

达８７．１？？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１０１１７人，采纳率

动７７５场次。
督案１２７１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

９４．７？？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完善速裁程序，
推行＂五集中三简化＂机制，办理速裁案７６９０件，９２．５％
的被告人服判息诉，缓解了＂案多人少＂矛盾。稳步推
进派驻公安机关办案中心检察室工作。

议２７０件，法院采纳率９０？？对违法采取保全措施、超期

（供稿∶王文婷）

【民事检察】受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２３０７件，同
比上升２１．９？？强化生效裁判监督，审查民事生效裁判监

【检察改革】完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落实员额动态

管理，遴选１０６名员额检察官，交流、退额１１４名，择优

审理等问题，提出检察建议２４１件，已纠正２３７件。严查

虚假诉讼，办理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离婚财产纠纷等

法院工作

领域虚假诉讼、仲裁监督案１９１件，提出监督意见 １１１
件，法院全部采纳。陇南市武都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涉

【职能建设】审结刑事案件２６８９８件。审结杀人、抢

黑案件中发现并监督纠正３７件虚假诉讼案。加强民事执

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３３８件，毒品犯罪案件

行监督，针对明显超标的执行等提出检察建议３５６件，已

１３１２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２８８件，审结贪污、贿

纠正３２５件。

赂等职务犯罪案件３０４件，审结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政检察】围绕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的共
同目标，办理各类行政检察监督案５９９件，同比上升

行等案件６５７８件。审结民商事案件２９６３１３件，审结婚姻
家庭、继承纠纷案件４７２４１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５２

９６．４？？加强行政诉讼监督，审查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７９

件，审结权属、侵权纠纷案件２１５２５件，审结合同、票

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对６７

据、公司管理等商事纠纷案件３３４４件。联合制定道路交

件裁判结果正确的，依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推
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落实领导包案制度，化解行政

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实现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同命
同价＂。审结行政案件５６２３件。落实信赖保护原则，及时

争议１６２件，为涉案群众解忧纾困。加大行政执行监督力

受理因招商引资、特许经营等引发的行政协议案件２１５

度，开展食药安全、自然资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专项监

件。审慎处理涉民生群体性行政案件６５１件，服务＂放管

督，提出检察建议１０６件，采纳８１件。定西市安定区检

服＂改革。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３６０件，依法规范公权、救

察院办理的某公司拖欠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行政非诉执

济私权。部署开展＂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专

２５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项行动、＂六稳＂、＂六保＂专项执行，全省法院共执结案

度，两次入额２２４人，招录法官助理等辅助人员１８３人，

件１７２４４８件，执行到位金额１６６．２９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招聘书记员３５９人。筹备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构建与审

５．２８？？２．９８？？其中执结涉＂黑财＂、涉民生等６类重点
案件１４３４９件，到位金额７３．９３亿元。
【重点工作】出台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判权责相统一的惩戒和救济机制。深化诉讼制度改革，
对２３种常见罪名及缓刑、罚金刑的量刑制定《实施细

保＂任务提供司法服务保障２４条措施。审结劳动争议、

案件５２０９７件，一审陪审率达到８９？？深化省以下法院财

面门拿Ｔ∶

劳务纠纷案件２２３７７件；审结涉民生纠纷案件１０９０４件，

物统管改革，＂十三五＂期间下达的＂两庭＂建设项目建

开展涉农民工工资执行专项行动，追回工资报酬２４３６万

成３４个，加强诉讼服务大厅建设，改造升级＂六专四

甘肃

元，发放司法救助金３１２７万元。审慎受理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８５件。制定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实施方

室＂，基层基础更加坚实。
【智慧法院建设】建成甘肃法院云平台和智慧法院信

案，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四个一行动＂，举办＂访企业、

息系统，智慧审判、智慧执行、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成

提建议、促发展＂等送法进企业活动５９０场次，让３１００

为法院工作的新模式，智慧法院建设及应用跃升至全国

家企业从中受益，排查涉企申诉信访案件２３０件，发布典
型案例８１个。建立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立审执＂绿色

第１３位。应用新版诉讼服务网、移动微法院，基本实现
诉讼服务事项 １００？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１００？？

通道＂。与青海高院签订框架协议，甘青合作，共同服务

用、跨域立案１００？？盖，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调解案件、

保障兰西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化解纠纷１２０９３７件。依托中国邮政在全省建立集约化送

践行＂两山＂理念，审结环境资源类案件５５６４件。在洮

达中心１１个，实现裁判文书异地打印、同城送达。推广

河自然保护区等地建立９个＂司法公益林＂恢复基地，复

应用网络司法拍卖系统，执行网络拍卖９０２０件，为当事

绿补绿面积达到６８１１亩。与邻省法院签订黄河、长江流

人节约佣金２．２亿元。

则》。扩大司法民主，人民陪审员增至６４２９人，参与审理

２０２１

（供稿∶刘吉旭）

域生态保护共护协议，在阿万仓黄河湿地、大熊猫国家
公园陇南片区等地增设环保法庭。积极服务创新驱动发

展。受理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１２４０件，连续

年鉴

司法行政

三年平均增幅超过１３０？？兰州知识产权法庭推出服务丝

绸之路产权港建设１３项措施，建立诉讼风险担保基金、

【人民调解】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培

侵权损害评估、多元化解等机制，审结知识产权案件２７２

育＂枫桥式＂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依法及时就

件。开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企业、进市场、进高校，
在金徽矿业、兰州留学人员创业园等企业设立知识产权

地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

融合。完善落实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大力推动行业

保护示范基地。

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着力加强环境保护、交通事

【为民服务】开展涉疫情矛盾纠纷集中排查化解专
项行动，审结涉疫情防控犯罪案件４８件。网上申请立案

故等领域行业矛盾纠纷化解力度，金昌市诉源治理＂法

官联系点＂等基层经验做法。

４５０８５件，云上开庭３０８９场次，举办法治宣传５６场次。

【法律服务体系】聚焦实现＂１２３４５＂公共法律服务

拍摄《花儿绽放》等微电影。打赢扫黑除恶收官战。开

体系建设目标，全省建成９６个市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展＂六清＂行动，三年来审结一审涉黑涉恶涉伞案件６２６
件５４４７人，案件清结任务提前完成，白银、陇南、天

１３７２个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１３７５４个村（社

水、临夏等９个市（州）法院一、二审案件结案率达到

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县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实现全覆盖。开通＂甘肃法律服务网＂手机客户端，实

１００？？审结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被骗人数多达４７．５万

现公共法律服务＂掌上办＂＂指尖办＂。开展＂法律惠民

人的兰州＂２·１２＂特大＂套路贷＂涉黑案，以商养黑、

生、扶贫奔小康＂等专项行动，累计服务农民工欠薪求

以黑护商的嘉峪关＂１０·２９＂涉黑案一审宣判，一批群

助事项８８２６次，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资金 ８０００万元。

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受到依法严惩。黑财清底成果显

【司法行政改革】制定《甘肃省司法厅２０２０年司法

著，判处罚金、追缴、没收５．０２亿元，执行到位３．４亿

行政改革任务清单》，确定２６条改革任务和３７项落实举

元，涉恶案件财产执行到位率位列全国第８。标本兼治打

措，推进省级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证明事

好金融风险防控战。打造＂司法保障＋行业监管＂防范机

项告知承诺制在全国率先实现省市县全覆盖，受到中央

制，联合成立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审结非法集资、金融诈

骗等刑事案件３３５件，审结金融贷款、民间借贷等民事纠纷

依法治国办充分肯定，经验做法被国务院办公厅采用。
联合编制部门拟定《甘肃省赋予乡镇和街道部分县级经

案件７３６４８件，执结涉金融案件２０６７件、标的４．５５亿元。

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将生态环境等领域２０５项行

【司法改革】建立员额法官动态调整、便捷入额等制

政处罚管理权限赋予乡镇和街道。

军事 法治 ２５９

Ｒ４

甘肃

【监狱管理】坚持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统筹推进＂五

市（州）以及省直部门、科研院所等２００个单位集中检查

大改造＂新格局，探索实施具有甘肃特色的罪犯教育改

验收。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百村创建＂活动，推行法

造模式。始终把维护监所安全稳定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全面开展罪犯危险性评估，扎实开展反恐防暴、破案追

治文化＂一地一品＂工程建设，累计建成法治广场２４８３
个，法治长廊４６５４个，宣传栏２５２７９个，农家法治书屋

逃等重大行动。

１３３１７个。天水市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

【普法宣传工作】推动＂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

区）＂８个，张掖市司法局《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防止违

实，分两批向社会公布７０家省直国家机关年度普法责任

法金融诈骗》荣获全国一等奖，陇南司法＂双微＂上榜
＂全国十大司法行政微博＂。

年鉴 ＂七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组织８个工作组对全省１４个
清单，先后向多家省直部门单位发出提醒告示函。做好

２０２１

２６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赵 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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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２０２１

使些

２８３８万吨；水果（以苹果为主）面积８７３万亩，总产量

农业农村发展

８９０万。
【畜牧养殖】全省羊存栏量位居全国第三，牛存栏量

【农业发展】全省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３７？？

位居全国第九，全省牛、羊、猪、鸡良种化率分别达到

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１１９８．１亿元；畜牧业、种植业增加值

７９？？８１？？９１？９７？？全省牛存出栏分别为４８２万头、

比例达到２３．４４∶６８．０７，畜牧业比重较 ２０１８年提高了
４．２２？？种养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

２２８．６万头，同比分别增长５．２？？６．４？？？斯坦奶牛存栏

色产业增加值达到７５３亿元，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３５．２８？？占

１７３７．１万只，同比分别增长１０．３？？１２．２？？？存出栏分别

２０２０年全省农林牧副渔业增加值的６０？？？一产业对全省
ＧＤＰ贡献率达到１５．３？？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６．４１？？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压舱石＂作用，守住＂基本盘＂。

２１．７万头，同比增长２０？？？存出栏分别为２１９１．８万只、

为５３２０．８万只、６２１５．５万只，同比分别增长 １８．８？？

４８．９？？

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１０８．９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３？？

【粮食生产】全省粮食面积３９５７．４万亩，总产１２０２万

禽蛋产量和牛奶产量为分别为１９．８万吨和５７．５万吨，同比

吨，比上年增加３９万吨，产量首次突破１２００万吨大关，

分别增长３１．１？３０．４？？肉类产量中∶牛肉２４．９万吨、

创历史新高；玉米种子生产面积１２９．６万亩、产种５．４６亿
千克，均居全国第一；马铃薯原种和一级种薯生产面积

羊肉２７．６万吨、猪肉４９．２万吨、禽肉７．２吨。

在丝路寒旱农业现代畜牧业政策的推动下，全省规模
化、标准化水平提升，２０２０年已备案养殖场（合作社）

４０．０４万亩，产量７．９亿千克，生产原原种１１．８亿粒，居全
国前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甘肃作为全国粮食安全

８４３２家，其中牛、羊、猪、鸡分别为１５０５家、３０８３家、

作出贡献的１０个省份之一，得到肯定。

２５４３家和１１６０家，肉牛、奶牛、肉羊、生猪、家禽规模

【特色产业】全省高原夏菜面积产量位居全国第一，
马铃薯、中药材、苹果面积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一产增加

化比重分别达到５１？？７５？？５１？？７０？８０？？平凉市

值增幅连续３年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创建１０个省级绿色农
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全省特色种植业面积达到３５１０万

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加快全产业链培育，不断提升畜产

亩，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６４万亩。其中，马铃薯面积１０３０万

禽年屠宰能力６３００万头（只），加工产值达到１２３．３亿元。

亩，总产量１５５０万吨；中药材面积４７０万亩，总产量１３２

大力开展区域品牌和企业商品品牌培育工作，创建了１０个

万吨；蔬菜（含百合和食用菌）面积９５５万亩，总产量

＂甘味＂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２０个特色商标品牌，１２个

天源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等４家养殖场被农业农村部评为畜
品加工能力。全省共设立畜禽定点屠宰企业２６０多家，畜

农业 林草业水利｜ ２６１

产品获得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

吨，其中干草总产量 １４８７．７０万吨，鲜草实际青贮量

（供稿∶张爱文）

８１１．５８万吨。商品草生产面积２７．２２万公顷，商品草总产

【绿色农业】全省农药和化肥利用率达到４０？？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７８？？推广测土配方为主的科学施肥
技术５５２０万亩，配方肥施用面积２４００万亩左右，有机肥

量５３１．８７万吨，其中干草总产量３０９．５４万吨，鲜草实际青
贮量２２２．３３万吨。草种田面积３．２１万公顷，种子产量３．０１

万吨。

施用面积３３００万亩以上。将＂粮改饲＂政策实施范围扩大

甘肃

（供稿∶侯红岩）

到农区所有牛羊养殖大县，累计完成粮改饲面积８６０万亩。

【奶业生产】全省奶牛存栏３２．８万头，其中荷斯坦
奶牛２１．７万头，奶绵（山）羊１３万只，奶类产量５３万

２０２１

以上水产原良种场７个。建成省级以上水生野生动物自然

吨，实现奶业一产产值２８亿元，加工产值４８亿元。全省
１００头以上荷斯坦奶牛规模养殖场共８６个，存栏１３．５万

保护区６个，建成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２２个，保护
区面积３０多万公顷。

武威、白银５市州生鲜乳产量稳步攀升，占全省总产量的

年鉴

【渔业】全省渔业养殖面积１．３万公顷，水产品总产
量１．６万吨。创建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８１个，省级

【农村人居环境】全省农村卫生户用厕所普及率

头，占全省荷斯坦奶牛存栏的７５？？张掖、临夏、兰州、

３３．２？？行政村卫生公厕覆盖率达到９７．８？？？省专职、兼

８５？？上。甘州区、凉州区、金川区、临夏县、临泽县等
５个县区奶牛存栏超过万头，前进牧业等大型奶牛养殖企

职村庄保洁人员达到１４．９万人，配备各式垃圾保洁、收

业养殖规模超过３万头，以龙头企业、养殖场、专业合作

集、运输车３．８２万辆，对垃圾进行收运、处置的行政村达

社为主的奶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建成燎原、庄园、华

到１５９９９个；创建清洁村庄累计达到１００００个，国家部委

羚、伊利（红古）、三元（张掖）等乳品加工企业４３家，

命名的各类美丽乡村（生态文明）示范村２１２个。连续两

年加工转化生鲜乳３３．５万吨，尚有１０余万吨以原料奶形式

年举办＂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

销往外省。全省４３家乳制品生产企业生产乳制品３２．８万

【农村综合改革】全省深化农村＂三变＂改革，辐射

吨，实现加工产值３６．３亿元。产品主要包括液体乳、奶粉

带动农户１５６．３万户，获得入股分红近１１亿元。全省确认

和干酪素三大类。对全省８１个奶站和１８９辆运输车开展生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１９１８．２１万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

鲜乳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全年共配合第三方抽样监测４８３

９０．９９？？？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１１３２３个，占全省总行政

批次生鲜乳样品，合格率１００？？

村数的７０．２？？查办各类涉农违法案件５１３起。

（供稿∶唐 煜）

【农业机械化】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生猪生产】全省猪存栏、出栏、猪肉产量分别为

首次突破６０？？比＂十二五＂增长１２．６？？年均提高

６２２万头、６６４．３万头和４９．２万吨，同比分别增长２９．５？？
２．４？２５？？产业布局趋于集中，初步形成以武威张掖为

２．５２？？全省农机总动力预计达到２２８９万千瓦，比＂十二
五＂末增长４１５千瓦，增长２２？？农机配套比达到１∶

核心的河西走廊生猪产业带、以兰州白银为核心的中部地

２．６。全省小麦机械化率达到８７．９９？？玉米、马铃薯、中

区生猪产业带、以庆阳天水为核心的陇东南生猪产业带。

药材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６６？？５９？４３？？较＂十二

全省存栏１０万头以上的生猪产业大县有１６个。推进生猪

五＂分别增长１９．１？？１９．８？？１２？？

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养殖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建设，已建成

【农机购置补贴】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拉动下，

生猪规模养殖场（合作社、家庭农场）２５４３家，生猪规模

全省农机装备总量增加迅速，２０２０年全省中央农机购置补

化程度达到７０？？全省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加工企业７１家，

贴８．３２亿元，为２０１９年的２４０？？共补贴机具１１．７万台，

设计年屠宰能力１０８４万头。生产生猪及猪肉产品的省级以

受益农户７．７５万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２８９７个。

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２０家，认定＂甘味＂农产品企

（供稿∶徐 勃）

业商标品牌２个。
甘肃省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６个相关省直部门

畜牧业和兽医事业

参与的省恢复生猪生产协调办公室，落实国家＂１７＋２＂生
猪生产扶持政策，做好超范围划定禁养区清理，推动生猪

【畜禽种业】加快培育牛羊新品种（品系）。＂河西肉

养殖用地、环评承诺制度等扶持政策落地。至年底，全省

牛＂＂平凉红牛＂＂湖羊新品系和高繁力舍饲肉羊新品种＂

新改扩建生猪养殖场８３３个，已建成投产６１０个，存栏生

选育工作取得新进展。建成省级种畜禽场１２８个，牛、

猪９９．９万头，其中能繁母猪１９．９万头。全年净调出活猪及

羊、猪、鸡良种化率分别达到７９？？８１？？９１？９７？？
（供稿∶张爱文）
【饲草产业】全省人工种草保留面积１６６．３１万公顷，

猪肉产品７０．９万头。

当年人工种草面积５２．８９万公顷。牧草总产量２２９９．２８万

项目２２个，全部建成达产后可新增产能６００万头以上，

２６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培育引进大型生猪产业化龙头企业，正大、新希望、

唐人神、牧原、天兆、新江越等企业在全省建设生猪养殖

２０２０年已有１５个项目边建设边投产，已存栏生猪３３万
头，其中存栏种猪１０万头。
（供稿∶张爱文）
【粮改饲工作】农业农村部安排甘肃省项目资金

息，对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猪场（含地方猪保
种场）及年出栏５０００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给予短期贷款贴息

支持，全年补贴资金１８００万元。实施生猪良种补贴，在凉
州区等１３个县（区）完成授配母猪任务２７．９万头。实施生

１６６００万元，下达收贮任务６．６７万公顷。选择在４８个县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补贴项目，对２０２０年底前新建、改扩

（区）组织实施粮改饲试点任务。至２０２０年底，完成收贮

面积１０．９８万公顷，完成收贮量５００．９１万吨，其中全株青

建种猪场、规模猪场（户），禁养区内规模养猪场（户）
异地重建等给予一次性补助。安排目资金１３００万元，补助

贮玉米收贮面积９．６８万公顷、收贮量４６９．５７万吨，青贮苜

甘肃天康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

蓿收贮面积０．１１万公顷、收贮量２．７９万吨，其他收贮面积
１．１９万公顷、收贮量２８．５５万吨，带动全省粮改饲面积达
２４万公顷，新增优质饲草料１６００万吨以上。粮改饲项目

（供稿∶张爱文）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全省牛、羊、猪、禽饲养量

分别为６８７万头、３９１２万只、１４００万头和１１６９３万只，折
源量计算，全省畜禽养殖粪污资源量为８５６１万吨，比

投入的２倍￣３倍。与以往种植籽实玉米相比，实施项目

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２？？全年粪污肥料化利用６１５０万吨，粪污能源

的贫困户户均增加纯收入３０００元左右。

化利用１４２万吨，粪污垫料化、饲料化和燃料化等方式利用

【生猪屠宰及监管】全省屠宰生猪产品总量２４．４６万

合利用率达到７８？？比２０１９年提高了３？？完成目标任务。

装备配套率达到９６？？２７２２家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

认生猪屠宰企业７２家，分布在全省１３个市州的４９个县

施装备配套率达到１００？？商品有机肥年消纳畜禽粪污量

区，派驻官方兽医共２８５名，协检员５８名，每家生猪屠宰

６００万吨，农家肥年消纳畜禽粪污量５５５０万吨。施用有机

企业均配备至少１名检测人员和ＰＣＲ检测仪。８月在武威

肥后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提升至１５．１克／千克，平均提高

市举办全国动物检疫技能大赛甘肃选手选拔培训班，对各

０．５２克／千克，提高幅度为３．５７？？施用有机肥后土壤的

地选拔推荐的２５名驻场官方兽医进行为期１０天的实操培

全氮含量提升至０．９８克／千克，平均提高０．０３克／千克，

训和技能选拔。

提高幅度为３．１６？？全省利用畜禽粪污资源等专项，建成

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４３０２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

全年通过新改建生猪屠宰企业３家，经农业农村部审

各类沼气工程４０９处，其中生物天然气工程１处、大型沼

查备案生猪屠宰企业７２家。组织全省开展生猪屠宰环节

气工程１５３处，年生产沼气３６８０万立方米、沼肥２８６万

＂两项制度＂回头查和生猪屠宰企业飞行检查，检查全省

吨、有机肥１２．８２万吨，累计打造以沼气工程为纽带的生

７２家生猪屠宰企业，督导落实企业官方兽医派驻、非洲猪

态循环农业示范点８８处，沼肥示范面积达到８万多亩。建

瘟自检和肉品品质检验等制度落实。累计抽检样品１４６７

成有机肥生产企业１７１家，年生产有机肥２１０万吨。

份，非洲猪瘟病毒检测均为阴性。组织开展屠宰行业专项

以生猪等畜禽存栏量大的甘州区、凉州区、崆峒区、

整治和违法违规调入生猪行为集中整治、百日打击行动。

停产整治４家不达标生猪屠宰企业，捣毁张掖市、天水市

玛曲县、靖远县、武山县、会宁县７个县区为重点，实施
畜禽粪污资源化用利用整县推进项目。７个项目县总投资

私屠滥宰窝点７处，限期整改２２家企业执行检验检疫制度

６６２７９．０４万元，其中，中央投资３１６００万元，企业自筹

不规范问题２３个，突击暗访检查群众举报的临夏州和兰州

３４６７９．０４万元。至２０２０年底，完成总投资４４１０８万元，到

市５家生猪屠宰企业注水注药问题。开展屠宰环节质量安

位中央资金２６１８０万亿元，省级资金拨付率１００？？２０１８—

全风险监测，强化肉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全省下达监测

２０１９年４个项目县，３３３个子项目都已开工建设，已完工
３０８个子项目，项目开工率１００？？完工率９２．５？０２０年

精＂监测２１２８批、肉品水分５００批，均未发现添加违禁物

３个项目县共有５４１个子项目，其中５２１个已开工建设，项

质和水分超标问题。

目开工率９６．３？？７个项目县共有子项目８７４个，其中建设

（供稿∶王 军）
【生猪生产扶持措施】全省实施丝路寒旱农业现代畜
牧业项目，重点用于健全完善生猪良繁体系、生猪标准化

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和东西协作生猪调运企业补助等。实施
现代畜牧业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项目，重点用于支持种猪
场和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生产基地建设。实施生猪贷款贴

２０２１

３８６万吨，资源化利用总量达６６７８万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吨，其中跨省调出生猪产品７．４８万吨，净调出生猪产品
６．１５万吨。至２０２０年底，经农业农村部审查备案并公告确

任务＂瘦肉精＂１８００批、肉品水分５００批，完成＂瘦肉

甘肃
年鉴

算猪当量５８６４万个。按１个猪当量一年产生１．４６吨粪污资

实施后，项目县区每公顷青贮玉米纯收入增加４５００￣７５００
元，加上养殖环节增加的收入，项目县区增加收入是项目

（供稿∶黄莉莉）

Ｎ门拿育

２６个区域处理中心、８３８个规模及规模以下养殖场户粪污
处理设施装备进行提升改造、１０个社会化服务组织等粪污

处理体系。在实施的项目中涉及２９个有机肥厂、１６个沼

气工程。
（供稿∶龚成珍）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共计无

农业 林草业 水利｜２６３

时

害化处理病死畜禽１４４０４８头，其中处理养殖环节病死猪

（市、区）全覆盖开展犬只驱虫工作。通过落实＂免、

１２０００７头。无害化专业处理中心集中处理病死畜禽３６２４１
头只（猪１２３８０头、牛４８４１头、羊１２３０４只、禽６８９６
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共有６家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

检、消、杀、管＂综合防控措施，今年布病、包虫病人感

理中心。其中武威市２家，金昌市１家，张掖市３家，采取
高温生物降解、化制、高温法处理等工艺，日处理（８小

阳性率由２０１５年的０．５１？？降到０．０５？？畜间布病、包虫
病反弹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督促

【兽药产业】全省兽药行业克服新冠疫情影响，兽药
生产、经营产值达到１４．６亿元，增长９．８？？全省兽药生产
产量达到２７５．６万千克（升），较去年增长８．６？？其中兽用

甘肃 时）能力达到４１吨。印发《甘肃省畜牧兽医局甘肃省财政
年鉴
２０２１

各地制定病死畜禽（分畜种）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张掖市

及有关县区已率先出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督

染病例和畜间检测阳性率继续呈下降态势，羊布病阳性率
由２０１５年实行区域免疫前的２．４４？？降到０．８０？？？布病

（供稿∶王仲宝）

生物制品产量达到９９．７万升，兽用化药产量达到１７５．９万

促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按时上报养殖环节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数据，采取随机核查、问题核查、重点核查等方
式，确保数据准确。并对２０２１年中央预拨补助资金４６６万

千克（升），较去年增长１７．４？？？用化药生产企业落实国
家退出促生长类药物饲料添加剂政策，全面退出促生长类

元和２０２０年省级财政补助资金１５０万元，按要求进行分

药物饲料添加剂生产，全省药物饲料添加剂产量较上一年

配，按时向规范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养殖场户和集中处理

减少１．４万吨。
【兽药质量监管】省畜牧兽医局开展兽药质量监督

企业发放补贴资金。

（供稿∶李正一）

抽检和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全年完成兽药质

【非洲猪瘟防控】对全省年出栏２０００头以上的规模

量监督抽检任务１６２批，合格率１００？？？成动物及动物

猪场全覆盖入场采样检测，对其他猪场按比例抽样检测，
制定非洲猪瘟疫检测方案，印发《动物疫病信息周报告实

产品兽药残留监控１５０批，均未检出兽药残留。开展兽

施方案》，建立周报告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全省动物疫
情发生及主动监测情况。在全省２１５３个场点（种猪场６９

合格兽药查处工作，组织各地对农业农村部通报涉及全
国范围内的假劣兽药信息１６８条、涉及全省的假劣兽药

个、商品代猪场１１７７个、散养户４８５个、屠宰场９５个、市

信息６条进行查处，共检查兽药生产经营企业８９７家

场２个、其他场点３２５个）采集样品，共检测非洲猪瘟病

次、诊疗机构和养殖场户等使用单位２０００余家次，责令

原学样品８．７万份。完善非洲猪瘟防控分片包村包场工作

整改１０６起，立案６起，罚款６１５３８元，没收违法所得

机制，省市县三级兽医人员对全省１．５８万个养猪场户、
１．１２万个行政村实行分片包干和＂一对一＂监管的网格化

１０５６５元。对２家生产企业、１２家经营企业实施重点监

药质量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查处活动，先后安排３期不

控。开展兽用抗菌药专项整治、＂利剑２号＂行动，督

管理。开展非洲猪瘟无疫小区建设，印发非洲猪瘟无疫小

促各地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用药和非法添加行为，组

区创建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和省级评估专家库，１０月

织开展全省兽药经营企业＂双随机＂检查，共检查３８家

１４日至２３日，组织评估专家对兰州正大食品有限公司景

兽用生物制品经营企业，延伸检查 ４８家兽用化药经营企

泰分公司、甘肃凉州牧原农牧有限公司、甘肃新希望六和
农牧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进行省级评估。１１月上旬，配合

业，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实施兽药质量追

溯，在兰州市城关区开展兽药经营企业二维码追溯规范

农业农村部完成了国家评估。全年拦截处置外省输入的４
起突发疫情，扑杀生猪１０３５４头。

化抓点示范，制定下发《兽药经营企业二维码追溯规范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问题，开展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

１００？？施追溯。２０２０年全省有１８家养殖场被确定为部
级、省级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试点达标养殖场，选择
１３家养殖场开展省级减量化试点，其中部级试点６家。

全覆盖强制免疫工作。春秋两季全省共免疫畜禽 １．９亿头

全年给２家企业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３家企业办理

响，协调解决疫苗等防疫物资调运和防疫人员进村入户等

化要求（试行）》。２０２０年全省９２５家兽药经营企业

（只、羽），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１００？？组织开展重大

变更事项，核发２６家兽药经营企业兽用生物制品＂兽药

动物疫病集中监测、日常监测和定点监测及流行病学调查

经营许可证＂。

等工作，落实排查监测、调运监管等关键环节措施。全省

（供稿∶金录胜）

共检测畜禽血清学样品１８．７３余万份，免疫抗体合格率常
年维持在７０？？上。
【人畜共患病防控】全省在９市３５个一类防控县开展

【动物防疫补助】 全年重大动物疫病疫苗经费７６８５

羊布病区域免疫，其他县区持续加强检测净化工作。在玛
曲等９个重点牧区县开展包虫病区域免疫，在５６个流行县
２６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万元，用于采购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两种重大动物疫

病疫苗，通过公开招标全年共采购口蹄疫疫苗９４００万毫升
（头份），重组禽流感病毒（Ｈ５＋Ｈ７）三价灭活疫苗６０００万
毫升，禽流感—新城疫重组二联活疫苗９０００万羽份。动物

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补助经费１９３６万元，补助全省１６１３４名

村级动物防疫员。

【退耕还林工程】组织７个市（州）１４个贫困县
（区）完成２０１９年度１．７４万公顷退耕还林任务。将国家下

（供稿∶王仲宝）

达的２０２０年度７．７８万公顷退耕还林任务分解下达到１１个
市（州）３８个县（区），签订《退耕还林责任书》。对２０１９

林业草原资源管理

年耕地保护督查反馈占用基本农田退耕还林还草的问题，，

【综述】《甘肃省省级重要湿地保护管理办法》出

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下发《关于对甘肃省耕地保护督察发
现将永久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有关问题的整改通知》和

台，甘肃省林业草原局办结各类涉林资源案件１３９０件，办

《关于加快将永久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问题整改的通

结率９４？？全省森林资源违法违规项目数、面积较上年下

降７７？？违法违规采伐蓄积量较上年下降８２？？配合开展

知》，督促县级林草部门完善退耕还林矢量数据、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等整改。配合国家林草局西北调查规划设计院

清理整治违建别墅问题项目４８个３５４栋。报请国家林草局

开展２０２０年度退耕还林国家级核查验收，对１７个工程县

审核、省政府批复实施全省＂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

２０１６年退耕地还林面积１．４６万公顷开展核查验收，通过政

额８１．１万立方米。实施中央财政森林抚育１３．０９万公顷，

府采购公开招标开展省级检查验收和工程管理实绩核查。

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８２０万公顷、草原禁牧补助６６６．６７

【退耕还草工程】国家下达甘肃退耕还草建设任务

万公顷、草畜平衡奖励９４０万公顷。组织开展泥炭沼泽碳

１．０８万公顷万亩，在古浪、环县等８个县区实施。全年全

库调查，指导完成２６３家人工繁育场所５３．８万只（头）野
生动物后续处置，妥善处理养殖户信访诉求，引导养殖户

省草原植被盖度５３．０２？？较２０１５年提高０．９９？？退耕县区

有序转产转业。做好林区禁种铲毒，开展扫黑除恶，推进

能力提升，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区农牧户饲草料短缺的问
题得到解决，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退耕还

平安林区、无毒林区建设。

草工程扩大了优质牧草种植面积，牧草产量和质量提高，

财政８７．０２亿元，省级财政６．１７亿元。筛选３９９个中央和省
级财政２０２１年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库管理，入库项目申请补

退耕农户不仅从工程实施中直接获得政策补贴，还可以通

助资金２６．６亿元，同比增加８７？？落实国有林场改革相关
政策，划转１．０９亿元国有资产。出台《甘肃省森林植被恢

的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
【退牧还草工程】国家下达甘肃退牧还草工程草原围

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甘肃省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使

栏建设任务３．６６万公顷，退化草原改良６．６万公顷，人工

用管理实施细则》。

种草２．６６万公顷，黑土滩治理２．３２万公顷，毒害草治理
２．３３万公顷。工程建设任务重点向国家贫困县、＂三区三

州＂深度贫困县、插花型贫困县和涉藏州县实施，对５８个

２５２个国有林场进行评价，改革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建立

贫困县安排资金２３７３８万元。据遥感监测，退牧还草工程

国有贫困林场扶贫项目库。《甘肃省国有林场管理办法

实施后鲜草产量比实施前提高１０．９？？工程区内平均植被

（试行）》《甘肃省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盖度５５．１？？比非工程区提高２？？高度和鲜草产量分别为

年）》推行。争取国家下达２０２０年林区道路建设项目３４１

２０．９厘米、３１３０千克／公顷，比非工程区分别提高４．５？？

个１８３３．３３千米，补助资金１１亿元。推进林权流转和林权
抵押贷款，加快培育林业合作社、家庭林场、林业龙头企

７．３？？各地工程区草原围栏、人工饲草地等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开展良种引进、畜群结构调整及舍饲半舍饲养殖，

业和专业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草原畜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

全省累计办理林权抵押贷款９９．６亿元，组建林业合作社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省林草局印发《关于做好

３７８５个，认定登记家庭林场１２７６家，１１家林业企业被评

２０２０年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切实做好松

定为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林下经济年产值超过７０亿

材线虫病春季专项普查工作的通知》，确保松材线虫病疫

元。全省栽植经济林果１５０万公顷，培育苗木４．３５万公

情＂零发生＂。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３９．９８万公顷，完成

顷，种植花卉１．６万公顷。推进生态护林员、退耕还林还

防治面积３２．７１万公顷、无公害防治面积３１．３１万公顷、防

草、林果产业、生态效益补偿、帮扶力量精准到户和林草

治作业面积４２．３２万公顷，成灾率控制在１．８４‰，无公害

项目资金精准倾斜的＂五个精准到户、一个精准倾斜＂林

防治率、测报准确率、种苗产地检疫率分别达到９５．７２？？

草扶贫举措，全年兑现６类助力脱贫攻坚的林草项目资金

９６．６２？？１００？？完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害生物防治

３２．２４亿元，其中生态护林员项目资金５２８２９万元，选聘生

＂四率＂目标管理任务。

业脱贫。

２０２１

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订单种草等方式增收，实现良好

２９５３万元，依据《国有贫困林场界定指标与方法》对全省

态护林员６６３３９人，精准带动２９．２１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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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燕麦等优质牧草连片种植面积迅速增加，饲草供给

落实中央和省级财政项目资金９３．１９亿元，其中中央

【林草改革】省林草局落实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

７拿章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省林草局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流转林权、抵押贷款、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全省
农业 林草业 水利｜ ２６５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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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部门集体林权电子文件档案，加快林权证登记信息数

《全国湿地保护＂十四五＂实施规划》编制要求，筛选上

字化入库，推进集体林权管理与林权类不动产登记信息共

报我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制定下发《关于开展湿

享。监测国家林草局２０１７年认定的４家国家林业重点龙头
企业，５家林业合作社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地生态监测工作的通知》，对我省１３处湿地类型保护区和
１３处湿地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根据国家林草局湿地司《关

２０２０年全省实现林下经济产值超过７０亿元，参与农户１６０
多万人，累计办理林权抵押贷款９９．６亿元，组建林业合作

于开展２０２０年泥炭沼泽碳库调查的通知》，制定《甘肃省

社３７８５个，认定登记家庭林场１２７６家，１１家林业企业被

泥炭沼泽碳库调查工作方案》和《甘肃省泥炭沼泽碳库调
查实施细则》，并上报国家林草局。至２０２０年底，已完成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定为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企业。

黄河上游、河西走廊、祁连山、敦煌片区、兰州白银片区

【林草生态扶贫】落实生态护林员等６类林草行业扶
贫重点项目资金３２．２４亿元，其中生态护林员项目落实资
金５２８２９万元，选聘生态护林员６６３３９名，精准带动２９．２１

的泥炭沼泽炭库调查，调查定点共计１０３４９个，调查斑块

万贫困人口脱贫。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６．４１
万公顷，落实项目资金１５４４８０．１万元；新一轮退耕还草工

省级森林城市创建和评定管理办法（试行）》《甘肃省省

程下达建设任务１．０８万公顷，落实资金１６２８０万元；森林

评定指标（试行）》，开展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创建工

生态效益补偿补助项目补偿面积４００．７９万公顷，补偿资金

作。平凉市成功创建为省级森林城市，正在创建国家森林

７２５０９万元；天保工程区国家级公益林补助面积８６．１万公

城市；庆阳、陇南、武威、天水４市及康县、两当、麦

顷，地方公益林补助面积４２．２１万公顷，补助资金２６３４３万

积、清水、秦州５县区正在创建省级森林城市；宁县盘克

元。全年协调争取东西部扶贫协助资金４６７１．２１万元，较

镇等１９个乡镇已成功创建省级森林小镇，秦州区娘娘坝镇

２０１９年增加８３．９１？？

等１５个乡镇正在创建省级森林小镇，皋兰县什川镇上车村

【国土绿化】省林草局全年争取林草项目资金９３．１９

数约２９００个，调查面积１７．３８万公顷，占总任务量９９．９？？
【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创建】省林草局出台《甘肃省
级森林城市评定指标（试行）》和《甘肃省省级森林小镇

等１５９个村先后被国家林草局评定为＂国家森林乡村＂，全

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净增２４．９１亿元，完成造林面积３４．１９万公
顷，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１４６．５５？？参与义务植树人数

省村庄绿化覆盖率达到１６．３１？？

１２７９．０９万人次，义务植树８６９８．２３万株，新建义务植树基

数、面积较上年下降７７？？违法违规采伐蓄积量下降

地９２９个，平凉、金昌等市率先在全省开通市、县两级

８２？？对森林督查中违法违规使用林地问题严重的５个县

＂全民义务植树网＂。完成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和生态种

区全省通报，并约谈相关负责人。经国家林草局审核，全

草２４．２６万公顷，新增沙化土地治理面积１５．３３万公顷。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森林覆盖率１１．３３？？村庄绿化覆盖率达

省＂十四五＂期间年森林采伐限额建议指标８１．１万立方

１６．３１？？草原植被盖度５３．０２？？

１７４１公顷。省林草局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项目

【森林资源保护】全省森林资源管理违法违规项目

米。实施小陇山国家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建设示范林

【保护地体系建设】甘肃省实施《甘肃省关于建立以

１３．０９万公顷，补助资金２２３４２万元。全省森林保险面积增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完成大
熊猫、祁连山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８３项任务，新组建大

加到５４．８１万公顷，全年１３家局直单位５１起森林灾害通过

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裕河分局，依托祁连

【野生动植物保护】省林草局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

山、盐池湾、白水江３个森林公安分局组建３个综合执法

会禁食野生动物《决定》精神，下发关于疫源疫病监测和
疫情防控《倡议书》《告知书》和１１份通知。配合省人大

局。开展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前期工作。根据自然资源
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
化调整有关工作的函》要求，开展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

化预案编制工作。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前２０９个保护
地（不包括２４个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１４１０．９１万公顷，

定损获赔近２０００万元。

常委会办公厅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专项执法情况检查，联合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加大对
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野生动物管控的执法力度。打击乱捕
滥猎野生动物行为，全年开展野外巡护监测６０７７次，出动

扣除相互重叠后净面积９９７．１４万公顷，约占全省国土面积

车辆２９８２台次，出动人员４０１２２人次。开展禁食野生动物

２３．４２？？整合优化后，全省自然保护地１６６个，总面积
９８５．９１万公顷，约占全省国土总面积２３．１５？？全年完成自

分类清查，对取得人工繁育许可证，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
动物养殖主体，分三批撤销由省上核发的许可证或文书４９

然保护区＂绿盾＂专项行动发现问题整改１８２４项，整改完

份；对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等范围的４３８家养殖场

成率９８．８６？？

（户）１９３万只（头）野生动物，致函省农业农村厅纳入监

【湿地保护修复】印发省林草局《２０２０年湿地保护管
理工作要点》，落实《甘肃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
案》，印制１２个技术规范、标准或办法。按照国家林草局

管范围；对属于禁食范围但具有科研、药用、展示等非食

２６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用性合法用途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做好许可证和文书的
变更、换发；对属于禁食范围但其设施可用作养殖其他动

物的，引导养殖场（户）调整养殖结构。按期完成２６３家

希科学技术奖三等奖２项，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三等奖２

人工繁育场所５３．８万只（头）野生动物后续处置工作。

项，１人获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三等奖，省林草局获第二届

【草产业发展】全省有牧草种类１５４科７１６属２１２９

全国林草行业创新创业大赛＂优秀组织奖＂。

（供稿∶甘在福）

种，国家级草品种区域试验站６处，省级区域试验站１３
处。成立＂甘肃省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甘肃省草

产业协会＂＂甘肃省草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技术创新

Ｎ门拿育

白龙江林业管理

平台，开辟草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推广牧草良种、良法配

套应用，全省人工种草面积稳定在１６０万公顷左右，形成

【造林育林】林场实行新体制运行，生态建设成果壮
大，造林规模创历史新高。全年完成人工造林２３．９万亩，

以河西为主的高端苜蓿商品草、定西为主的裹包青贮商品
草、山丹为主的高端燕麦商品草三大草产业商品草生产基
地。全年办理草种生产许可证３０个，草种经营许可证５４

造林质量全部达标。

个，草种进口审批９７批（次）。

加大。强化森林防火管控，开展禁种铲毒工作，加强天然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林区管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资源保护管理力度

【林果产业】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经济林果和木本油料

林保护工程建设管理。全年林区产业完成经济创收２５６３万

栽植面积达１５７．３３万公顷，实现产值４９０多亿元。省级财

元，祁连葡萄酒４款产品荣获国内外专业大赛金银奖，冶

政拨付林果产业发展项目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为文县、武都等

力关国家森林公园入选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供稿∶徐广军）

９个深度贫困县倾斜安排项目资金７００万元。开展＂首批

中国林草产业关爱健康品牌＂申报推荐和林草健康产业国

家创新联盟征集成员单位工作，全省３家企业林产品荣获

小陇山林业实验管理

＂首批中国林草产业关爱健康品牌＂称号，１３家林业企业

被认定为＂中国林草产业５Ａ级诚信企业＂。

【人工造林】全年完成人工造林３．７６万亩；完成森林

【森林旅游】２０２０年，全省有森林公园９１处，其中

植被恢复６２７４．１亩，其中异地恢复３４９８．５亩，陈旧性和水

国家级森林公园２２处，省级森林公园６９处。森林公园投

毁滑坡恢复２７７５．６亩。＂三北＂退化林修复２．２万亩，幼林

入建设资金２４１２２．９２万元，其中国家投资８９８５．７２万元、
自筹资金１５０７６．８万元、招商引资６０．４万元，完成植树造

抚育６．２万亩，森林抚育５８万亩。全年培育新育苗５２．１

林１２５４．６４公顷，林相改造６９２．２７公顷。省林草局指导全

株，工程造林苗木检验１０个树种５８个苗批、４８３．４万株，

省９１个森林公园开展勘界工作，统计１６个国家林草局确

检验合格率为１００？？

定的生态旅游单位的游客量。至全省有旅游步道１１６６．８７
千米、车船２３４辆（艘）、床位３９３９张、餐位８７０１个，职

【生态环境保护】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编制
《２０２０年度公益林管理实施方案》，落实１６８．０７万亩国家级

工和导游总数分别为２１３０人和１２０人，社会从业人员３６０１

公益林管护责任。与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开

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５４２．３２万人次，森林公园总收入

展探采矿项目联审联批和协查工作，涉及项目３７个。配合

２．６亿元。

亩、６２９．５６万株，各类苗木保有量３．２３万亩、３２８０．１０万

省市重大项目、民生和国防工程建设，审核上报使用林地

【林草科技创新】申报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１２０
项，获得立项８０余项，落实经费３０９８万

元。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片

区）落实经费３００万元。向国家林业科
技推广科技成果管理系统推荐９０余项科

技成果，依托中央、省级科技推广项目
转化推广科技成果６０余项。甘肃兴隆山

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等２

个生态站通过竣工验收。选聘全省林业
和草原科技特派员７５名，全年举办各类
技术培训班３００场次，培训技术人员
３０００人次，林农５万人次，发放资料１０

多万份，３人入选国家林草局选聘乡土

专家。评审出省林业科技进步奖３１项，
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项，梁

村民在小陇山山门林场种植茯苓

农业 林草业 水利 ２６７

Ｒ德！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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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项目１９项。开展＂空天地一体＂禁种铲毒行动，保持毒品

零后续建设任务于２０２０年６月底全部完成，巩固提升集中

原植物＂零种植＂。对２０１３年以来建设项目使用林地、森

供水工程５５０处，改造冬季冻管３３９３千米，新建及改造老

林植被恢复和违法使用林地查处等情况排查整治，与森林

旧管网８３１６千米，改造水源２８３处，新增及维修调蓄水池

督查同步完成。全年各林场共向森林公安机关报案５起，

９６６座，完成投资１７．８９亿元。全省农村饮水安全达到现行

独立办结林政案件３起，行政处罚８人，案件查处率
１００？？与河北大学联合开展昆虫调查，与陕西省动物研究

退出标准，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９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所开展秦岭西段地区哺乳动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
【林业生态建设】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编制完成

安全问题。

全局生态景观树木园建设十五年发展规划方案，规划建设

１２１处＂苦咸水＂改水工程，１６６个乡镇９３４个行政村

１２５６亩，当年完成２６２．５亩。争取税费减免资金２１２．０８万

３９．５２万人的苦咸水问题得到解决。省水利厅联合省卫健

元，申报《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等项目。完
成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国有林场林区道路建设９１千米，在建１１６

委、省生态环境厅制定印发《甘肃省农村饮用水水质提升
意见的通知》（甘水农水发〔２０２０〕７４号），督促各地合力
提升农村饮用水水质。分８期完成对８６个县区水质检测中

千米。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３０１份，办理２０１９年度森
林采伐验收合格证１４０份。建立１３种经营模式的可持续经
营示范林１１３３７亩，完善森林经营成效监测机制，被国家

８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历史性解决了甘肃农村饮水
争取中央补助资金６．８９亿元，在３１个贫困县区实施

心１６０名检测人员业务实操培训。

林草局再次确定为全国７３个森林经营试点单位之一。黑虎

全省８６个县（区）县级政府主体、水行政主管部门监
管、供水单位落实运行管理＂三个责任＂，县级运行管理

林场、高桥林场、党川林场等３家林场荣获第六批全国森

机构、办法、经费建立＂三项制度＂，水质检测设备、人

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位。

员、经费保障＂三个到位＂，计量收费、投诉处理、应急

（供稿∶包卫东）

水利建设

抢修推行＂三项机制＂。落实供水＂最后一米＂乡村两级
管护责任，以县为单位组织开展水管员业务实操培训，全

年共培训水管员２万余名。督促各地加强水费收缴，千人
以上工程全部定价，水费收缴率达到９５．３８？？提前达到水

【供水用水】甘肃省总供水量１０９．８９亿立方米，其中

地表水工程供水８２．１０亿立方米，地下水工程供水２３．５６亿

立方米，其他水源供水４．２３亿立方米。全省总用水量为
１０９．８９亿立方米，生产用水８９．９１亿立方米，生活用水９．２７

利部年底达到９０？？求。
【水旱灾害防御】甘肃省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时空分
布不均。黄河上游干流发生３次编号洪水，长江流域发生

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１０．７１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

流域性大洪水，，全省共１７条河流发生７１站次超警洪水。
河东地区持续降雨，２２个县（区）出现暴雨，累计２４３站

总值用水量为１２１．９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次出现大雨，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全省因涝灾害造成１１

２７．３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０．５７０３。开展地

个市（州）、６０个县（区）６３５个乡镇水利工程设施受灾，

下水超采治理，全年关闭机井１３６５眼，压减水量４．０６亿立

水利工程直接经济损失８１．２２亿元。河西地区春夏连旱，

方米，超额完成３．２２亿立方米治理目标。

降水偏少２～５成，因干旱灾害造成作物受旱面积５０．１１万

【重大水利工程】引洮供水二期骨干工程完成投资１１

亩，有２．１２万人出现饮水困难，农业直接经济损失约６８３０

亿元、南阳渠提质增效工程完成投资６．０４亿元、甘肃中部

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完成投资１１亿元、引洮供水二

万元。甘肃省加强旱区水资源调度，采取＂总量包干，按
亩配方，分轮供给，超用不补＂等措施，将河、库、井水

期配套城乡供水工程完成投资１６亿元、古浪县生态移民暨

统一列入配水计划。酒泉市、白银市等地投入抗旱资金

扶贫开发黄花滩调蓄供水工程完成投资３．０１亿元、临泽县
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项目完成投资１．１３亿元、酒

２０８０万元、抗旱人力３．５万人次、抗旱设备２８００多台套。
全年发布山洪预警８８次、河流洪水预警１２５次。现场指导

泉市洪水河水库完成投资１．５亿元。黄河干流甘肃段防洪

碧口水库开展防洪调度，削峰率１８？？拦蓄洪水８．４亿立

工程累计完成投资３３．９８亿元，治理河道总长２６２千米。民
勤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程竣工，水库总库容由０．９９亿立

方米。定西市岷县遭受严重暴雨山洪，因预警及时，提前

方米增加到１．４８亿立方米，保障每年向青土湖输送３１８０万

用于修复水毁水利工程，抢修各地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科

立方米生态水量。白龙江、引哈济党两工程已纳入国务院

学应对陇南市文县石鸡镇、康县周家坝镇、甘南州迭部县

近３年实施的全国１５０项重点水利工程名录，水利部水规

旺藏镇等地堰塞险情。
【水利规划】《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甘肃省水网

总院组织召开白龙江引水工程可研审查会和引哈济党工程

技术讨论会。
【农村饮水安全】全省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冲刺清

２６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转移１６３５户７０１７人。全年落实水利救灾资金１９４７９万元，

建设专项实施方案》出台，《甘肃省＂十四五＂水利发展
规划》编制完成，全省水利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上报水

利部，中小河流治理、水库除险加固＂十四五＂专项规划
编制完成并上报水利部备案。

程、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黄土高原塬面保护等工程。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初步建立＂黄河

米，完成病险淤地坝除险加固５１座，保护塬面面积１８６．１２
平方千米，除去整合资金，中央资金完成率９５．３９？？治理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水利规划１＋６＋６＋４＋１＂体系，
完成１个水利规划报告、６个专项规划、６个专题研究、４

年中央投资５．４２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６４９．３５平方千

个数据库、１个黄河流域涉水底数图的初步成果。＂四库＂

任务完成率９８．４２？？《甘肃省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办法
（试行）》出台，全年审批省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管理系统平台上线试运行。编制完成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

案４８个，省级批复生产建设项目自主验收报备４２个。全

水土治理保护建设方案和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治理保

省２０２０年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４．２６亿元。

护建设方案。结合《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和＂十四
五＂水利规划，梳理出黄河流域治理与保护重点争取项目
１８项，规划投资１１４６亿元。其中在建甘肃中部生态移民

扶贫开发供水、古浪县生态移民暨扶贫开发黄花滩调蓄供

年鉴
灌区节水改造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完成。编制完成《甘肃省 ２０２１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省级建设方案（２０２１—

水、南阳渠提质增效、引洮二期骨干工程、引洮二期配套
城乡供水、黄河干流甘肃段防洪治理６个项目，新开工建

处泵站先行先试实施标准化规范化创建工作，制定印发

设临泽县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酒泉市洪水

《甘肃省大中型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甘

河水库２项，古浪黄花滩生态移民区供水景电二期总干渠

肃省大中型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试点方案》《大中型灌

改造拟开工，推进白龙江引水、引哈济党２项重大项目前

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指导各市州及

期工作，重点谋划陇南国家油橄榄基地供水、引大入秦延
伸增效、黄河干流防洪二期工程、渭河水生态综合治理、

灌区、泵站管理单位推进泵站、灌区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工

水土保持、临夏州供水保障生态保护水源置换工程、现代

作。全省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２００．３７万亩，占国家
下达年度任务１００．２？？争取下达移民后期扶持资金５．５亿

化灌区改造７个项目。

元，完成临夏州永靖县、临夏市、东乡县和积石山县４县

古额济纳旗下泄水量１２．７９亿立方米，石羊河蔡旗断面过

（市）２７６８户１２２３４人水库移民避险解困试点工作，累计
完成投资７．７亿元。

水量为２．９９亿立方米，疏勒河向敦煌市和西湖湿地调水

【水利改革】《甘肃省水利厅鼓励使用地方政府专项

１．２５亿立方米，讨赖河全年渠首来水量６．０４亿立方米。石
羊河下游青土湖水面面积扩大到２６．７平方千米，周边旱区

债券及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水利工程奖补办法》出

湿地面积达到１０６平方千米，＂甘肃石羊河流域重塑极度缺

省发行专项债的９．８？？全省专项债券水利项目库建立，以

水地区生态＂治水经验入选中国水利报２０２０基层治水十大

ＰＰＰ模式推进引洮二期配套农业灌溉工程前期工作，庆阳

经验。黑河年度东居延海实现连续１６年不干涸。

市探索采用ＰＰＰ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固沟保塬开发治

【河湖长制】４月９日，签发省总河长第２号令，安排

台，全省水利项目落实地方专项债８４项６０．１６亿元，占全

省河湖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作现场推进会，省总河长、各省

理。４月，引洮供水二期配套城乡供水工程发行１５亿元政
府专项债券，由省水利厅转贷给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转贷期限２０年，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还本付

级河长密集巡河，２名省总河长全年巡河１２次，９名省级

息责任，这是甘肃省水利系统发行的首单大额政府专项债

部署全省河湖长制工作。召开全省河湖长制工作会议、全

河长巡河１８次，全省五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１６万多人次。
完成全省１１８条规模以上河流、７个规模以上湖泊和

甘肃

【民生水利】甘肃省２０１９年结转的剩余８处重点中型

２０２２）》。开展大中型灌区和大中型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
理，选取省景电、兰州三电、白银兴电、庆阳巴家咀等４

【重点流域治理】黑河通过下游正义峡断面面向内蒙

Ｎ门拿育

券。甘肃省抗疫特别国债水利项目发行额度７．３６亿元。
【节约用水】建立由省水利厅主要负责人任召集人，

１１９１条规模以下河流的划界任务。建立联系包抓制度、工

省发展改革委、省水利厅分管负责人任副召集人，其他２０

作通报制度、＂１＋Ｎ＂保障机制、有奖举报机制、河湖警长

个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的省节约用水工作

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落实省级专项奖励资金３００万元用

厅际联席会议制度。督导市（州）制定出台市级节水行动

于激励社会公众踊跃举报反映河湖问题。推广洮河流域
＂河长＋警长＂经验，在全省实施河湖警长制，设省市县乡

实施方案。全面落实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建立省、

四级警长１７５８名。与陕西、宁夏、青海、内蒙古四省区签

订的《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已由省

市两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开展节水监督考核。新修

订《跨省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合作协议》，签署河湖治理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２０年８月１

协议，共管联防联控联治，为全国首创与所有跨省省份联

日起正式施行；《甘肃省节约用水条例》已由省第十三届

动治理河湖的先例。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２０２０年

【水土保持】组织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坡耕地水土流

９月１日起正式施行；省政府发布《〈甘肃省行业用水定

失综合治理工程，中央水利发展资金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额（２０１７年版）〉修订条目》。实施３９个县（区）县域节

农业 林草业 水利｜２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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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其中２０个县（区）入选水利部第三批

３３４６万亿立方米，向干海子自然保护区输送生态水２６４７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１９个县（区）通过省级达标验

万亿立方米，从双塔水库向下游河道和自然保护区排放生

收。开展水利行业节水型机关建设，完成６个市（州）、５４
个县（区）水利部门节水型机关验收。联合省工信厅开展

态水１．３１亿亿立方米，完成《敦煌规划》确定的下泄生态
水量目标，流域生态建设成效得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充分

节水型企业示范创建，综合评定省级工业节水型示范企业

３家；联合省教育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开展节水型高校
示范创建活动，验收评定节水型高校１０所；以＂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等时间节点，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供稿∶解 瑞）

肯定。
【灌区管理】克服河源来水偏少的不利影响，采取
＂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方式强化调度运行，通过河井
混灌、压缩灌溉轮期等方式抓好夏灌抗旱。从２０２０年夏灌

开始，将灌区农业水价由原来的０．１３２元／立方米调整为
０．１６２元／立方米。全灌区确定１３个百亩实测点、３个万亩

引大入秦工程

常规节水示范区和１个高效节水示范区，常规节水面积

１０５．２万亩。开展基层水务大厅＂文明窗口、服务明星＂
【综述】引大入秦工程全年供水灌溉运行共计２７６

评选活动，推行＂十日会＂、水务公开、行风评议等措

天，引水总量３．１９亿立方米（其中向水库供水９０１０万立方

年增长８．９？？？成灌溉面积１５３．４万亩次。甘肃省引大工

施，规范田间灌溉管理秩序，提升群众用水满意度。
【项目建设】将昌马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
目，双塔、赤金峡水库清淤减淤项目等纳入＂十四五＂水
利发展规划，全年落实到位各类资金６４５５．５３万元。组织

程管理局全年实现各类供水收益总计７０１１．６９万元，较计

实施《敦煌规划》４个子项目、赤金峡水库渗水应急处理

划增长１４．１７？？较去年增长８７４．８６万元。水量突破３亿立

工程等省列项目７项，昌马新旧总干渠安全巡查等局列项
目６项，累计完成投资７２７９．７５万元。

米、农业灌溉１３４４８万立方米、生态供水８３０万立方米、

河道补水８５８１万立方米），供水量较计划增加５．１？？较去

方米、水费突破７０００万元大关。

（供稿∶王亚虎）

【重点项目建设】投资３９４５万元对引大工程总干渠、
东二干渠等加固改造；安排岁修及应急维修资金７００多万

元，对工程日常维修养护和汛期水毁工程修复处理。完成

引洮工程建设

资产采购１５３．８４万元，盘活利用国有资产７项、收益６４万

元；投资１１５万元对纪念亭周边基础设施修缮改造，推进落

【综述】引洮一期供水工程供水创历史新高，年度供

实《甘肃引大水利风景区建设发展规划》；投资１８７．３６万

元，为基层处所站点兴办房屋维修、照明亮化、安全饮

水１．５１亿立方米，较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分别增加１０８３８万立
方米、２８７４万立方米，增长２５４？？２４？？？缴水费１６３４

水、取暖设施改建等７类实事项目。

万元，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４５？？同时向安定关川河、会宁祖厉

【供水补水】实施生态补水试点，在总干疙瘩沟等７

河、临洮东峪沟、渭源秦祁河、陇西大咸河、榆中宛川

条自然沟道开启生态补水，补水量达到４４７万立方米。支

河、兴隆峡输送了９０８７万立方米生态扶贫水。全年安全运

持兰州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弃耕撂荒地复耕复种，扩展新

行无事故，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其中２９项水质检
测指标中有２８项符合Ⅰ类标准。

区水阜河景观生态工程供水，新增供水量１２００万立方米。

（供稿∶孙兴旺）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

【灌区管理】至２０２０年底，引洮供水一期工程累计安
全运行２１００多天，累计供水４．５８亿立方米，工程覆盖范围

由规划之初的安定、陇西、渭源、临洮、榆中、会宁６县
区，增加了通渭和天水城区，受益人口由规划之初的１５４

【综述】疏勒河全年来水量１１．４亿立方米，较上年少

６．０６亿立方米。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配合地方政府查处
整治河湖＂四乱＂、涉河建设及河道采砂等问题４０项，年
内通过水利工程向玉门市、瓜州县生态林地提供生态用水

２７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万人增至３０８．５万人，增加１００？？通过持续生态补水，关

川河、祖厉河等７条河流全年不再断流。

（供稿∶许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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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
【＂六稳＂＂六保＂工作】省工信厅落实省政府部署

要求，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２０２１

产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１６．７？？７？６．６？？均高于十大生
态产业５．８？？平均增速。４９１个总投资额１４６５亿元重点项
目当年完成投资２３９亿元，累计完成投资５３２亿元。三个
生态产业发展基金全部注册成立，清洁生产产业发展基金

完成１．３５亿元投资。

代拟《保市场主体工作方案》《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工作

【＂三化改造＂工作】省工信厅制定工作要点，建立

方案》。建立惠企政策落实情况周报告周通报、旬问卷调

工作体系，出台《甘肃省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认定管理

查、月调度协调等制度，开展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中小企

办法（试行）》《甘肃省制造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改造

业发展专项督查。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诊断咨询工作方案》《甘肃省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评价管理

开发甘肃省涉企政策精准推送和＂不来即享＂服务系统，

实施细则》。完善省、市州、县区三级层层落实包抓机

精准推送惠企政策２７８４万条，７９９类涉企事项实现在线办

制，建立智能制造专家库、重点项目库。２０９个总投资３２７

理。加快清欠工作进度，拖欠账款清偿比例达到９１．２９？？，

亿元的＂三化改造＂重点项目当年完成投资７９亿元，５６

无分歧欠款实现１００？？偿。促进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建

个项目建成。完成３３户企业智能化改造诊断咨询，认定６

立＂规下转规上＂动态培育库，每月对入库企业生产运行

个省级智能工厂、１３个数字化车间、３８家绿色工厂、８种

情况进行调度，新增入规企业５５户。支持中小企业走＂专

绿色产品、３家绿色园区，２０家绿色工厂、６个绿色产

精特新＂发展之路，新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４１户，

品、２个绿色园区入选工信部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２８户

２４户企业评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保产业链供应链

危化企业完成搬迁改造任务，评估认定１５家化工产业集中

稳定。省、市工信部门共梳理９１条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和

区。

龙头企业、核心配套企业１３５２户，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全省新建５Ｇ基站７８０２

包抓体系。摸排产供销风险点３０１０个，建立需求问题清
单，实行动态管理，＂一企一策＂协调解决９４．７１？？发挥

个，累计建成５Ｇ基站８５０９个，实现市（州）主城区５Ｇ网
络深度覆盖。白银、兰州等地区域综合服务工业互联网平

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带动作用，推进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协

台搭建完成，＂兰石云＂＂酒钢云＂等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

同发展，组织多类型产供销对接活动，签约企业 ９８８８个、

台产品初具雏形，兰石集团铸锻大脑工业互联网项目上线

金额４６９亿元。

发布。启动＂数字甘肃·如意之链＂建设，建成区块链信

【生态产业发展】全省先进制造、数据信息、清洁生

任基础设施平台，＂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见证系统＂＂基于

工 业 ２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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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网上签约系统＂完成上链。支持信息港公司发展，

入１１４０．７亿元，同比增加１０４．９亿元，增幅１０．１３？？全年

信息港公司现控（参）股１２家公司，全年实现产值２．６亿

生产生铁７５１．４万吨，同比增加１２２．７万吨，增幅１９．５３％；

元。引进＂城市大脑＂等信息化平台，制定４个地区＂城
市大脑＂建设方案。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粗钢８７５．３万吨，同比增加１２７．５万吨，增幅１７．０５？？？材
８７５．４万吨，同比增加１３５．２万吨，增幅１８．２７？？？解铝

１４．２？？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省政府与龙芯中科签署战略

１６５．４万吨，同比增加４．８万吨，增幅３．０２？？２０２０年，酒

框架合作协议，华天电子科技园以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为主

钢吨钢综合能耗５６８．２千克标煤／吨，同比下降１４千克标

导的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张掖智能制造产业园入驻企
业２８家，平凉智能终端光电产业园累计完成投资１５亿

煤／吨；转炉综合钢铁料消耗１０６５．６千克／吨，同比减少

年鉴 元，兰州软件园集聚软件企业１１４家。
２０２１

１．４千克／吨；原铝液炭阳极单耗４１２．３千克／吨，同比上

【创新平台培育】全省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新认

升８．４千克／吨；原铝液可比交流电耗１３３２５．５千瓦时／
吨，同比上升４１．６千瓦时／吨。

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４家、行业技术中心９家、产业技术

（供稿∶王 莉 段 斌）

创新联盟５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８家，２家企业认定为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组织开展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生

有色金属冶金工业

产性服务业功能示范区和示范企业培育认定工作，新增省
级工业设计中心２０家、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示范区１户、生

产性服务业示范企业１１户。

（供稿∶德吉央宗）

【综述】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３４．８０亿元，同比增长
６．０２？？？业增加值２５３．５４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为
１１？？，同比增长４．１６？？？税１２４．４８亿元；全省完成精炼

铜１１５．１７万吨（不含广西７２．５７万吨）（产量１００２．５１万

钢铁工业

吨），同比增长８．９４？？位列全国第６位（不含广西第９）；
电解铝２２７．８７万吨，同比下降１１．４６？？位列全国（产量

【综述】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３４．８０亿元，同比增长

３５０４万吨）第５位；铅３．２３万吨，同比增长１７．４２？？位列

６．０２？？？业增加值１１８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为７．８？？，

全国（产量６４４．３１万吨）第１７位；锌４０．４５万吨，同比增

同比增长７．８？？？税２２亿元。全省生铁产量７８２．２９万

长１３．３３？？位列全国（产量６４２．４９万吨）第７位；镍产品

吨，同比增长１８．６９？？位列全国（产量８．８８亿吨）第２３

产量１５．０１万吨，同比增长２．８？？位列全国（产量２６．９５万

位；粗钢产量１０５９．１７万吨，同比增长２０．６７？？位列全国

吨）第１；钴产品产量４２２１吨，同比下降６．８２？？位列全

（产量１０．５１亿吨）第２２位；钢材产量１１０２．６５万吨，同比

国第１；单一稀土金属产量２２９４吨，同比下降２０．９０？？全

增长１７．７２？？位列全国（产量１３．２５亿吨）第２２位。铁合

省有色金属加工材产量１９１．４０万吨，同比增长０．４６？？其

金产量９８．６７万吨，同比下降１．５６？？位列全国（产量３４２０

中∶铜材７３．３０万吨，同比下降１６．２５？？？材１１８．０７万

万吨）第 １１位；炭素制品产量１５８．８４万吨，同比增长

吨，同比增长１４．６９？？？材２１０吨，锌材６０吨。硫酸

１７．１３？？

５３３．５６万吨，盐酸１９．８４万吨。黄金３１．２３吨，白银６０３．９５

酒钢集团污染物排放达标率１００？？环保设施有效运

吨。

行率１００？？全年投入科技经费４．８２亿元，开展科技项目

【镍钴产业】金川公司继续推进＂优＂镍战略布局，

１５９项，科技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５．３７？？科技成果

全面推进镍产业升级，产品结构由不锈钢一元产业为主体

转化率６２？？专利申报数量２５８项，参与制定各类标准１７

转向高温合金、特种合金、铸造合金、电镀、电池等多

项，其中国际标准１项、国家标准５项、行业标准１０项、

元、高端制造产业，先后组织公司采选业工艺优化及新产

团体标准１项。新产品开发试制及扩大试验计划２４．５万

品开发等重大科技攻关和信息化建设项目４０余项。获得省

吨，实际完成４３．３５万吨，完成年计划的１７６．６？？品种钢

部级科技奖励７项，其中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５项，三等奖

比例年计划２２？？实际完成２８．１？？较２０１９年品种钢比例

１项。全年完成投资２６．１３亿元。铜产业方面。持续构建高

提升６．１？？提品创效能力提升明显。方大炭素石墨烯复合
功能性无纺布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质量发展战略体系，围绕铜系列新产品研发、复杂难处理
资源综合回收、工艺流程优化及设备自动化水平提升。金

上荣获＂优秀产品奖＂。铁合金产业。腾达西铁第四冶炼
厂、第五冶炼厂短网补偿器成功实施改造。陇南万利铁合

川集团开展重点科研项目１０余项。采用国内领先装备技
术，成功开发出６￣１２μｍ铜箔产品，建成３０００吨含９９．５％

金公司攻克微碳微钛硅铁生产中产能低，碳、钛等有害元

的电镀高纯硫酸铜等项目。白银公司以基础类电缆和微细

素合格率低下难题，成功生产低铝硅钙钡和超低碳硅铁。

电磁线为主，完成２ＫＭ超导电磁线。

（供稿∶刘富强 柴 芳）

【铝产业】全省铝产业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成效。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酒钢实现营业收

特别是酒钢东兴铝业、中铝连城铝业、西北铝加工等企业

２７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７７．３３万元、献血１６万毫升、捐物４万

多件（套）。
（供稿∶张 涛）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
团完成营业收入２４６０万元，工业总产

值１１５１亿元，实现利税总额６２．３４亿，

实９

其中利润总额３３亿。生产有色金属及

甘肃
年鉴

深加工产品总量２０１．９万吨，化工产品

５３２．８万吨。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１．１亿元。金川民营经济产业园建设有
序推进，入园企业已达２１家，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

预计实现销售收入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７？？２０２０年公司位列＂世界５００
强＂３６９位，中国５００强９３位。
９月，白银集团下属分公司铜业公司铜冶炼＂闪速炉＂提升改造项目达产达标

在产业科技进步、产品研发和专利授权、院企开发合作方
面取得进展。酒钢东兴铝业公司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获得３项甘肃省专利
奖。连铝公司申请发明专利１项、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紧急实施的应

急抗疫物资８４消毒液生产线、医用防
护用品生产线按期建成投产，形成防护服１０００套／日、口

罩１０万只／日的生产能力。先后在矿山、选矿、冶炼系统
实施５Ｇ＋智能车间样板间试点建设，部分５Ｇ＋无人应用已

投入使用。

１件，累计申请专利３８件。西北铝完成Ｃ９１９大飞机用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２项，获省科技进步奖３项，获

７０５５型材五轮次试制，申报甘肃省重大专项１项、重点研

省专利奖２项，获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奖２项。累计申

发项目３项、重点攻关项目４项、工业优秀新产品３项。铅

请专利３８２项。获得授权３０８项。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锌产业。白银公司开展＂超大面积流态化锌焙烧高效节能
新工艺的研发与产业化＂等７项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
项目。宝徽集团完成洛坝矿山实施智能化改造等３项产业

６１项。其中一线产业工人参与申报专利１９６项，占申请专

链延伸和技术改造项目。

利总数的５１？？
（供稿∶谢冬梅）
【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以下

【稀土产业】甘肃稀土开展高性能烧结钕铁硼性能提

简称兰州铝业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生产铝产品４０．８１万吨，

升及产业化研究、白光ＬＥＤ用荧光粉产业化等研究。黄金

生产炭素产品２０．１１万吨，发电１２．３１亿千瓦时。累计实现

产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除金川公司外全省矿产黄金

工业总产值５２．８５亿元，销售收入５２．２９亿元，实现产销

产量下降较大。

率、货款回笼率两个１００？？全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４．３３

（供稿∶李国庆、王宏娟、柴芳、刘顺伟、莫四芳）

亿元，资产负债率同比降低４．０４？？超额完成中国铝业股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铜铅锌产品产量

份有项公司下达的年度经营目标，获＂中国铝业股份有限

５５万吨，黄金４０６３千克、白银１６０吨；工业总产值２１５．４１

亿元。２０２０年公司在中国企业 ５００强排名第３１５位，有色
行业排名第１２位，在中国１００大跨国公司中排名第８８位。

公司总裁特别奖＂。
企业总资产７２．７２亿元，在岗员工２３７５人。全年公司

入５．３４亿元建立＂三化＂改造创新中心。２０２０年加工成本
同比降低２．９９？？资产负债率降低３．９９？？全年二氧化硫

累计开展新能源替代发电５０亿千瓦时，减少标煤消耗
１６９．３５万吨。完成投资９８３６万元。建成投运项目５个。
（供稿∶冯康虎 曾海宏）
【中铝连城分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连城分公

年排放量同比减少５９１．６吨，废水排放年减少８．８万吨。

司（以下简称∶连城分公司）全年生产铝产品１５．２９万

＂红鹭＂牌产品获＂有色金属产品实物质量金杯奖＂，Ａ级
铜入选国际铜期货首批可交割品牌。投入２７９万元重奖科

吨，同比降低１．４７？？？产阳极炭块１５．６４万吨，同比增加
５．６８？？？现销售收入２１．２９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１．３１

技英才，全年申请受理专利近２００件，１２项成果获得省部

亿元；上缴税收８００４万元，２０２０年末总资产３０．１３亿元。

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７亿元，建成投用７个。投

级科技奖。第二十四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荣获１金５银６

原铝液 Ａｌ９９．７０以上率完成９８．８４？？较２０１９年提升

铜，奖牌总数和获奖比例位居甘肃省参展企业首位。面对

２？？？焙阳极执行行业标准，一级品率完成６３？？较
２０１９年提升１２？？生产能源消耗总量４４万吨标准煤。原铝

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支援全省抗疫工作，踊跃捐款

工 业 ２７３

，

液交流电耗较能耗限额降低６０９千瓦时／吨铝，铝产品综
合能耗１．６７２吨标煤／吨。全年共查处各类安全隐患３６５５

显降低，营业收入减少，行业效益下滑。至２０２０年底，甘

项、环保隐患３７４项、＂小散乱污＂问题１８３项，查处各类
违章５５５人次，辨识出危险源３７１４项。

计１５４７．９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５０．３亿元，实现营业务
收入１２６５．９亿元，利润总额３７．５亿元，上缴税金２７１．５亿

全年有５项技术成果申报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冶金有色工

元；进出口贸易总额３９００３万美元，其中进口额２８４９１万

业科技进步奖，有５项获得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受到中国

美元，出口额１０５１２万美元；全省原油产量９６８．７万吨，天

铝业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科技奖励。全年有９个ＱＣ课
题获成果发布优秀奖，其中电解厂设备信息区域ＯＣ小组

然气产量３．９亿立方米，原油加工量１４６７．５万吨，成品油

甘肃
年鉴 等４个小组荣获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供稿∶康会林 王冬生）
２０２１

肃省规模以上石化企业２０８户，从业人员６．４万人，资产总

产量１０６９．６万吨，乙烯产量６９．７万吨，甲醇产量５３．５万

吨，电石产量８１．４万吨，合成橡胶产量１７．４万吨，生产农
药３．７万吨，化肥１７．５万吨。

（供稿∶刘少鹏）
【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

建材工业与轻工业

司油气经营总量５０．１８万吨，其中零售量３５．９８万吨，直分

３．８６？？？业增加值１２５．５６亿元（占全省工业比重为

销１０．８万吨，天然气经营量４５８５万方；非油品营业额
１２３６４万元；全年建成并投营加油（气）站１０座。整体实

８．３？？，同比增长３．３？？全省水泥产量４６５１．１５万吨，同比

现利润总额２３００万元，吨油费用控制在６０４元以内。全年

增长５．４８？？其中熟料产量３６１５．７１万吨，同比增长

加油（气）站人均劳效达到５９８吨／人，同比增幅７．５５？？
完成电子钱包在营站的测试推广工作，实现１２５座在营站

【建材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４３．３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６？？玻璃制品产量５１９．２６万箱，同比下降６．６９？？祁连
山公司部分生产线实施水泥生产能源管理系统等智能管

理，利用１５台水泥窑余热发电机组完成发电４．９亿千瓦

的授权码模式加油，石化钱包用户７．１５万人，累积充值金
额突破６１００万元，沉淀资金２４３．４８万元。全年抽验油品

时，获得２０２０年度建材行业＂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资

３３５１批次，均化验合格，全年共排查各类风险８８条，隐

金管控体系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获２０２０中国企业改革发

患１０１项。实现废气、废水达标排放率１００？？危废合规处

展优秀成果一等奖，＂智慧供应链建设＂荣获中国水泥协

置１００？？环保手续合规１００？？高耗能设备淘汰１００？？

（供稿∶高 娜）

会２０２０水泥行业集采供应链创新奖。

（供稿∶姜翠萍）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销

【轻工业】全省轻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

售成品油５００２万吨，销量占中国石油整体销量的５５．１？？

产值同比增长７．２？？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２．６？？利润同

调运油品８６７６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２６１３亿元，缴纳税费

比增长６２．８？？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３．３？？全省轻工业规模

６．１亿元，实现自由现金流８８．７亿元，服务满意度达到

以上轻工业企业 ５４６户，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数的

９９．９？？２０２０年，省内３家炼化企业（兰州石化、庆阳石

３０．７７？？？现工业总产值８４２．４８亿元，占全省工业总产值

化、玉门油田炼油厂）加工原油１４６９万吨，生产成品油

的１３．２９？？？现利润总额６３．７９亿元，占全省工业企业利

润的２２．８１？？实现营业收入总额８１７．７６亿元，占全省工业

１０８２万吨，公司在甘肃市场销售成品油４６５万吨。全年在
兰州局完成运输４４７．５１万吨。

营业收入的１１．５４？？２０２０年甘肃轻工业资产总额以４．１％

（供稿∶高 越）

的增速，实现全省工业１３．２９？？工业总产值和２２．８１？？

利润。

煤炭工业

全省轻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总量排在前五位的子行业分
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完成２１５．９５亿元，烟草行业完成１５７．６０

【地质勘探】甘肃煤田地质局争取省级财政地勘项目

亿元，医药制造行业完成１３２．７６亿元，酒、饮料和精制茶制
造行业完成８６．８９亿元，食品制造业完成６０．０４亿元，上述五

２０个。实施的＂山丹县东水泉东煤炭普查＂项目预获资源

个行业累计完成６５３．２３亿元，约占全省轻工业总产值的

７７．５４？？

量可观，属甘肃省紧缺炼焦用煤，续作前景好。开展社会
勘查项目４２个，其中非煤项目２０个。实施金矿项目，完

成一个金矿报告；铅锌矿等金属矿项目找矿成果较好，为

（供稿∶张雨田）

项目接续打下坚实基础；坚持综合勘查，在煤炭勘查时发

现了铀矿资源；陶土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区域开

石化工业
【综述】甘肃省石化行业主要经济指标较去年同期明

２７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发利用；晶质石墨调查项目达到预期目的。非常规能源调
查方面。推进全省煤层气调查和潜力评价工作，编制《甘

肃省煤炭工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煤层气（煤矿瓦斯）开

发利用配套方案》，接续承揽的窑街煤层气地面抽采项目

上年度有较大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２２？？

完成最具技术难度的射孔、压裂工作，开始投产，进入试

远高于其他工业行业。工业增加值占比６．５？？比去年增加

排采阶段；实施的兰州新区地热普查项目成果显著，并发

１．２？？位次超越煤炭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明显回升，同

现利用价值较高的氦气资源；泾川县地热普查项目，探获

比增长１３．４？？占全省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的１３？？资产

平凉地区温度最高的地热井，并富含理疗价值。石油井施

总额占全省工业的１０．３？？同比增长７．７？？？业收入占全

工创水平段钻井新高，物探项目持续拓展。矿权资源方

省工业的７．１？？同比增长１６．１？？行业盈利能力持续提

ｈ门拿窄

面。推进省地勘基金项目成果转化，主动对接推进郭家台

高。全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２０．３亿元，比上年增

煤炭资源处置和张掖平山湖矿业权维护，做好国家出资探

长９．４？？全年基建和技改项目投资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

明矿产地清查，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前谋划并积极
参与省＂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

业投资增长３３．２？？张掖流体智能科技装备产业项目、兰

甘肃
年鉴

【甘肃煤田地质局】完成总收入６．６５亿元，完成年度

为行业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增长极。传统产业＂三化＂

任务指标的１１２．８？？在岗职工人均年收入比＂十二五＂末

改造工作顺利，２０９个重点项目总投资３２７亿元，当年建

增长四分之一。实施各类资源勘查项目７９个，完成钻探进

成５６个项目，完成投资７９亿元。４户装备制造企业被评为

尺１２万米，新增煤炭储量１．３９亿吨。新申报甲级资质９

智能化工厂，占到全省的６７？？

州中车公司搬迁、５１０所真空装备产业园等项目的实施，

程勘察甲级资质通过自然资源部、住建部审查。地研所取

（供稿∶岳明英）
【中小企业】甘肃省委、省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得煤矿安全检测资质证书。一四六队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加速推进＂双循环＂畅通，中小企业和民营经

合作推出国土空间信息平台软件，与陇南市成县等县区达

济发展实现全省规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双双

成采购意向。矿山生态修复挂网喷播生态复绿、地形图立
体采集、裸眼采集等技术应用均见成效。掌上微信办公

稳定增长、逐季回升。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全省规模以上
中小微工业企业１７８０家，其中中型１９７家，小型１３５３家，

走在省内前列，地质资料大数据平台建设完成１５０００余件

微型２３０家。规模以上中小微企业增加值增速１３．４？？较

地质成果资料电子化。开展６项集中整治和第１９个＂安

规模以上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６．５？？出６．９？？中小微企

全生产月＂等专项行动，全局３３名安全管理人员取得安

业拉动全省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５５．８？？？模以上中小

全管理资格证书，２家单位通过中国煤炭工业协会３Ａ级

微工业企业累计现价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３４．８？？营业

项、延续５项。陇原公司４项地灾防治甲级资质、岩土工

信用评价。

２０２１

收入占３８．６？？？省规模以上民营经济企业数１３３０户，工

（供稿∶肖李娜）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靖煤集团原煤产量

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８．８？？高于全国水平０．８？？

（供稿∶李青云 寇明章）

８８５．６万吨，较计划增产５．６万吨；原煤销量８８２．６万吨，

较计划增销１．５万吨；尿素综合产量４３．３万吨，较计划增
产１．３万吨；尿素销量３２．９万吨，较计划增销１．９万吨；发

电力工业

电量３２．６亿度，较计划增发１．６亿度；利润总额２．１亿元，

【综述】甘肃电网处于西北电网中心位置，是西北电

较计划增盈０．１亿元；工业总产值５１．８亿元，较计划欠１．１

网水火、综合能源（新能源）互济，跨省功率交换的核心

亿元。煤炭板块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１．７５亿元，占全产业的

枢纽。跨省区与新疆、青海、宁夏、陕西、四川省交直流

６１．２？？电力产业工业总产值１０亿元，利润５１００万元，化

电网互联运行。甘肃电网按电压等级、地域主要可分为

工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９．４亿元，同比增加１８００万元。王

７５０千伏主网、３３０千伏河西、中部、南部和东北部电网。

家山矿一号井、红会一矿通过国家一级考核验收。白银热

７５０千伏主网是西北电网的中枢部分，分别与陕西、宁

电完成２号机组Ａ修和１号机组Ｃ修。全年原煤生产发生伤

夏、新疆通过４回７５０千伏线路连接，与青海通过６回７５０

亡事故１起１人、非伤亡事故６起，同比下降５３．８？？在甘

千伏线路连接，是西北电网潮流交换的核心枢纽。３３０千

肃省第二届矿山救援技术竞赛中，分别获得了矿山救援工

伏河西电网，以７５０千伏武胜变电站、河西变电站、酒泉
变电站、莫高变电站、敦煌变电站、沙洲变电站为中心

种全能一、二、三名的好成绩。

（供稿∶丁法义）

３３０千伏电网分区运行，连接新疆电网和青海西部电网，
主要承担着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送出，河西五市负荷

装备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供电。３３０千伏中部电网，以７５０千伏白银变电站、兰州

东变电站为中心，构成７５０／３３０千伏电磁环网及３３０千伏
【装备制造业】２０２０年甘肃省装备制造业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行业生产恢复快速，行业发展经济指标比

双环网主网架，承担着黄河水电送出及兰州市、白银市、
定西市、临夏州、甘南州负荷供电。３３０千伏南部电网，

工 业 ２７５

，

甘肃

以麦积山变电站为中心，３３０千伏网架承链式、辐射状电

太阳能装机２３５４．７４万千瓦、占比４１．９？？装机规模位居全

网结构，承担着南部水电送出及陇南市、甘南州、天水市

国第１０位。甘肃电网日最大用电负荷为１７３１２兆瓦。甘肃

供电任务。３３０千伏东北部电网，以７５０千伏平凉变电站
为中心，与７５０千伏麦积山变电站、７５０千伏兰州东变之

省全社会用电量１３７５．７０亿千瓦时。深耕省内外两个市
场，多措并举稳存量、挖潜量、抢增量。外送电量连续３

间形成７５０／３３０千伏电磁环网，承担着平凉市、庆阳市电

年年均增长１００亿千瓦时，２０２０年外送电有效增加火电利

网供电任务。

用小时数１６００小时以上，新能源利用小时数８５０小时以

甘肃电网输变电工程建设工程７５０千伏常乐电厂正式

年鉴 主变扩建及３３０千伏母线分段改造投运，提高电网供电可
２０２１

投产，为祁韶直流提供有力电源支撑。７５０千伏白银变＃２

上，增加发电企业收入１１６亿元。省内直接交易规模每年增
长近７０亿千瓦时，自备电厂替代每年增长近２０亿千瓦时。

省内直接交易电力用户２０９４户，同比增长７４６？？不

靠性，为中部解环奠定基础。３３０千伏志远、萧关等输变

断完善交易机制，组织１２批次电量５１６．１１亿千瓦时，同比

电工程相继投产，完成银西高铁配套供电工程及６座３３０

增长３４？？年度省内市场化交易比例提升至售电量的
５４？？释放改革红利约１４．６４亿元。２０２０年自备电厂替代

千伏牵引站投产工作，庆阳电网网架结构进一步强化，地
产。甘州变３３０千伏送出工程投产，甘—河７５０／３３０环网

交易电量８７．８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其中新能源电
量６６．２８亿千瓦时。

运行，补强３３０千伏网架，提升地区３３０千伏电网输送能

全年组织甘电外送交易１０６笔，成交电量６３０．４６亿千

力。３３０千伏玉八二线投产，补强了嘉玉电网结构，提升

瓦时，实现外送电量５２０．１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２３？？

玉门风电送出能力。３３０千伏绿洛二线投运，提升甘南水

外送清洁能源电量２０３．２４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７．４８？？助

电送出能力，提高末端电网供电可靠性，消除甘肃电网最

力甘肃解除新能源投资红色预警。省间清洁能源替代交

后一个３３０千伏单线供电系统，提高洛大水电送出能力。
３３０千伏芦阳变、万红变主变扩建工程投产，提高白银地

易，实现替代电量１９．８８亿千瓦时，提前超额完成核定目

区电网转供能力大幅提升。３３０千伏居延变、宁远变投

标任务的１３２．５？？

区电网供电可靠性。酒泉风电二期部分送出工程、通渭百
万风电送出工程陆续投产，促进新能源发展。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完成发
展总投入８６．４７亿元，其中电网投资６８．４５亿元。１１０千伏

甘肃电网有±８００千伏换流站１座、换流容量８００万千

及以上输电线路开工６５５千米，投产１４０２千米；变电容量

伏安，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４３０２千米；７５０千伏变电站１１

开工２８１万千伏安，投产５２５万千伏安。刘家峡水电厂发

座，主变２０台，容量３９６００兆伏安；３３０千伏变电站７５

电量９１．４９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４．０６？？省内售电量９７８．１９

座，主变１６２台，容量４４７３０兆伏安；２２０千伏变电站７座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９．１４？？跨区跨省外送电量５２０．１６亿

（含１座开关站），主变１８台，容量２３７０兆伏安；７５０千伏

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２３？？减免工商业用户电费１０．４３亿

线路３５条，省内长度６５９８千米；３３０千伏线路２９４条，长

元，助推全省复工复产率超过９０？？电力行业占全省规上

度１２４４２千米；２２０千伏线路３５条，长度８２６千米。甘肃

工业增加值比重达２０？？拉动增速１．８９？？＂十三五＂

电网发电装机容量５６２０．４２万千瓦，其中水电９５７．４１万千

１２７．６万千瓦光伏扶贫项目全容量并网，每年可产生稳定

瓦，火电２３０８．２７万千瓦，风电１３７３．１９万千瓦、位居全国
第９位，太阳能９８１．５５万千瓦、位居全国第１３位。风电及

长７．７？？较＂十二五＂末实现翻番，相当于节约标煤

收益约７．６亿元。新能源发电量３７９．５９亿千瓦时、同比增

４６６．５２万吨、减排二氧化碳３５６８．１５万
吨。新能源发电量占比２２．３？？居全国

第二。新能源利用率超过９５？？完成电
能替代电量１４７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
二氧化碳１４６４万吨、减排二氧化硫４４万
吨、减排氮氧化物２２万吨。１４家市

（州）供电公司办电业务全部进驻当地政
务服务大厅。线上办电率达９４．０５？？

高、低压客户平均接电时长压降至３０．７２
ｐ）１

天、２．５５天，优于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

司要求。获得电力指数达９９．５４？？高于
目标值９．５４？？通过直购电交易降低企
业用电成本１４．６４亿元。建成国网系统单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青豫工程现场举行首区段架线试点仪式
２７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站规模最大、最早投产交付的砂坪变多

站融合数据中心。全年获得国家级管理创新成果２个二等

投入运行，实现９个场站８８１台机组的远程集中控制。省

奖、行业级创新成果１个二等奖、国网公司创新成果１个
特等奖和１个三等奖、省级创新成果１９个一等奖、２５个二
等奖、１个三等奖。２０２０年获中电联表彰的行业级优秀ＱＣ

列重点项目常乐电厂１、２号机组投产发电，实现锅炉点

成功。完成＂三化＂改造投资９７００万元，完成张掖电厂２

成果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４项，获国网公司二

号机组供热能力改造，增加供热能力２５０万平方米。

火、汽轮机冲转、首次并网、１６８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一次

２０２０年公司项目开工５６项，线路７５４．２４千米、变电

（供稿∶姚 聪）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华能甘肃公司完成发

２９９．８５万千伏安，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０．８？？？目投产７６

电量４００．３６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４．３９？？？成供热量

项，线路１４９８．１３千米、变电５４１．１万千伏安，完成年度计
划的１０１．２？？完成超期项目２３项，２６项工程提前开工、

４１４０．９万吉焦，同比增长６．５？？？现营业收入１２９．１７亿

２９项工程提前投产。制订下发＂７５０千伏架空输电线路、
７５０千伏高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企标，实现了公

目，在兰州新区供热面积９００万平方米，占兰州新区城市

等奖１项，获省级优秀成果５５项。

元。完成兰州新区４×１１６ＭＷ循环流化床锅炉民生供热项

伏变电站工程＂ＨＧＩＳ全新设计方案＂，入选国网公司通用
设计方案。完成深基坑作业一体化装置、装配式防尘棚等

氢醇＂绿色智慧综合能源基地开始布局，华能甘肃公司完

施工装备研发，并在国网系统推广应用。青豫工程甘肃段

成国务院国资委部署的甘肃区域煤电资源整合工作，接收

率先复工、率先贯通，疫情防控等典型经验和做法在国网

１０家火电企业管理权，实现资产平稳交接。

特高压工程中推广应用。常乐电厂７５０千伏送出工程作为

（供稿∶张云让 李 骞）

甘肃公司首次与电厂侧同步启动调试项目，电厂、电网一
次性启动投产。银西高铁供电群体工程提前３个月完成建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２０２０年，完成发电量
９１．４９亿千瓦时，上网电量９０．７６亿千瓦时，均创历史新

设任务，酒泉、定西风电配套工程按期完成，临夏光伏扶

高；平均发电耗水率４．０１立方米／千瓦时；节水增发６．８７

贫工程３个月建成投运，助力临夏州２７０６８户贫困户决胜

亿千瓦时，水能利用提高率８．１４？？至２０２０年底，刘家峡

脱贫攻坚。兰州新庄—平安１１０千伏线路工程克服困难提

水电厂连续安全生产７１００天，累计发电２５０８．６３亿千瓦

前５个月为用户供电。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电投集团

时，创不变价工业总产值１８７．３２亿元。全年排查处理各类
设备缺陷隐患１１５项，完成１号机组定子改造及Ａ级检
修、３３０千伏开关站监控系统改造等３５项大修技改任务，，

完成发电量２５０．２１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３．０６？？完成年

甘南、陇南遭受特大暴雨侵袭，驰援九龙峡水电站抢修。

度计划的１１１．２１？？？业总产值６５．８７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２０年黄河上游来水较丰，入库水量４２４．４亿立方米，为

１６．３９？？完成年度计划的１０７．９８？？？润总额１．６４亿元，

建站以来之最。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组建８支抗洪抢险

完成年度计划的２９８．１８？？？定资产投资３０．３６亿元，完成年

队，开展４次防汛综合应急演练、１９次专项应急演练。及

度计划的１０４．０５？？？交税费６．８亿元。电力产业营收同比

时启动防汛ＩＶ级应急响应，应对黄河上游２次较大洪峰，

（供稿∶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编写组）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供热面积的４５？？
甘肃省陇东千万千瓦级＂风光火储输＂一体化绿色智
慧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继续推进，河西千万千瓦级＂风光火

司电网建设专业国网企标＂零＂的突破。７５０千伏、３３０千

Ｉ门１拿Ｔ

增长１６．５５？？利润同比增长６０．１５？？

全年实现签订合约发电量２４１亿千瓦
时，实际完成２５０亿千瓦时的历史高

点，全年大用户直供电量同比增长
６５．６２ ？？跨省外送电量同比增长
６７．７１？？实现火电新能源打捆外送西

藏电量１０亿千瓦时，水电与省内火电
发电权转让电量６．３亿千瓦时，获得收
益１．３８亿元。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

３８．９８？？水电增长３．９９？？风电增长
９．８８？？光电增长１０．１７？？火电供热面
积达３７６９万平方米，完成供热量１９０８
万吉焦，同比增长５．４５？？新能源发电
弃 风弃 光率 分别 降 低 １０．０５？

甘肃省首个百万千瓦火电机组———甘肃电投常乐电厂４×１０００ＭＷ调峰火电项目１、２号

７．６９？？新能源集中监控智慧运营中心 机组投产发电

工 业 ２７７

泄洪历时６９天，泄洪总量４０．４４亿立方米，操作泄水闸门

共计２５５次。

，

单纯的承接项目建设向运作项目转变。
【商业地产布局】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推行线

（供稿∶王建刚）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公司】全年完成发电量

上线下销售，全年房地产销售额达４９．２２亿元，同比增长
２３．６４？？？开发天水＂上尚宅二期＂项目、临夏＂百郦天

７６．２８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２６．４３亿元。全年发电量同

香＂项目、无锡百郦华庭、天津百郦荣锦苑等标志性项

比增加５？？供热量同比增加１３．３４？？二氧化硫、氮氧化

目，商业布局更加专业化、品牌化、规模化；投资开发、

物、烟尘排放量分别同比减排１８０吨、２６．３吨、２０．５吨。
安全生产天数超过３０００天。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

规划设计、施工建设、商业运营、物业服务综合运营能力
得到提升。集团主体信用等级提升到ＡＡＡ级，首次跨入国

甘肃
年鉴 ２０１９年度全国电力行业循环流化床发电机组能效对标中，
２０２１ 所属华亭电厂２号机组获评１５０ＭＷ级空冷ＣＦＢ锅炉５Ａ级机
组奖及厂用电率指标最优机组。

（供稿∶李 磊）

内最高信用等级行列。
【产业培育】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参与全省农
村煤改气工程建设；投资黄河流域平凉市林草生态扶贫项

目、定西渭河源林草生态扶贫巩固提升项目等一批重点生
态治理产业；以永靖绿色建材生态产业园项目为平台，打

建筑业

造甘肃省首个５Ｇ智慧矿山；推进＂三化＂改造，研制智
能施工机具，专用汽车立项新产品３５款；装配式建筑产业

【生产经营】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完成经济总

集群基本成型，天水装配式产业园区和榆中创新科技产业

量８４８．１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６２？？？现订单１１８３．１３亿

园投入试生产；承接华润海原光伏复合项目，拓展新能源

元，同比增长６．８８？？？现利润总额１０．３７亿元，同比增长

风电市场。完成混改项目１５项；１５家企业推行经理层成

４７．６２？？？续九年成为中国企业 ５００强，位居第２９４位。

全年筹资１０２亿元，拉动投资项目约４００亿元，实施兰州

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３家企业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获得１３项＂国家级＂优质工程奖项。

环球港综合体项目、＂读者印象＂精品街区项目等，实践

【现代服务业】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融合＂互

ＥＰＣ、ＰＰＰ、ＥＰＣ＋Ｆ等项目投资模式，全年实施项目４７

联网＋＂理念，拓展＂互联网＋金融＂模式，加强与上游

个，总额达１５４．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９８．４２？？建设东湖广场

供应链企业产业协同，创新集采供应模式，构建服务便捷

项目、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等绿色化、智能化重点项
目，参与棚改房、省市重大建设项目和民生项目，全年承
接造价亿元以上项目２２２项，总额达７１０．０５亿元。

的现代服务产业新体系；拓宽商业视野，开展大宗材料、
建材、铁矿、焦炭、成品油等贸易业务，商贸物流板块完

成经济总量２０９．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８８？？？展＂建投子

【市场拓展】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以国家重点

弟看建投＂主题研学游活动，打造华陇优选商城，开展系

规划区域为导向，全年省外市场实现订单３０３．３６亿元，同

列消费扶贫活动，，酒店业务通过业务转型和模式创新，实

比增长４６．４５？？？广东、安徽、陕西、江西、贵州等省区

现盈利增效。

签约一批重大项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北京成立

【科技研发】甘肃省建设投资集团总公司科技研发费

华陇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ＥＰＣ＋Ｆ模式签约马尔代

用１．８２亿元，组织开展科技项目２５０项，授权专利９５项，

夫度假村开发项目和越南胡志明城市综合体项目，实现从

其中发明专利３项，获批＂甘肃省装配式建筑工程研究中
心＂；攻关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绿色

建造、ＢＩＭ技术、智慧建造、大跨度

钢结构等关键技术，获甘肃省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开展

科技项目３１项，发挥首席专家、科技
领军人才作用；全集团完成标准编制
８７项，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推广应
用＂四新＂技术、绿色建造、施工组

织设计。

甘肃建投三建公司承建的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兰州分校项目荣获＂鲁班奖＂

２７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 班展昭）

金 融 业

Ｎ门拿育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汇业务＂绿色通道＂，建立２４小时在线咨询机制，引导市

金融调控管理

场主体＂网上办＂＂邮寄办＂＂预约办＂，督促银行＂特事

特办、急事速办＂，指导办理疫情防控外汇业务１６１９．９３万

【金融宏观调控】全省各项贷款余额２２１５９亿元，同

美元，为１３家企业办理跨境融资４．６亿美元。申请获批成

比增长７．１６？？？增贷款１４８１亿元，同比多增２５６亿元。

为首个开展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的西部省份，单笔跨

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综合运用降准、下调超额准备

境结算业务从１天缩短至２０分钟。推广服务贸易税务备案

金利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各

电子化试点，开展税务备案信息网上核验功能试运行。开

类低成本央行资金。在全国率先推出省级重点保障企业专

展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企业办理出口应收账款

项贷款政策，累计向１２８家企业发放３３．１１亿元优惠利率贷

质押融资７８万美元。

款。实施＂陇原金融稳企纾困行动计划＂，全省开展政银

【绿色金融】全省绿色贷款余额２２８５．９３亿元，比年

企对接会２４０余场，签约授信达９００多亿元，惠及３０００多

初增加２８３．２７亿元。甘肃省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家企业。推动５个市州建立首贷中心，近９０００户中小微企
业获得首贷。６月至１２月，累计对６３６．８亿元到期贷款实

行绿色中期票据５亿元。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成

施延期，惠及１．３万户企业。至２０２０年末，全省普惠小微

组＂，建立绿色金融工作协调机制，制订《兰州新区绿色

信用贷款余额１３７．７４亿元，较年初增加近一倍。

金融五年发展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４年）》《兰州新区建设绿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存款保险宣传常态化工作

立＂甘肃省兰州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工作领导小

机制，制定印发《甘肃省存款保险宣传工作实施方案》，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兰州新区绿色金融发
展奖励政策（试行）》等政策方案。制定《兰州新区绿色

开展《存款保险条例》施行５周年集中宣传活动，消除县

企业认证及评级办法（试行）》《兰州新区绿色项目认证

乡镇和农村偏远地区宣传盲区，实现宣传全覆盖。召开全

及评级办法（试行）》，筛选储备绿色项目１６９个。搭建

省存款保险标识启用工作会议，建立＂三级联动、分级负

＂绿金通＂金融服务平台，实现融资９．２７亿元，促进银政

责、属地管理＂工作机制，组织全省人民银行开展存款保

企项目对接，推进兰州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

险标识启用现场巡查，全省１２７家机构４０００多个网点全部

【金融服务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印发复
工复产防疫工作指引，出台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十条措

按规定启用存款保险标识。
【外汇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出台《关于

施＂，开展＂千万豪礼惠金城＂消费激励活动，发放电子

进一步强化外汇服务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开辟外

消费券１．５亿元，撬动市场消费３．５亿多元。建成４７个县级

金融业２７９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

汇率∶６．５２４９

栏目 项目

一、各项存款
盈创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一）境内存款

１．住户存款
（１）活期存款
（２）定期及其他存款

２．非金融企业存款
（１）活期存款
（２）定期及其他存款
３．机关团体存款
４．财政性存款
５．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

（二）境外存款
一、各项贷款
（一）境内贷款
１．住户贷款

（１）短期贷款
消费贷款
经营贷款
（２）中长期贷款
消费贷款

经营贷款
２．企事业单位贷款
（１）短期贷款

（２）中长期贷款
（３））票据融资
（４）融资租赁
（５）各项垫款
３．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

（二）境外贷款

单位∶亿元、％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余额

２０９９２．６７

２０９７７９３
１２４５４．５１

４３１３．１１

比年初增减

增速％

今年

去年

１２２４．２１

亡岁

５．８４
５．８５
１２．３７

７６８．８２

６．１９
６．１７

８１４１．３９

１３．２２
１０．４３

－０．３６

１３．３７
０．４１

１５３５．３８
２９５１．１２

－１３３

－０．８１

２９６．８７
１４．７４

－３４．５６

４９２２．６８
３３８７．３０
３５２．７５

２２１５９．４１
２２０４３．３４
６０１９．３２
１６８．６６
５６７．８６
１１２０．７９
４３３０．６６

２７９７．１０
１５３３．５６
１６０１３．０２
３６４３．３７
１０８２４．７４
９４１．７３
５５５．１０

４８．０７
１．００
１１６．０６

今年

０．０９

１．６６
９４９０

３９．９２
７．１６
７．３７
１０．１６

－６．９３

１１．２０
－１４．０３
１８．６６
２８．０６

１０．４７
０．９８

１．１９

－４５．０８

－９．１５
－１６．１５
６．７４
６．７０

７．９３

４．６６

４８．３６
－６．１７

９．６３
１８．６８

４．６４
６．２９
０．３４
９．４８

－１．５５

－１．８５
“，，
－２１．０７

－１３．１０

－４．１３
８．７９

６．２５
－１．９０

８．４２

２９．８７
－５．４５

？

１３．７９

１２２．００

１２７２．６０
５０３．７８

－１７．２３
３．５１

－２０．７４

去年

１０８５．３９
１０８７．４２
１２２６．３２
３５６．６３

８６９．７０
２３．４４
３６．３３

－１２．８９

－５０．５８
１７２．０１

３１．９２
－１４８．５７

４．２０
１４８１．４８

－２．０４
１２２５．８８
１２０８．０８
２８８．２５

－１５６．８０
１５１２．４６

５５２５

－６０．８７
１２１．００
－１８１．８７
６１６．１２
５４５．８０
７０．３１
９４７．２１
１５．９６
９３３．４７

－４０．６２
４４．６
－６．４６
１０．００

－３０．９８

－４５．６８

４．６６

９０１１
－８５．４５

２８３．５９

３４５．１９
－６１．６０
９１８．８２
－６０．８
７９１．４１
２２５９４
－２９．４２

－８．２２
１．００

１７．８１

＂云闪付之城＂。开展＂我是反诈达人＂抖音挑战赛，播放

万户个人调整还款计划或征信记录。建立省市两级假币鉴

量超过１亿人次。落实省委省政府十大生态产业工作部

定中心３个，成立甘肃省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金

署，制定十大生态产业贷款调查制度。组织全省县域法人

融纠纷４０起。

金融机构考核工作、协调省银保监局、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金融改革创新】发布《甘肃省金融科技发展白皮

局落实激励惩罚措施。建立高效财政直拨资金协调机制、

书》，建成甘肃省中小企业信用信息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定期对账机制和跟踪监督机制，全年共划拨直达资金１３

（陇信通），累计采集全省４７．７万户企业、２４００多万条信

批、抗疫特别国债专项资金１２批，金额合计３６４．９８亿
元。推动国库＂点对点＂直拨资金服务，１５０多项、超

息，与２３家省级银行机构的近２００家分支机构完成对接，
陆续发布１００多款信贷产品，３６０多家企业完成平台注

２００亿元惠民补助资金直达受益主体。实现非税收入直缴

册，１５０多家企业通过平台申请融资１９．３６亿元，实现融资

入库、退库业务电子化、跨省异地缴纳非现场交通违法罚

７．２亿元。创新供应链融资模式，成功推动金川集团、金泥

款网上＂一键办理＂，全省电子缴税金额占比达到

集团、蓝天集团和兰州银行与中征应收账款融资平台实现

９９．５？？拨付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８５９８笔，金额１３．８５亿

系统直连，至２０２０年末，全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累计

元。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征信救济政策，指导金融机构建

注册用户３５１９家，促成融资交易７５３笔、９４８．４４亿元。

立疫情防控征信信息保护机制，为８０９０多家企业和２．８８
２８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孟秋敏）

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８家，中小板上市７家，

创业板上市３家。

银行与保险监管

甘肃辖区有１家证券公司，１１２家证券分支机构，其

【银行业运行综述】全省有政策性银行３家，大型商

中２１家证券分公司，９１家证券营业部。客户托管资产总

业银行６家，股份制商业银行９家，城市商业银行２家（兰

额１７４６．３６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４３？？？券资金账户数

州银行和甘肃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８５家，新型农村
金融机构２７家，非银行金融机构１０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２６２．４７万户，同比增长７．６８？？辖区证券分支机构实现证

Ｎ门拿育

资产总额３．０９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７．４５？？负债总额

券交易额１６１８４．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４８？？？现营业收入
１１．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０．４８？？

２．９５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８８？？各项存款余额２．０５

甘肃辖区有１家期货公司，７家期货分支机构，其中１

甘肃
年鉴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０１？？各项贷款余额２．２１万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６．５７？？
【保险业运行综述】全省法人保险公司１家（黄河财

家期货分公司，６家期货营业部。客户权益总额６．７１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２？？？货账户数１．６６万户，同比增长
９．９３？？辖区期货经营机构实现期货交易额５９６２．８１亿元，

险），省级保险公司３２家（其中财产保险公司２０家，人身

同比增长３５．８１？？？现营业收入３６５３．１６万元，同比下降

保险公司１２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９５家；兼业代理机构

３０．０２？？

５３１６家，保险从业人员１４．９５万人。资产总额１１７５．２０亿

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并且注册地在甘肃的私募基金

元，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４８５．１９亿元，同比增长

管理人共３６家，备案的私募基金５３只，基金净值总规模

９．２？？保费规模全国排名第２９位，增速全国排名第５位；

１８２．９２亿元。３６家私募基金管理人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赔付支出１６９．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９？？
【服务实体经济】全省贷款余额２２１４９．１０亿元，同比

管理人４家，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３１家，其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１家。

增长６．５７？？对接全国和省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推

辖区Ａ股上市公司累计融资６４．１６亿元（其中，增发

出＂抗疫贷＂＂医贷通＂＂抗疫快贷宝＂等产品，加大对在
甘央企、国企等重要企业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

融资１９．７８亿元，公司债融资４４．３８亿元），辖区新三板挂
牌公司累计融资０．１５亿元。

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２．６万户批发零售、住宿餐

【监督管理】甘肃资本市场通过股债融资和并购重

饮、物流运输等行业企业发放贷款１９４４．５亿元。指导保险
机构扩展复工企业保险责任范围，推出＂复工保＂＂地摊

组，合计支持实体经济８６．９４亿元。全年开展现场检查３９

保＂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专属产品。强化对小微企业的产业

息披露违法案件作出行政处罚，罚没金额达２３６万元。化

链金融服务，落实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２０２０年全省

解５家公司风险，办理信访举报投诉８６件，指导行业协会

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６０６８．８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９１？？

调解纠纷２６起，帮助投资者获得和解金２３万元，其中３起

【规范市场秩序】全年开展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专项检

２０２１

次，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８次，查办违法案件４起，对２起信

获得司法确认。

（供稿∶安子铮）

查、车险改革市场秩序抽查、从业人员数据清核＂回头
看＂等现场专项检查２０６家次。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选取后进机构或者涉及问题较多的机构开展点穴式督导。

地方金融监管

建立履职回避台账，开展员工履职回避摸排，防范职务违

规风险和操作风险。启动为期三年的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工

【综述】全省金融业实现增加值８９７．５亿元，同比增

作。全年作出９件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银行保险机构９家

长３．３？？占ＧＤＰ比重９．９５？？占第三产业比重１８．０７？？金

次，处罚责任人员２２人次，作出警告１５家／人次；给予

融业支柱产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全省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罚款１７４９．８４万元；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１人，取消

１４１家，其中省级分行（公司）２２家【６家国有大型银

（撤销）任职资格６人。

行、３家政策性银行、９家股份制银行（新增平安银行）、４

（供稿∶王 海）

证券监督管理

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机构１１９家（２家城市商业银
行、１家省级农村信用社联合社、４１家农村信用社、３７家

农村商业银行、５家农村合作银行、２４家村镇银行、３家
农村资金互助社、１家信托公司、２家金融租赁公司、３家

【综述】甘肃辖区共有上市公司３５家，其中，仅发Ａ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全省共有保险机构１９３４家，其中省

股上市公司３３家，仅发Ｈ股上市公司１家，同时发Ａ、Ｈ
股上市公司１家。３４家Ａ股上市公司，总股本４８９．２１亿

级分公司３２家，中心支公司２７８家，支公司８３６家，营业
部５家，营销服务部７８３个。全省有法人证券公司１家，证

股，总市值２５０１．０８亿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１６

券分公司２１家，证券营业部９１家。全省有７类地方金融组

金融业２８１

织８３９家。其中∶小贷公司４２３家、融资担保公司２１５家、
典当行１９５家、融资租赁公司３家、商业保理公司０家、地

环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等绿色项目，２０２０
年、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绿色中票５亿元。
（供稿∶马文骥）

方资产管理公司２家、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１家。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均超过２万亿元，其
中贷款余额２２１５９．４１亿元，较年初新增１４８１．４８亿元，同
２液２。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部分金融单位

比增长７．１６？？存款余额２０９９２．６７亿元，较年初新增

１２２４．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６．１９？？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比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全

１０５．５６，高出全国２３．８６？？
全省完成直接融资８３３．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７．０１？？连
续两年突破７５０亿元。其中，股权市场融资２１５．８７亿元，

部存款余额１９４７．７３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２９．４９亿元，是

省内贷款总量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比９３．９３？？全年

债券市场融资６１７．８４亿元。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共有上市公

实现拨备前利润３８．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７？？缴纳各项税
款１０．４５亿元。推进＂春润行动＂为３４户企业发放疫情相

司３５家。其中，沪市主板１６家，深市主板８家，中小板７

关贷款３．４５亿元。累计对１４．０５亿元普惠小微贷款调整企

家（１１月，首航高科注册地由北京变更为兰州新区），创

业还款安排，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对接抗疫名单内企业

业板３家，Ｈ股２家（庄园牧场Ａ＋Ｈ）。＂新三板＂挂牌企

５９６户，发放贷款９．３３亿元。拨付财政疫情资金６１４笔，

业３２家。甘肃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展示企业２５２１家，登记
托管企业 ４２６７家，实现股权融资５０．５２亿元。甘肃资产管

金额３．２亿元。向７７１位甘肃省驰援湖北抗击疫情医护人员
和４０２３位省内疫情防治定点医院的医护人员捐赠守护天使

理有限公司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８亿元（为我省首

医护人员专属保险保障。全年累计发放公司贷款５５４亿

单）；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疫情防控债

元，同比增加１４８亿元，主要投向基础设施、交通运输、

７．５亿元（为我省企业首单）。

制造业、幸福产业等重点领域。全年新投产财政国库集中

全省保险业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４８５．１９亿元，同

电子化支付系统的市州、县区有１９家，总量达８６家；上

比增长９．２？？其中，产险公司实现１６６．７０亿元，同比增长
赔付支出１６９．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６９？？全省＂险资入

线财政非电子化ＲＰＡ系统的市州、县区１１家；代理省级
财政预算单位３０００多家。
（供稿∶王英茹）

甘＂余额累计超过１０００亿元，达到１００９．７６亿元，当年新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７．８２？？？险公司实现３１８．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９．９４？？全省

增１０９．６９亿元，连续五年突破１００亿元。

公司甘肃省分行总资产达到２２８１亿元；各项存款净增１９４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甘肃省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

亿元，余额达到２２０４亿元；各项贷款净增１３６．３亿元，余

实施方案》出台，信用体系建设、首贷培植、应收账款融

额达到１６９２．２亿元。新增机构客户４７９户、账户６２５户，

资、信用保证保险、应急周转金建设和银税互动等七个专

＂三大资格＂覆盖率较上年提升４．４？？开立全省企业职工

项行动展开，通过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完善考核激励政策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支出户，中标全省医保电子凭证全部三

等保障措施，确保３年内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新增１０００亿

项资格，机构业务综合考评居系统第１０位。全年新增个人

元，支持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和降低融资成本。至２０２０

业务存款１万元以上客户２３万户；净增个人贵宾客户６．８４

年末，全省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８２６８亿元，当年新增４４０

万户，完成年计划的２２７．８４？？居系统内第３位；个人账

亿元。１—１２月，全省金融机构新发放小型企业贷款加权

户增量市场份额５７．４？？居系统第１位。签发电子社保卡

平均利率５．９？？同比下降０．３８？？？型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６．２１？？同比下降０．４３？？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支

５４．０２万户，居系统内第５位；净增信用卡有效客户 １４．３６
万户，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１．１２？？新增聚合码商户１５．６８万户，

持小微企业融资增信，２０２０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累计为

完成年计划的１５６．７８？？居系统第３位。净增掌银月均活跃

２２９５５户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担保１６５．６亿元，占全年新增融

客户３８．６５万户，完成年计划的１２８．８３？？居系统第２位。

资担保额的４７．９？？？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在保余额３３４．１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２．６？？

元，较年初增加８９．３亿元，其中５８个扶贫重点县贷款增加

【绿色金融发展】全省绿色信贷余额２２８５．９３亿元，

１０１．１亿元，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增速８．３？个挂牌督战贫

较年初新增２８３．２７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１０．３２？？出台

困县贷款增加２５．２４亿元，增速高于全行贷款增速２３．７？？

《兰州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支持

三农监管六项指标全部达标。全年处置不良贷款３３．８亿

兰州新区加强绿色金融与新区产业规划衔接。制定《绿色

元，完成年计划的１０１．７？？全年新增有效互联网场景１８４４

金融五年发展规划》《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实施

个，新拓展有效智慧党费代缴项目１１８个，＂两险＂缴费项

细则》《绿色金融发展奖励政策》等系列措施。符合条件

目带动使用客户２４．３５万户。

的金融机构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节能

２８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推进扶贫贷款投放，＂三农＂和县域贷款余额７３７．８亿

（供稿∶常鸣强）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甘肃省分行本外币资产、负

的经营发展。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余额５９．３６亿元，较年初

债总额分别达到９７４．１３亿元和９７８．５亿元，人民币时点存

增加６．０５亿元。完成善融商务扶贫交易额１．８４亿元，帮助

款余额９４６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９１０亿元，资产质量保
持稳定，全行信贷资产不良率１．０３？？支持甘肃省十大生

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１．９５亿元。
首个＂ＣＣＢ建融家园 鸿鹄人才公寓＂项目在兰州挂牌

态产业发展。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生

上线。首个＂数字房产＂平台在庆阳市上线，与天水、陇

态保护和新业态培育。重点加大中长期贷款投入，对高新

南、兰州新区等市（区）签订＂数字房产＂平台战略合作

技术企业、重大技术装备、工业强基工程等领域加大支持
力度。支持省内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轨道交通等１０余

协议。签约４１个住房租赁平台合作项目，布放可出租房源

项项目建设。制定贯彻落实黄河战略的１５项具体支持措

６１６８３套。与省住建厅签署１００亿元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合
作协议；与兰州新区等达成４０００余套存房项目和全省４３

施。研发专项信贷产品、出台授信支持方案、开通授信审
批绿色通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多项纾困措施。落实各

万套政府公共住房线上全流程管理合作意向。在全省铺设
裕农通服务点１．５万个，实现乡村全覆盖。开发＂互联网＋

项优惠政策，安排专项资源，稳步增加信贷投放。出台３

不动产抵押登记＂数据共享系统，实现不动产抵押登记与

项绿色金融重点区域及发展方向指导意见，将绿色信贷指

抵押授信业务一站式全流程网上办理。与甘肃省人力资源

标纳入绩效考核，引导信贷资源向低碳、绿色、环保领域

和社会保障厅对接，上线＂陇明公＂农民工工资支付平台

流入。落实稳外贸政策，提升贸易服务质效，省内率先落

和社保代发直连系统，实现银行直连代发养老金，合计代

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便利化试点业务，落地省内首笔薪

发３０万笔，近１０亿元。

酬结汇业务。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供稿∶王敦生）
（供稿∶张 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全行累放贷款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
行启动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服务应急方案，开辟防疫救灾金

３３４．６６亿元，余额１２９４．９６亿元，比年初增加１９３．２４亿

融服务绿色通道，为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赠送每人１００万

２１５．１亿元，同比多投４６．９１亿元；扶贫贷款余额６５４．８３亿

元的意外伤害险，与民政部门搭建疫情报送及监测平台，，

元，较年初增幅２７．４８？？？贫贷款投放、净增和余额均居

与兰州市红十字会搭建慈善组织综合服务平台，推出＂云

全省同业首位。支持＂三保障＂扫尾清零，累放贷款

义贷＂＂商户云贷＂等在线信贷产品，下调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利率，调整贷款期限。累计向兰州和盛堂制药等疫

２２．０７亿元，完成任务的１０５．１？？？放贷款２７．０８亿元支持

情防控企业发放贷款２８．６亿元，发展＂云义贷＂贷款客户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累放贷款２９．３４亿元，完成任务的

５００户，贷款余额４．４５亿元。对２８６７户小微企业贷款提供

２９３．４？？万人以上安置区做到了全覆盖。８个剩余贫困县

延长还款期限、续贷等支持，涉及金额９．１２亿元。通过

累放扶贫贷款２６．４３亿元，同比多投２０．５３亿元，完成任务

＂民工惠＂业务在线为建筑企业发放３．９２亿元贷款，惠及

的４０６．６２？？年末不良贷款余额３．３亿元，较年初减少１．７４

农民工６．６万人次。
各项贷款余额１５８４亿元，一般性存款时点余额２１１７．３

亿元，其中现金清收０．４７亿元、批转１．２７亿元。不良率

亿元、日均余额１９７１．３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２亿元，

均存款余额２３６．６９亿元，较年初增幅１２．５７？？目标完成率

拨备前利润３８亿元。不良贷款余额５６．３亿元，不良贷款率

１０９？？居系统第８位；日均贷存比１９．２？？较年初提升

３．５６？？逾期贷款额、率双降。全年处置不良贷款２１．２８亿

０．４？？全年实现ＦＴＰ利润６．６亿元，实现账面利润５．４４亿
元，同比增盈２．３９亿元；资产利润率０．５１？？同比上升

元，计划完成率１１９．５５？？
对接省列１５８个重大建设项目、基础设施补短板１０８
个项目、全省重点投资４２９个项目。全年人民币非贴贷款

元，贷款投放和余额均创历史新高。其中累放扶贫贷款

新产业新业态，带动４．３万贫困人口增收；全力支持易地

０．２５？？较年初下降０．２１？？拨备覆盖率３５６．４４？？年末日

０．３６？？？本收入比３８１１？？同比下降１３．７８？？年度绩效

考评为Ａ－级，较上年提升１个等次。

累计投放４３６．９６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多投放９７亿元。向

落实各级储备粮增储、轮换计划，紧抓夏、秋粮收购

兰州榆中生态城、兰州奥体中心、中川机场三期等项目投
放基础建设补短板贷款１３３．５亿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领

两项重点，支持市场化购销，累放粮棉油贷款４２．１１亿
元，同比多投７．３亿元。其中，累放各级储备轮换贷款

域绿色贷款余额超过１６０亿元。通过债券承销、理财融

１６．８５亿元，支持收储、轮换粮油１５．８２亿斤；累放市场化

资、市场化债转股等直融渠道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

贷款２３．０８亿元，支持收购粮油２６．２１亿斤、籽棉０．６７万

２４７．２３亿元，认购地方政府债１８４．３３亿元，投放债转股专

吨，年末市场份额达８０．１？？累放３．０９亿元贷款支持小

项资金５亿元。全年投放特色产业发展工程贷款１２．３４亿

麦、玉米等进口增储。累放生猪全产业链贷款１３．１２亿

元，依托产业链融资、＂五业富民贷＂、扶贫农户个人快贷

元，较年初净增１１．９５亿元。支持流通体系建设、旅游产

等信贷产品，优先支持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业、产业园区和农地业务，累放特色产业工程贷款７３笔、

金融业｜２８３

，

４９亿元。全年新增＂万企帮万村＂贷款企业４５户，贷款

控综合保险助力商贸流通服务企业复工营业的通知》，率

余额５８．８１亿元，较年初增加１３．３２亿元。累放基础设施贷

先在行业落地复工营业商贸流通服务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

款２１６．４２亿元，支持重大水利工程、生态宜居、农村路
网、城乡一体化等重点领域。服务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保

险，共为全省２７４家商贸流通服务企业提供１．０３亿元复工
复产保障。开发＂地摊保＂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为上万小

护，累放贷款７４．４４亿元，任务完成率和投放额在全系统

摊主提供了近亿元风险保障。协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分别排第一、第二争取总行追加信贷计划８０亿元。全年累
放防疫应急贷款７０笔、１６．４７亿元；累放复工复产贷款２２９

户复工复产，为投保雇主责任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的企业

甘肃 笔、１９２．５４亿元。全年累计营销财政专项资金和地方债资
年鉴 金３５．０６亿元、非贷资金２８．７亿元，累放小微企业贷款８３
２０２１

户、４．６４亿元。

免费延长２￣３个月不等保险期限，减免相关保费３０万元左
右。疫情期间，先后与兰州金通储能动力新材料有限公

司、金昌镍都矿山实业有限公司、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

（供稿∶南忠航）

公司等进出口企业签订短期出口贸易信用险，承担出口应
收账款风险 ７０００余万元。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全省农合机构各项存款

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理赔单证和流程，利用ＡＰＰ、微

４５９５．３１亿元，各项贷款３８６４．０２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

信公众号等手段提供线上化无接触服务。开通全天候客户

分别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２２．３８？２２．６２？？均居全
省２８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上缴各类税金８．９１亿元。累

服务医疗救助热线，启用家庭座席等举措保障客户服务不

亿元。创新推出＂智慧物业＂服务平台，全年签约小区

掉线、服务品质不下降。针对宕昌县、西和县、礼县、通
渭县、岷县、东乡县、临夏县和镇原县８个未脱贫贫困县
以及致贫风险较大的积石山县，捐赠＂政府防贫救助＂保

３２４个，服务用户２３万户，布放背包银行４１３０个，１３家行

险。主要覆盖９个县未脱贫人口、边缘人口、监测人口以

社３３个网点上线运行超级柜台业务，建成智慧场景８１２

及部分其他人群，共计１２４．１万人左右，共捐赠４９１．６１万
元，保障金额达７．４亿元；警保联动，参与农村地区社会

计投放涉农贷款１５３２．８８亿元，投放小微企业贷款５６１．４４

个，优化提升１１６７７个农金室及＂飞天ｅ码通＂、掌上银行
服务质效。共有营业网点２１６０个，农村金融服务室１１６７７

综合治理工作，电动车责任保险保费规模快速上量。共建

个，从业人员２．２万人。依托＂兴陇合作贷＂＂富民产业

＂三农保险服务站＂１１３９个，乡镇机构覆盖率达到

贷＂＂脱贫助力贷＂＂扶贫小额贷＂等产品，累计投放＂富

９６．７７？？？成＂三农保险服务点＂１４５６７个，行政村机构

民产业贷＂２２９．１０亿元，累计向１２４５２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覆盖率达到９６．２１？？智慧农险系统大户验标项目在全省范

授信２５２．１０亿元，投放贷款４６．９８亿元，净投放＂扶贫小

围内应用，＂人保ｅ农通２．０＂版实现对种养林全险种线上

额信用贷款＂１２．２６万户５７．７３亿元，投放额居全省银行业

化出单。

金融机构首位。提出８大类２７条稳企业保就业措施，创新

（供稿∶陈潇桦）

推出５３种稳企纾困专属信贷产品，全年累计对６９０６户中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甘肃金融控

小微企业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本金４１０．５０亿元、利息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前一年完成１０００亿元特色产业贷款任

７．７７亿元；通过下调利率、减免罚息、减免手续费等方

务，完成１０００亿元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担保。投资２亿元

式，为１３７６８户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４．３

纾解兰石集团流动性困难，投资１２．７亿元引进首航高科，
成为全省第３４家上市公司。灵活运用应急周转金，扩大规

亿元。
（供稿∶康建华）

模和使用范围，支持全省中小企业化解流动性风险。设立

【中国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全省全险种保费收入

绿色矿产基金，对绿色矿山龙头企业金徽矿业提供投贷联

６１．７亿元，完成总公司收口计划目标的１００．１５？？出台

动服务，设立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基金，投资奶牛养殖企业

《推动续保业务发展四项工作举措》《车险续转保业务改进

前进牧业，引进和牛养殖龙头企业，设立橄榄、藜麦、百

举措１６条》发挥线上销售力量，结合企业微信和Ｖ盟的便

合等子基金。与大禹节水设立节水基金，与省电投集团设

捷性，为续保团队开通企业微信，重点针对医护人员、政

立混改基金，与省建投集团建立合作机制，与省文旅集团

府部门、驻村干部等特殊群体，为全省９批援鄂医疗队队
员及家属，５６家新冠肺炎定点医疗机构、３７个政府相关职

设立文旅基金。打造＂一库两平台＂，设立＂首贷中心＂，

能部门近３０００人无偿捐赠医护保障、扩展涵盖新冠肺炎责

再贷款公司。

任保险近７０万元。与省商务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疫情防

２８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为省内中小微企业开辟信用融资途径。成立全省首家小额

（供稿∶钱恰帆）

商 贸 流 通

Ｎ门泉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商业贸易

模式。
【对外贸易】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３７２．８亿元人民
币，同比下降２？？，增速排名全国第２３位。其中，出口

【国内贸易】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３６３２．４亿

元，比上年下降１．８？？增速排名全国第１０位。其中，限

８５．７亿元，同比下降３４．８？？？口２８７．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３？？１２月单月增长８．１？？年底实现正增长。

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１０９７．８亿元，下降０．３？？城镇

机电高新产品、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

消费品零售额２９９１．２亿元，下降２．１？？？村消费品零售

省出口总值的８０？？其中机电高新产品出口４５．５亿元，

额６４１．２亿元，下降０．６？？餐饮收入４１８．２亿元，下降

占比５３？？？产品出口１９．７亿元，占比２３？？？动密集

７．１？？？品零售３２１４．２亿元，下降１．１？？

型产品出口３．５亿元，占比４？？

围绕＂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资源型产品、机电高新产品占全省进口总值的

加强市县乡三级市场体系建设，建成运营１０个大型商品

７５．８？？金属矿及矿砂进口１５２．６亿元，占比５３．２？？？电

交易市场，年交易额２６０亿元，建成５０个农产品产地批
发市场、１１７３个县乡农贸市场，实现主要县区全覆盖和

高新产品进口３９．７亿元，占比１３．８？？？钴新材料进口

重点乡镇全覆盖。冷链库容达到１０００万吨，万吨以上冷

全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进出口

库超过１８０家。

２５．３亿元，占比８．８？？
１６５．２亿元，占全省外贸总值的４４．３？？其中进口１４１亿

亿元（其中省级３．１６亿元，市州县３．８８亿元），实施八大

元，增长１２．６？？？口２４．２亿元，下降５４．７？？
全省跨境电商实现进出口４．０２亿元，同比增长

促消费行动计划、十大促销活动，举办河西走廊有机葡

３７？？成为外贸发展亮点和新的增长点。兰州综试区跨境

萄美酒节、全省优质农特产品展示展销暨促消费活动和

电商线上公共服务平台入驻企业１１８家，两个线下产业园

全国消费促进月甘肃促消费行动暨第三届＂畅享兰州·
乐购金城＂消费月活动。全省举办各项促销活动１０００余

区入驻企业７６家。天水获批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出台《中国（天水）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

场，３０００多家商贸服务企业优惠让利近５亿元，带动销

案》，启动试验区建设。

甘肃省促消费扩内需工作，统筹各类专项资金７．０４

售增长２００亿元左右。加速培育新业态，举办全省第一届

全省６１９家企事业单位、１７２０人参加第三届进口博览

直播电商带货大赛，参加全国第二届＂双品网购节＂，在

会，与美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２８个国家

全省优选２８家＂中央厨房＂推广＂中央厨房＋Ｎ＂经营

和地区企业共达成进口采购项目１０５个，意向成交总额

商贸流通｜ ２８５

２４．９亿美元。参展企业现场成交３．１９亿美元，其中纳入

经开区提升３３个位次。全年４家经开区新设立外商投资

进博会统计的１．５４亿美元，较上届增长７５．９？？举办＂甘

企业８家，实际使用外资５７９７．３万美元，同比增长

肃省进口贸易对接会暨现场签约仪式＂，签订进口采购项
目４７个，总金额约１６．８亿美元。

９７．６？？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比重达到６５？？
【招商引资】甘肃省商务厅举办全省重大项目谋划

实现加工贸易进出口１０３．２亿元，增长２．１？？高于一

暨招商引资大会、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暨优化营商环境大

般贸易增速７．８？？占外贸总值的２７．７？？比上年提升

会。２０２０年全省实施省外招商引资项目２０６４个，到位资

２８．５亿元，下降１３．７？？？口７４．７亿
甘肃 １．１？？其中，出口
元，增长９．７？？

金３０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向２家招商引资项目单位

，

年鉴 全省４２家企业累计在境外设立１１１个国际营销服务
２０２１ 网点，较上年新增１８个，增幅１９．４？？其中，境外分支

兑现省级奖励，累计对６个招商引资项目企业各兑现奖励

资金１０００万元。云端举办２６届兰洽会，实现＂云展览＂
＂云促销＂，成功签约合同项目５８７个，签约总额２７３０亿

点２个、海外仓３１个、其他网点１个。主要分布在阿联

元。梳理涉企历史遗留问题１６８个，已化解１５３个。甘肃
省商务厅发挥省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中心作用，对重

酋、泰国、越南、哈萨克斯坦、美国、白俄罗斯等３０个

点企业、重大项目提供＂全程式、跟踪式、管家式＂代

国家和地区。涉及行业主要有机电产品、特色农产品、

办服务。

机构３５个、零售网点２５个、批发中心１７个、售后服务网

中医药、石油钻采设备、食品等。

【通道物流】全省通道物流产业实现营业收入２０２．６

平凉市静宁县申报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苹
果）。全省现共有天水市（苹果）、河西地区（种子）、兰

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３？？调整落实省领导包抓的重大带动
性工程项目４大类２６个，项目总投资７５０．４亿元，累计完

州市（新型材料）、兰州新区（石油装备）和平凉市静宁

成投资 ２８６．７亿元。新开通＂中吉乌＂国际公铁联运线

县（苹果）５个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对外经济合作】全省实际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

路，运营中欧、中亚、南亚公铁联运、陆海新通道铁海
联运、＂中吉乌＂新通道４向５条国际货运班列，全年发

境外企业２０家，实际对外投资额３．１１亿美元，同比增

运３７１列１２２４４车，货重２１．４万吨，货值１．８亿美元。其

长３３？？全省对外承包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４．８５亿美

中中欧班列开行７２列，南亚班列共发运１３列，中亚班列

元，完成营业额２．８６亿美元，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影

共发运３５列，陆海新通道共发运２５１列。

响，同比下降５．９？？２６．９？？？程项下累计派出人员

【口岸建设】甘肃省建成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兰

５９０人，同比下降４７．６？？？末在外人员１０３０人，同比

州通渭美神进境种猪隔离检疫场、兰州正大食品有限

下降４０？？

公司进境种猪隔离检疫场等３个指定监管场地、进口口

中国甘肃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总公司对巴基斯坦瓜达

岸运营，全省指定监管场地、进口口岸增至８类１０

尔港医院援助项目完成营业额２０８．９万美元（合计人民币

个。新建成的两个进境种猪隔离检疫场实现当年运

１４５１．９万元人民币），合同总额１．８亿元人民币。

营，进口３批次１８２５头种猪。新开通兰州—金边—曼

【利用外资】２０２０年，全省参加年报外商投资企业

谷、丹麦比隆德—兰州、兰州一金边一拉合尔、法国

２３９家，实收资本２２６．１亿元人民币。２３９家参报企业实现

巴黎瓦特里—兰州４条国际货运航线和兰州至乍得、尼

销售（营业）收入５０１．９亿元人民币，纳税总额１２．７亿元

日尔２条腹舱带货航线，进出口货物７３３吨，同比增长

人民币，利润总额２亿元人民币。

５９？？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地方特色功能成功上线，

全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

９５１９８本地呼叫中心开通，全年实现业务申报近１１万

在兰州召开，出台《关于推进全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全国２１８个国家级经济技

票，同比增长 ５０？？货物、舱单、运输工具等主要业

术开发区中，兰州经开区提升３８个位次，金昌经开区提

（供稿∶陈永兵）

务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升６３个位次，天水经开区继续保持在１５０位以内，张掖
甘肃省２０２０年利用外资表

利用外资方式

新设外资企业数（个）

合资企业

１１

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股份制

合计
２８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１

；
３

实际利用外资
金 额（万美元）

１５９６．１４

７２７８．９４

８８７５．０８

金额比上年增加（？？

１８．１３
６．２０
８．１７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中医药产业招商项目册》，推出１１０个中

经济合作

医中药及大健康产业招商引资项目，投资总额３５６．１９亿

【综述】全省共实施省外企业投资项目２０６４个，到

元，采用线上招商、四地连线模式，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立体发力的全新效果。邀请３００余家国内外中医药企

位资金３０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完成全年招商引资

业和业内人士在线观看，参与会场互动。借助２０２０津企

到位资金增长８？？目标任务。兰州恒大新能源动力电池

陇上行平台，会同天津市合作交流办、省扶贫办共同组

门实

项目等１８个项目被认定为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建立

织６０多个协议项目签约，签约金额２０６．５９亿元。利用美

省市县三级领导包抓安排及推进专班机制。制定《驻外

丽乡村论坛平台，签署合同项目４６个，涉及农业、文旅

商务代表处服务量化清单》，增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处、
驻香港商务代表处、驻法国商务代表处，驻外商务代表

等领域，签约金额１０１．５８亿元。在深圳举办２０２０年甘肃
兰州暨榆中生态创新城招商推介会，发布产业发展规

甘肃
年鉴

处达到１４家。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划，开展项目路演，现场对接洽谈，有５个项目达成合作

挂牌成立＂甘肃省招商引资合作基地＂，举办浙商陇上行

意向。
【第二十六届兰洽会】按照国家关于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创新举办网上展会，兰洽会

活动，联合省酒类商品管理局组织全省１１家重点葡萄
酒、白酒、青稞酒生产企业参加２０２０（第十三届）《浙

商》年会。甘肃省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暨优化营商环境大
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到县区，共签约项目７３个，签约额

２０９亿元，涉及装备制造、能源化工、通道物流、循环农
业、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
【招商引资】出台《甘肃省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２０２１

首次移至云端举办，实现＂云展览＂＂云促销＂。搭建
＂兰洽会在线＂平台ＰＣ端、移动端、小程序访问共设置
２６个虚拟展馆，包括匈牙利和格鲁吉亚．２个主宾国，广

西壮族自治区１个主题省，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和榆中

影响促进招商引资快速增长的实施意见》《甘肃省承接产

生态创新城，以及美食、陇酒、外贸、粮油、供销、建
行、甘行等７个行业的虚拟展馆。配合卫健委搭建＂药博

业转移优惠政策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

会在线＂平台ＰＣ端和移动端共设置２３个虚拟展馆，包括

度促进项目落地的通知》《甘肃省招商引资统计调查制

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甘肃省馆、陇西馆、泰国馆，以

度》《甘肃省招商引资成效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对

及省药投集团、广药白云山、国药集团、奇正藏药、九

全省招商引资工作加强规范，明确招商引资工作涉及的

方集团等５家企业馆。２０２０年举办的丝绸之路合作发展

项目谋划、活动组织、平台招商、产业对接等任务，优
化招商引资评价。发动省内外商协会、驻外商务代表处

高端论坛、甘肃省绿色生态产业线上招商推介会、榆中

捐款捐物，提供医疗防控物资采购信息。各商会、驻外

统。其中，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５０多家知名企业

商务代表处累计向甘肃省捐赠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价值

高管、代表和１３家商会会长现场参会，巴基斯坦陇商会

共计３８１３４３２元，捐赠现金７０４万元。组织全省招商部门

等２２个国内外、甘肃商会，甘肃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开展医疗防护产业专题招商，张掖、武威、陇南、临夏

亚、泰国、西班牙等４个境外商务代表处和省内１４个市

等市州引进医疗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及时弥补全省医疗

州分会场同步连线参会，１０４０多万人次线上观看了开幕

保障物资短板的问题。重点推动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复工

式直播。本届兰洽会成功签约合同项目５８７个，签约总

复产，及时协调相关市州和部门解决企业诉求，３０个重

额２７３０亿元。制作发布企业直播推介４３场，行业综合

点招商引资项目全部复工复产。

宣传推介视频３９条、企业宣传推介视频５６条。所有直

生态创新城线上招商推介会上，运用同步视频会议系

【重点项目推介】编印《２０２０甘肃投资指南》，推出

播宣传视频全部在兰洽会在线平台和微信、微博、头

２４２个项目，投资总额３７５３．２亿元。围绕榆中生态创新城

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及兰洽会官方账号同步发

发展定位和产业引进方向，制作宣传片，编印《２０２０榆

送，专题展宣传视频累计点击观看超过５０万次。药博会

中生态创新城招商资料汇编》，首批推出重点招商项目１９

网上虚拟展馆总点击浏览量超过１４２９万人次，３９个符

个，投资总额５４０亿元。举办＂甘肃省招商引资项目线上
推介会＂，在全国率先探索兰州、深圳、杭州三地互联，

合产业政策的大健康产业合同项目签约，签约金额４８．８

亿元。

１１６万人次线上观看。线上举办甘肃省特色产业招商推介

【发展营商环境】全年化解１５３个涉企历史遗留问

会，兰州、南京、重庆三地以视频连线形式开展重点项

题，化解率达到９１．０７？？？余的１５个问题，动态调整

目线上推介。陇西主会场与广州、昆明、上海三个省外

工作方案，跟踪督办并公开通报。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

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以＂１个主会场＋３个国内分会场＋

设情况，精准推送招商引资省级奖励政策，指导企业完

在线企业家线上互动＂的模式联动互动交流、投资洽

成省级奖励项目申报。经第三方审计评估、评审委员会

谈。举行药博会甘肃省中医药产业线上招商大会，编印

评审、新闻媒体公示、报省政府认定等程序，协调相关

商贸流通｜ ２８７

，

部门向２家符合条件的项目单位兑现省级奖励资金各

农特产品绿色农资供销云峰会＂＂甘肃供销·苏宁易购

１０００万元。发挥省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中心作用，主
动对接服务企业，了解企业需求，帮助投资企业完善前
期手续所需资料，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提供＂全程

消费扶贫农产品直销推介活动＂。省供销联社组织赴北

京、广东、江苏、海南等地开展产销对接活动１１场
次，签约采购额１．８亿元；全系统组织开展、参与各类

式、跟踪式、保姆式＂服务。自代办服务中心成立以

产销对接活动１５８场（次），签订农产品销售合同２５０

来，已对阿里巴巴中国智能骨干网甘肃枢纽中心、京通

份，总金额超过１５亿元。线上线下搭建平台，全系统

易购电商产业园、甘肃海亮三条岭教育产业园项目、兰

在省内外设立＂甘味＂农产品销售专区（柜）２０２个，

甘肃 州恒大水世界、礼县康瑞精神病康复医院等２４个项目开
年鉴 展代办服务，其中４项已办结，其余项目继续跟进服务。
（供稿∶甘肃省经济合作局）
２０２１
供销合作

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展销专区２４２个。

（供稿∶姚建平）

粮食和物资储备
【综述】全省收购粮食３６９．４万吨、销售３９２．６万

【综述】全省供销系统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６４４亿

吨，收购食用油５７０７６吨、销售１１８７３３．３吨。至１２月

元，增长８．１８？？？中农产品销售 ３０６亿元，增长

底，全省粮食综合库存３５７．２万吨，食用油综合库存

１８．３９？？？现利润２．５９亿元，增长１０．３４？？

５２８９３．９吨。全省救灾物资储备２１０万件，主要包括帐

【综合改革】全省 １４个市级和８０个县级供销社成

篷、棉被褥、折叠床、棉衣裤、夹克衫、不锈钢餐具等

立理事会、监事会机构，１１个市级、４８个县级供销社

３５个品类。全省肉类储备规模１０５２０吨。

召开代表大会，完善＂三会＂制度，走在全国前列。

社有企业发展和转型步伐加快，全系统新培育社有企

【地方粮食储备建设和管理】甘肃省口粮自给率低
于５０？？对省外粮源依赖性较强，＂十三五＂期间，市县

业 １８户，总数达到６９０户，有１个市、４个县新组建区

级储备粮增储完成３６．５万吨，超额９万吨，全省地方储备

域企业集团。全年新建和改造乡镇基层供销社１４１个，

粮达到２５１．２万吨。２０２０年新增省级储备玉米１０万吨，调

总数达到９６９个，基层供销社乡镇覆盖率提高到７９？？

优品种结构，通过运费及利息补贴进口１１．３万吨优质小

其中６市实现基层社乡镇全覆盖，３市基层社乡镇覆盖

麦补充省级储备轮换粮源，地方储备二等以上粮食占到

率９０？？上；新建村级综合服务社８３５个，总数达９０３６

９９．２？？常态化开展春秋普查，确保储备粮数量真实、质

个，村级服务社行政村覆盖率提高到５６？？？领办创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２６８个，总数达到３７３２个，其中领

量良好、储存安全。
【物资储备管理】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出台大宗农

办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２３个，总数发展到１２２个。

产品、救灾物资和肉、糖、蔬菜等多项生活物资储备管

【经营服务】甘肃省供销联社开展农资保供专项

理办法和预案，建立省级储备食糖３０００吨，省市级储备

行动，促进农资服务从传统购销向技术指导、测土配

肉１０５２０吨，完成市级储备蔬菜２７６００吨。争取在甘肃省

方等现代配送、综合服务转变。春耕期间供肥２２６．７万

增储中央救灾物资３３．９万件，获得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

吨，供应量占全省春耕需求的７５？？上，其中复合

设中央专项资金２．７３亿元，专项用于基层救灾物资购

肥、水溶肥、有机肥等新型高效肥料供应同比增长

置。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汛期，启动应急物资调运联动机

１２．７？？开展惠农服务平台创建专项行动，打造县、

制，组织调拨中央救灾物资 ５０００件、省级救灾物资

乡、村三级惠农服务网络，重点推广代耕代种、统防

２６１４４件。

统治等土地托管服务模式，推动服务领域由生产环节
向全产业链延伸，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接。全年新建生产性服务中心４９个、新型庄稼医院８４
个，总数分别达到５５２个和１２１７个；配方施肥、农机

【粮食市场供给】全省粮食市场购销同比增幅均在

２０？？上。骨干企业订单种植收购５０多万吨，成品应急

储备规模９．３万吨。１０００多个放心粮店升级改造，建立覆

作业、统防统治等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２３８．６万亩，比

盖全省、线上线下融合的＂陇上好粮油＂新零售网络体
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快速组

上年增加５３万亩；开展土地托管服务面积１４３万亩，

织全省９４户应急加工企业复工复产，推动加工、储运、

比上年增加４８万亩。开展农产品流通营销专项行动，

配送、供应各环节正常运转、有效衔接，为疫情防控提

搭建营销平台，创新营销模式，促进农产品流通向仓

供基本保障。出台针对性办法应对市场波动和局部抢购

储物流、网上交易、终端配送一体化经营。多形式进
行推介，筛选１８２家供应商、３１１种农产品，搭建＂网

倾向，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上兰洽会＂供销虚拟展馆进行展销推介；举办＂甘肃
２８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贾 峰）

面积２．２７万亩，每亩降本５２．４５元。

公共资源交易

坚持＂项目拓展与劳务输出＂同步推进，根据生产

【综述】全省公共资源建议平台完成交易项目２２４７８

安排及农时节令，利用已建成的育苗工场和密集式烤房
群发展种植蔬菜、西瓜、药用菊花、食用菌等附加值高

个，同比下降４．０１？？？交金额 ３４７２．５８亿元，增长

的经济作物，扩大通用机械的大农业服务范围，挖掘农

１５．０９？？全年白银、武威、定西等地交易量、交易金额

闲时节的劳务输出潜力。２０２０年全省烟农多元化收入实

实现同比大幅增长，个别地区交易金额增长近４０？？

现产值２０１５．０７万元，实现净收入１２３０．１４万元。

全年全省网上开标项目１７４０５个，占全年交易总数的

【卷烟经营】完善品牌培育规划，加快形成各价类

７７？？其中，张掖、定西通过网上开标项目比例达到９０％
以上，投标人从下载标书到中标公示，全程在线操作，

良性竞争、协调发展的品牌格局，构建以品类销量占

网上办事比例达到１００？？全年通过阳光招标采购平台全

系，提高品牌与市场需求契合度。引入全国市场的品牌

省完成国家标准限额以下交易项目４３４３４个，成交金额

雪茄烟规格，适度扩点，提高市场覆盖面，推动全省国

１５０．７７亿元，与２０１９年同比两项指标均翻了一番，临夏

产中高端雪茄烟市场扩量增容。

州交易量较 ２０１９年同比增长 ２７１？？金额同比增长

１５１？？市县许多小项目、限额以下项目顺利完成。

比、销量同比、月末存销比为主要指标的品牌评价体

２０２１

推进＂１３４＂涉烟犯罪情报联合研创中心建设，完善涉烟

为，移交行政监督部门处理违规专家３９６人、中介机构

２７０余家，有效规范交易市场。针对个别软件公司ＣＡ锁

运行的大要案件查办机制。构建移动办公场景，执法记

上加锁和违规收费的行为进行集中约谈，巩固拓展全省

录仪、便携打印机、移动终端等执法装备在一线稽查队

数字证书互认共享成果。
【服务平台建设】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和平台

伍 １００？？备。
【打假打私】加强案件情报搜集整理，落实联合打

名录印发，确定７大类２９项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将全省

假打私机制，强化跨区域大要案件联合办理。开展物流

５８个平台纳入名录制管理，同时分４５批次扩充省级综合

寄递涉烟违法犯罪专项整治活动，做好＂互联网＋物流寄

评标评审专家库，２０２０年新入库专家４３６８人。

递＂环节的重点监管。落实联合打假打私机制，主动对

（供稿∶王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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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管理】深化一体化涉烟情报分析系统应用，

情报数据库，优化信息研判方法，提高研判精准度，提
升系统应用效率，建设形成＂信息一研判一查案＂闭环

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见证记录１．５万条场内违规行

Ｉ门拿章

接公安部门，对重点单位和重点案件进行督导跟进。

２０２０年，全省查处各类假私卷烟案件３９２４起，查获假私

烟草生产销售

卷烟４５８件，破获案值百万元以上网络案件２９起。公
安、司法机关依法刑事拘留１０４人，批捕８１人，判刑

【烟叶生产】全省种植烟叶２．２７万亩，实际收购烟

６９人。

叶４．２６万担。全省签订烟叶种植收购合同１６７５份，较上

【物流管理】落实行业物流自主管控发展道路，挖潜

年减少１６３份，户均种烟面积１３．５５亩。发展万担乡２
个，种植面积１．１９万亩，千亩以上村５个，同比增加１

物流配送中心非法人实体化运作机制潜力，物流人员管
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中转站（对接

个，千亩村种植面积６１００亩，２０亩及以上家庭农场和职

点）管理等工作不断规范，物流自主管控能力持续增

业烟农 ４０９户，种植面积１．０２万亩，占种烟总面积的

强。开展精益物流课题研究，主动申请承担行业精益物

４５？？推进＂公司＋农户＂＂公司＋综合服务合作社＋农

流重点课题研究３项。探索实践智慧物流建设模式，制定

户＂等新型经营方式。２０２０年，上等烟３６．５９？？中等烟

《全省系统智慧物流建设的工作方案》，＂３＋８＂区域物流

５１．５０？？下低等烟１１．９２？？收购均价２３．９２元／千克。

网络格局入选行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经典案例，并被

加大新品种试验示范推广力度，全省开展新品种

国家局推荐参选国家级企业创新管理成果奖评审。推进

＂ＮＣ５５＂试验３０亩，示范推广＂延安１号＂１０００亩，＂云

卷烟包装箱循环利用和托盘联运，包装箱返还和托盘联

烟９９＂６２００亩，新品种推广面积占总面积的３１．７？？加

运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１９９．３２？１１８．６４？？

大新技术试验推广力度，总结应用土壤保育、水肥一体
化试验研究成果，推广小苗膜下移栽、绿色防控先进适

【网络建设】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建成现代卷烟零售终
端客户２．８９万户，比重２３．９？？？成直营终端８７户、加

用技术，全省开展＂水肥一体化＂试验研究１００亩，＂有

盟终端１０６８ 户，全商品扫码、全店铺管理、多方式结算

机无机肥＂试验５２０亩，推广黄色诱虫板２．２７万亩、＂烟

客户达到１８２９户，＂新商通＂使用客户、＂微商盟＂开通
客户、＂陇之情＂注册会员分别达到２．８９万户、９．３９万户

蚜茧蜂＂２０００亩。围绕育苗、施肥、植保、烘烤、分级

五个环节，深化精益管理创新，全省推广烟叶精益生产 和７９．６万人。

商贸流通｜ ２８９

，

【市场监管】关注重点领域涉烟违法活动，应用

办，推行＂不见面＂办公模式，开辟外贸业务＂绿色通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加大线上线下同步监管力

道＂，通过＂网络办＂＂线上核＂＂自主打印＂＂快递送＂

度。实施客户信用分类分级管理，探索建立违法失信对
象联合惩戒机制，进一步提高市场监管能力。利用零售
客户、数据分析、执法协作等内外部资源，为案件侦办
提供稳定可靠的信息来源。重点筑牢真烟非法流通监管

等方式快捷高效办理商事认证。对于部分企业因疫情影
响无法履行国际贸易合同或承包合同的，为受困企业出
具不可抗力相关证明。利用中国贸促会跨境贸易投资法

律综合支援平台，开通法律咨询服务热线，组织省内涉

甘肃 防线，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渠道以及中
心市场、重点市场、边界市场的打击治理，构建＂舆论
年鉴 监督、联合监管、社会参与、平台监控、两级运行＂的
２０２１ 监管体系，开展电子烟市场专项检查，杜绝利用网络售

外法律服务团队，先后向金川公司、方大炭素、海默科

卖电子烟产品和向中小学生售卖电子烟产品。密切与公

促会调解中心纳入国际贸易专项调解范围。为全省９０家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针对扰乱卷烟市场的苗头

外贸企业签发一般原产地证１４４５份，涉及金额１．４亿美

性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行动。２０２０年，全省查处真烟非

元，涉及国别和地区７９个；优惠原产地证７０份，涵盖７

法流通案件５４３７起，查获非法卷烟７７８０件。查处违法违
规卖烟大户１３２ 户，依法取缔 ２７户。市场管控率为

２７６份（其中包含不可抗力证书１７份），涉及２０个国家和

９５．０４？？较２０１９年提高０．８８？？

（供稿∶ 毕耜栋）

技、兰州石化等企业提供法律咨询服务１０００余次，向全

省企业发布有关国家（地区）采取限制性措施１２期。审
核受理三家企业涉外贸易纠纷调解案件，并上报中国贸

个自贸协定，涉及金额４４８．２７万美元；国际商事证明书

地区；代办领事认证５５份，涉及９个国别使馆。
【投资贸易促进】向中国贸促会上报本省８１家出口

企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出口受阻或减少的企业信

贸易促进
【国际经贸展览】举办＂中国（甘肃）国际贸易数

息，行业涉及农产品及加工、商贸服务、化工、医药制

造、纺织、酒店用品、有色金属及加工、食品、机械、

文旅、轻工业（净洗羊毛、饮料），国别涉及德国、荷

字展览会＂。依托＂网展贸＂平台，以阿联酋、波兰、印

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３０多个国家。

度、土耳其等９个国家５０００多买家需求信息为核心，利

向中国贸促会推荐甘肃北开电气公司、甘肃亿维天昱公

用大数据为全省１４５家重点外贸企业提供４万条买家数据

司、敦煌首航节能公司、甘肃电力设计院、国家风电设

供在线交流洽谈和精准配对，提供为期１年的线上商品展

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设计院、甘肃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设

览、线上专场对接及近百场配套活动，重点推介甘肃循

计院６家新能源服务企业，列入《中国贸促会重点联系企

环农业、先进制造、中医中药、通道物流、文化旅游、

业名录（新能源服务企业）》。向中国国际商会推荐甘肃

清洁生产、节能环保等＂十大生态产业＂合作项目及

省最新招商引资政策和重点招商项目，项目涉及制造

＂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品。建立＂３＋１＂服务机制

业、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能源电

工作职责，参展企业掌握软件操作和线上洽谈技巧，线

力和生产服务、商贸流通和服务、建筑和建材、金融服

上意向成交金额１２８６．８１万美元。
【商事法律服务】省贸促会坚持特事特办、急事速

务、文化旅游等８个行业１５０多个。

２９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李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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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银西高铁甘肃段建成通车，中卫至兰州铁路、酒泉至

交通运输

额济纳铁路、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威段等
续建项目加快推进，天水至陇南铁路（甘肃省首条自主投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交通运输系统落实《交通强

资建设铁路）、西宁经合作至成都铁路（甘肃段）铁路、

国建设纲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甘肃省推进交通强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环线铁路开

国建设方案》《交通强国建设甘肃省试点实施方案》等研
究编制，申报第三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５项。＂十四

工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铁路网已覆盖１２个市州，

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５４６７千米，其中高速铁路１４２５千米，

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及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编制加

铁路网密度１２８．４千米／万平方千米。

快推进。全年累计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９２９．９８亿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天水军民合用机场

元，同比增长１３．５？？投资完成总量居全国第１１位，增速

迁建工程试验段工程分别于９月９日、９月２６日开工建

居全国第１０位。

设。新建武威机场、临夏机场、嘉峪关机场改扩建工程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０年，全年建成高速及一级
公路９９０千米，Ｇ２１５线柳园至敦煌高速公路、Ｇ３０１１线敦

及庆阳华池、武威民勤等通用机场项目前期工作有序

推进。

煌至当金山高速公路、Ｇ１８１６线景泰至中川机场高速公路
等１０条７０８千米高速公路通车运营，新改建峰迭至代古寺
等普通国省干线及旅游公路１０１１千米，新改建农村公路
１．８万千米。１０个综合客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加快建

使用率超过９９？？投放包装废弃物回收箱１４６７个。完成
＂绿盾＂工程安全监控中心建设和视频联网等任务。

设。全省公路总里程达到１５．６万千米，加上已建成的６．７

【运输服务保障】２０２０年，全省交通运输综合服务水

万千米自然村组路，实际里程达到２２．３万千米。其中，高
速及一级公路突破６０００千米，二级公路达到１．１万千米，

平持续提升。迎接全国＂十三五＂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治理
能力评价，全面加强公路日常养护管理。优质完成全国联

农村公路及自然村组路达到１９．２万千米，与周边省（区）

网收费系统＂费显＂点亮和系统优化试点任务，为系统平

公路省际出口达到７３个，所有乡镇和重要农村经济节点都

稳运行贡献出甘肃方案和甘肃力量，得到交通运输部的充

实现普通国省道联通，所有４Ａ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实现高

分肯定。新发行ＥＴＣ卡２０．０２万张，全省ＥＴＣ用户达到２９３
万个，ＥＴＣ发行及客服指标考核均居全国前列。改造高速
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厕所８０个。建成投运＂司机之

等级公路相连，逐步形成内通外联的公路快速网、干线网

和基础网。

兰州中川智能化邮件处理中心建成投产。全省９１个政
务中心实现邮政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全覆盖。快递电子运单

交通运输 通信｜ ２９１

解全省公路省级存量到期债务风险。推
进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轮训执
法人员６２００余人次。开展为期半年的

执法专项整治行动，高速公路超限率控

制在０．１５？？普通国省干线超限率控制
在０．４１？？内。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取消、下放行政许可３项，８项高

甘肃

年鉴

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省内通办，公路超

限运输许可提前实现跨省通办。６３项省

２０２１

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移动端在线办理，
全年网上办件总量８２９７４件，好评率

９９８？？
１２月２７日，Ｇ０６１１张掖至汶川高速公路张掖至扁都口段正式通车

家＂６个。开展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项整治工
作。增发交通一卡通６２．５万张，累计发卡量达到２５３．７万
张，皋兰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创建工作通过交通运
输部验收。全省道路货运车辆年审、年检和环检实现＂三
检合一＂。１２３２８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服务质量考评保持
全国前列，９月排名全国第一。加强运输组织和运力调

度，圆满完成节假日和重要时段的旅客运输任务。中亚粮
食回程班列成功首发，＂中吉乌＂国际货运班列双向贯

通，东盟一兰州—南亚航空货运通道顺利启运，中欧、中
亚、陆海新通道、南亚四条国际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

全省累计完成公路客运量２．２５亿人，旅客周转量
１４０．７６亿人千米，同比分别下降３７．７１？３８．２２？？？成公
路货运量６．１３亿吨，货物周转量１０２０．２７亿吨千米，同比

【绿色智慧交通建设】甘肃省交通
厅与甘肃省科技厅厅签订《关于科技创

新驱动加快交通强国建设甘肃实践协同发展合作协议》，

共同编制《甘肃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十四五＂发展规
划》。组建成立甘肃公交建科技创新中心，设立甘肃省智
慧交通重点实验室，西部首家网络货运数字产业园落地金

昌。出台《甘肃省智慧交通建设工作方案》《甘肃省公路
养护四新技术管理办法》《甘肃省＂５Ｇ＋智慧公路＂示范项

目建议书》，清傅公路＂５Ｇ＋智慧公路＂试点项目和车路协
同自动驾驶示范工程顺利推进。甘肃省湿陷性黄土地区公
路修筑成套技术获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实现全

省在该奖项中＂０＂的突破。出台《关于在全省交通运输

行业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指导意见》，危货运输、交通
产品检测等２个区块链应用试点项目有序推进。推进甘肃

分别增长５．２３？４．１６？？？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１０３４．３５

省新基建智慧交通产业港项目建设工作。推进全省黄河流
域交通运输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落实运输结构调整三

亿吨千米，同比增长３．１９？？全省累计完成水路客运量

年行动任务，推进大宗物资中长距离运输＂公转铁＂，加

５５．２８万人，旅客周转量８５５．１５万人千米，同比分别下降

大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力度，全省新增新能源公交车４００

３０．６８？３３．８２？？？计完成水路货运量０．７７万吨，水路货

辆、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８８２辆。

物周转量１２．３９万吨千米，同比分别下降 ９５．２２？

９５．４１？？

【路衍经济发展】谋划路衍经济新业态，指导省公交
建集团统筹交通主业与路衍经济产业融合发展，率先在全

【行业治理体系建设】省政府印发《甘肃省深化农村

国成立甘肃路衍经济产业研究院。经过近２年的研究谋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建成＂六位一体＂乡

划，得到包括交通运输部、中国公路学会、科研机构和有

镇综合服务站２２个，建立村级公益性设施共享共管制度，

关高校的广泛认同。省委《关于制定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

初步形成＂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农村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公路管养体系。推进邮政业安全体系建设，组建成立１２个
市州邮政业安全中心。拓展交通投融资渠道，争取到位中

议》，首次把＂路衍经济＂写入建议稿，明确要＂推动形
成路衍经济等千亿级产业集群＂。《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央车购税等各类公路建设资金４００．６１亿元，为重点公路项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

目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提供资金支持。推广＂基于资源换

确将＂路衍经济产业集群＂确定为＂十四五＂重点打造的

资金的建养一体化＂等投融资模式，累计实施＂基于资源
换资金的建养一体化＂项目３６个。推动公路＋多产业融合

千亿级产业集群之一。甘肃路衍经济发展从＂刚起步＂迈
向＂稳推进＂。省公交建集团组建成立甘肃新发展投资集

发展，拓展路衍经济产业发展路径。省政府印发《甘肃省

团有限公司，着力打造路衍经济研究、开发、投资、运营

公路省级存量债务风险化解方案》，完成公路存量资产、

全生命周期服务商，为路衍经济项目落地实施奠定坚实的
基础。深入开展《基于文化挖掘与利用的交旅融合综合体

债务的专项评估审计、公路存量资产债务移交等工作，化

２９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开发建设研究——以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交响丝路１号

现场评定，兰州南、武威等８对服务区被评定为标准示范

线悬泉置交旅融合综合体为例》和《甘肃省路衍经济战略

服务区；白银东、土门等１２对服务区被评定为优秀服务

规划及政策机制研究》课题研究，编制完成《省属企业发
合综合体项目交通强国试点方案》。推进总投资４４亿元的

区；永昌、景泰等２７对服务区被评定为达标服务区，全省
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级评定达标率９２．２？？
【疫情防控】组建由１１３８人组成的１８１个应急保障队

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交响丝路１号线交旅融合综合体

伍，协同交通检疫组成员单位加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面门拿Ｔ∶

项目＂，开工建设敦煌悬泉置世界遗产与现代服务区交旅
融合项目。启动Ｇ７５兰海高速公路太石交旅融合和新发展

先后在收费站出入口、服务区设置交通检疫站点２８７个。
按照＂一断三不断＂＂三不一优先＂总体要求，严格落实
防疫应急物资运输车辆＂绿色通道＂政策，有序支持复工

甘肃

展路衍及临空经济规划》《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交旅融

城市快递分拨中心项目。组建成立甘肃交通精石矿业公

司，为发展＂白料＂产业、形成品牌产品构建强力抓手。

复产，分区分级恢复高速公路运输服务。疫情防控高速公

新建成武都服务区＂绿橄榄＂主体展馆、礼县服务区＂三

路免费通行期间减免通行费２２．５亿元／２８１５．７１万辆次。

国文化＂主题展馆，建成１４个特色旅游商品和地方农特产

品实体示范店，建成８个地方特色小吃店，４个旅游咨询

省高速公路局在４２个收费路段抽调工作人员１１３８名，组
建１８１支应急队伍迎战疫情防控及返程高峰。甘谷收费站

服务中心，１２处房车驿站，４个司机之家。路衍经济已成

荣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

年鉴

２０２１

【优化收费】与维护单位共同组建运维保障队伍，建

为推动甘肃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安全与应急】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

立故障快速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投入人员８２１人、车辆

生产风险分类、分级辨识评估管控指导手册》和《甘肃省

３４０辆，行驶近３００万千米，完成实车测试工作。编制的

交通运输行业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分类、分级排查治理指导
手册》编制完成，梳理出致险因素８３１７个、风险事件
１８９２个、安全隐患排查项５４５８个。在全省道路运输、工
程建设领域积极开展本质安全建设试点６个。全力应对陇
南等地特大暴洪灾害，统一调配３７支应急抢险突击队，在

门架系统批量部署方案及部署脚本，为部路网中心提供参

最短时间内打通救灾＂生命线＂。全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深化行业

领域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治理，累计投入执法力量８．２万
人次、出动执法车辆２．３万余台次，查处非法营运车辆
６８４２辆，行政处罚３０００万元。甘肃省交通运输厅被评为

２０１９年度平安甘肃建设优秀单位。

（供稿∶尉永强）

考。参与《计费模块路径拟合及流程设计指南》编制，开

发的车道＂绿通＂查验二维码生成程序，被部路网中心作
为标准程序库下发全国应用。认真落实部、省、站三级联
动机制，加强路网运行监测，路网调度能力有效提升。印

发《疏堵保畅方案》和《恢复收费应急保障方案》，规范
２２类全网运营常见特情车辆处理流程。作为全国联网收费

系统＂费显＂点亮和系统优化５个试点省份之一，优质完

成试点省份任务。
【全省高速公路ＥＴＣ建设】２０２０年，省高速公路局
在全省车流大的县区及收费站新增了９个ＥＴＣ固定服务网
点。至８月底，全省高速公路共计设立ＥＴＣ固定网点３１

个，ＥＴＣ安装充值便民服务点１４４个，基本实现ＥＴＣ便民

网点＂全覆盖＂。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２０２０年ＥＴＣ新发行２０．０２万张，累计用户量达２９３万

【综述】甘肃省 ＥＴＣ客服指标考核
位居全国前列。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率全
省第一。柳敦、敦当、景中、渭武、会

景 泰 南

老、静庄、张扁等高速公路和六东一级

公路顺利实现并网运营。特别是景中高

速的运营筹备开创全省高速公路新开路

立量■章

段运营筹备时间最短的纪录。开发甘肃

交通社会公众出行服务在线评价系统，

功能扩展至＂甘肃ｅ付＂小程序和甘肃

交通１２３２８公众号等平台。
省高速公路局对２０２０年自评申报

推荐的５１对服务区、停车区内业资料
和功能设施、服务质量等外业情况进行

１１月２６日，景泰至中川机场高速正式通车试运营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９３

，

余辆，完成交通运输部＂安装率达到８０？？上＂的目标任

运输厅、省公安厅联合发布《关于调整甘肃省境内高速公

务，构建＂１＋２８＂（１个省级客户联络总中心＋各市州２８个

路限制速度的通告》，确定全省境内高速公路自２０２０年５

客户联络分中心）ＥＴＣ客服体系，并在原３２个固定服务网
点的基础上，根据用户需求在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

月１日零时起调整限速标准。全省高速公路一般路段，采

服务区增设ＥＴＣ安装充值便民服务点１６０个，组建近７００

时，最低时速６０千米／小时；其他机动车最高时速１００千

人的＂线上＋线下＂客服团队，实现ＥＴＣ客服＂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无微不至＂。建立完善客服标准规范和监

米／小时，最低时速６０千米／小时。全省高速公路隧道
路段，除Ｇ７５兰海高速公路兰州至临洮段下行线（临洮至

甘肃 督考核制度，引入＂互联网＋云端客服＂模式，对全省
年鉴 ＥＴＣ客户分中心实时监管、全程监督、过程管控。开展
２０２１

用分车型限速，即小型载客汽车最高时速 １２０千米／小

兰州方向）新七道梁隧道继续执行客车最高限速 ６０千米
／小时、货车最高限速５０千米／小时的限制速度外，其余

＂助力精准扶贫 提升ＥＴＣ使用率百日攻坚行动＂，面向全省

隧道最高限速标准统一按照设计速度调整为８０千米／小

ＥＴＣ用户推出百日有奖通行活动。２０２０年，完成１７７个收

时。全省高速公路特殊路段，如枢纽立交、事故多发路

费站６７３条 ＥＴＣ车道、６６７条混合车道、４１８个门架和省

中心、收费站系统的部署升级，实现全省 ＥＴＣ＂费显＂点
亮和ＣＰＣ卡精准计费，经分析３月１１日以来的１１万余条

段、技术指标受限路段、特殊气象影响等１３处特殊路段限
制速度以现场设置的限速标志为准。

（供稿∶高腾飞）

ＥＴＣ车辆通行数据，全省及跨省拟合成功率和扣费准确率

都达到１００？？
【平安高速建设】报批调整车辆清障救援服务收费标
准。制定《社会清障救援机构备案暂行办法》《社会清障

铁路运输

救援机构服务信用考核评价办法》。坚持定期演练制度，

【综述】２０２０年，兰州局营业里程６０５１．５千米，其中

与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开展高速公路多部门综合应急演

高铁１６１７．３千米；职工总人数７７６５９人，机关职能管理机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基本完成排查整治阶段重点任务。全

构２６个，生产机构１个，附属机构２５个，派驻机构２个，
基层单位５７个。管辖车站（线路所）３１８个，配属机车

年共组织各类安全监督检查４次、安全教育培训１５３场

１３２０台（其中电力机车１１５４台、内燃机车１６６台）、客车

次、各类应急演练２０９次。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排

１９２８辆、动车组７７组（含１４组ＣＲ２００Ｊ动车组）。全局共

查各类隐患７０６项，整改６７１项、限期整改２３项、函告相

运行旅客列车３０５．５对，其中高铁１８６．５对、普速１１９对。

关部门整改１２项。
【撤销省界收费站】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零时，全国高速

现管辖宝兰高铁、兰新客专、银兰客专、银西高铁４条高
铁线，陇海、兰新、兰渝、兰青、包兰、宝中、干武、太

公路同步进行系统切换并网，正式实施＂一张网＂运营。
自国务院部署开展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

中、定银、中川、西平、天华、敦煌、兰州北环线、周家

界收费站工作以来，全省通过《甘肃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成立工作领导

线）４条支线，连接着甘、宁、青、新、蒙、陕、川等７
省（区），是西北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的大动脉。时速２５０

小组，安排部署 ＥＴＣ推广发行、撤站工程项目建设，按期

千米新型＂复兴号＂动车组首次在银西高铁上线运行，所

练，首次采用＂空地一体化＂救援新模式。开展安全生产

庄联络线１５条干线和其他（平汝、红会、嘉镜、玉门南

完成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全
省共拆除省界收费站１１处，收费站入
口全部安装静态秤，启动全省高速公路

入口治超工作；共改造ＥＴＣ专用车道
２９３条、ＥＴＣ混合车道５８６条，完成设

中欢避列

备安装、应用软件部署及联调联试工

作；在交通量发生变化的位置建设路段
ＥＴＣ门架４００套，完成软件升级及网络
安全部署，ＣＰＣ卡（复合通行卡）已从

进７ｆ

业油健盟成货艺测危功及

程
出－件
Ｃ１３９０００ｙａ

１２月１６日开始投用。至１２月３０日，全
年新增 ＥＴＣ 用户１８５．６９万辆，全省

ＥＴＣ在用用户达２６２．１１万辆，ＥＴＣ安装

率达８１．３５？？
【高速公路限速标准调整】省交通
２９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６月５日，＂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在兰州东川铁路货场首次发车

有普速站车开通电子客票业务。全年完成旅客发送量

（全线）完成投资６０．６亿元，宝兰客专完成投资２８．９６亿

４１５３．３万人，旅客周转量２３７．９亿人千米。全年完成货物

元，银西铁路完成投资４６．７８亿元，吴忠至中卫铁路完成

发送量５９６６．１万吨，货物周转量１４９６．４亿吨千米。陇海线
货物列车运行时速提高至９０千米，单日卸车连续１９次刷

投资１．３４亿元，新建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完成投资５．２６亿

新历史记录。

铁路银川至惠农段完成投资１２．５亿元，中卫至兰州铁路宁

元，兰州至中川机场铁路完成投资４．６３亿元，包头至银川

【基础设施】兰州局集团公司管辖线路延长总计

夏段完成投资９亿元，中卫至兰州铁路甘肃段完成投资７５

Ｔ门拿重

１２４３０．０９千米，其中正线延长１００５７．９０千米、站特线延长
２３７２．１９千米；集团公司道岔总计７５３６组；受委托管理的

亿元，兰州至张掖三四线铁路中川机场至武威段完成投资

甘肃

太中银铁路太中线、定银线，兰渝铁路兰州北环线、兰渝

成投资１２亿元。

３５亿元，酒泉至额济纳铁路酒泉至东风段升级改造工程完

线，敦煌线，西平线、中川线、天平（天华）线等普速合

【路外安全环境整治】开展普速铁路环境安全隐患综

资铁路延长２８７３．４５千米，其中正线２２７８．４０千米、站特岔

合治理三年行动，集团公司投资１０７５万元，对兰新线上行

线５９５．０５千米；道岔总计１６３１组。受委托管理的徐兰高速
（宝兰高铁）、兰新客专、银兰客专银川至中卫南段、银西

Ｋ３５＋４９２、包兰线上行Ｋ６９７＋７３０和Ｋ６９８＋８００处道口进行
平改立施工；投资６３５３．４３万元，更新增设防护栅栏

高铁线路延长３４４７．００千米，其中正线３２４０．８２千米、站特

３７８．８４千米；投资７４８．３５万元，增设立交桥涵限高防护架

岔线２０６．１８千米；道岔总计６４９组。集团公司运营铁路桥

６１个；投资３５８．２３万元，增设公铁并行防护设施８．９８千

梁１８２１座１０．８６万米、隧道１６６座１５．１１万米、涵渠７０８３座

米；投资８８．８９万元，增设兰渝线、西平线＂铁跨公＂立

１５．７２万横延米，桥隧涵合计３２．１０万换算米；路基设备长

交桥防护设施１．９５千米；投资１７５．５４万元，增设兰新、兰

度总计５７９１．１３千米。合资铁路桥梁总数为１４０５座８１．３１万
米、隧道２３４座９０．５４万米、涵渠４１３６座１０．２８万横延米，

青线排水渠８０４米。

年鉴
２０２１

（供稿∶杨雍梅）

桥隧涵合计１１５．７４万换算米；路基本体长度２７７４．５１５千

米。电气化铁路营业里程５７８３千米，占总营业里程的

航空运输

９８？？接触网运营总里程５７８３千米（１４７８４条千米），其中
综述】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全年保障完成运输起降

高铁接触网运营里程１６６８千米（４６７３条千米）；电力线路
１９６５９千米（高铁５３４８千米）；专用线２０６条、专用铁路２４

１１．５６万架次、旅客吞吐量１３３６．４４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条。货运营业线路２２条，营业里程４５０７千米，其中国铁

７．４７万吨，较行业平均水平分别高 ３．６５？？１０．９９？？

２９７４千米，
运输安全】年内，发生铁路交通一般事故６２件，

５．１６？？旅客吞吐量全国排名第２２位，较２０１９年提升３
位。其中，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完成运输起降９．３７万架次、

同比减少２件，降幅３．１？？行车安全∶全年发生行车事故

旅客吞吐量１１１２．６６万人次，货邮吞吐量７．００万吨，较行

４３件，同比减少１件，降幅２．３？？集团公司责任行车事故

业平均水平高１．７６？？９．３１？？３．２１？？运输起降架次和旅

１５件（Ｄ１事故１件、Ｄ９事故３件、Ｄ１０事故４件、Ｄ２１事
故７件），同比增加６件，上升６６．７？？？集团公司责任行

客吞吐量较西北地区平均水平高１．７３？？３．５６？？旅客吞吐
量全国机场排名第２６位，较２０１９年提升１位。２０２０年，

车事故２７件；非责任行车事故１件。劳动安全∶未发生从
业人员责任死亡事故，同比持平；未发

集团共新增客运航线５８条，加密客运航线４１条，新增货

生从业人员责任重伤事故，同比持平。
路外安全∶发生非责任路外伤亡事故１９
件，同比减少１件，降幅５？？其中死亡

１４人，同比减少２人，死亡人数控制在

兰州中川四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理开工仪式

国铁集团下达的指标以内，未发生道口
和责任路外伤亡事故。特种设备安全∶
杜绝了特种设备一般及以上责任事故。

全年未发生Ｃ类及以上责任行车事故，

杜绝了职工重伤及以上责任事故，杜绝

了高铁客车Ｄ类及以上作业事故，截至
１２月３１日，实现安全生产２２５７天。

【建设投资】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
资２９１．０７亿元，其中兰州至重庆铁路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开工奠基

交通运输 通信｜ ２９５

运航线３条，新增通航城市１０座；累计通航城市１１９座

投资５．１９亿元的兰州新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合交通物流园

（其中国际地区城市１８座），执行客运航线２４７条（其中国
际地区客运航线１９条），货运航线７条（其中国际地区临

项目开工建设，实现航、港、区一体化运作。

时货运航线４条）；累计执飞航空公司４０家。集团航空运

川国际机场通航５０周年纪念日。兰州机场现拥有２１２客运

输生产恢复水平处于行业前列，经营效益止滑企稳，触底

９月９日，投资３３４．３８亿元的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三期

航线条、１０条货运航线，可通达欧洲、西亚、东南亚及日
韩等国内外１１９座通航点、年旅客吞吐量突破１５００万人次。
【甘肃省民航机场建设集团】１月３日，甘肃省民航

扩建工程开工建设。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经中国民航局批

年鉴 准，敦煌机场更名为＂敦煌莫高国际机场＂，成为国内继
２０２１

机场集团与西部机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启甘

义乌、满洲里之后第三个县级市国际机场，运营航线１７

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西北机场集群，更好服务

条，通达国际国内城市１５个，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旅客吞吐量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３月２５日，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

年均增速保持２０？？上，２０１９年突破９０万人次大关，在全

与甘肃文旅产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打造

国机场排名第１１０位。

＂航空＋旅游＂新模式，聚集发展优势，聚合发展资源，共

Ｐ口

甘肃

回升。

【航空物流】８月１８日，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携手兰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通航５０周年】７月２６日是兰州中

陕机场战略合作、互利共赢的全新发展阶段，共同打造资

同推动甘肃航空及旅游事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

州新区成功举办兰州新区国际空港航空物流合作项目集中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所辖庆阳机场、张掖机

签约仪式，签约项目８个、资金２．１７亿元。１０月１５日，总

场、敦煌机场和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举办不同类别综合应急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２０２０年运输生产情况

机场

运输起降（架次）

兰州

旅客吞吐量（（人次）

货邮吞吐量

（吨）

合计
不含东航保障

运输起降（架次）

敦煌

旅客吞吐量（人次）

货邮吞吐量（吨）
运输起降（架次）

嘉峪关

张掖
金昌

１２５０００ ７４．９５％ １１８０６３ －２０．６４％
１１１２６５５４ １６６００００ ６７．０３％ １５３０２９７５ －２７．２９％
６９９９０
７２００１．６ －２．７９％
５５９５７．２ ６１０００ ９１．７３％ ５４７８１．９ ２．１５％
５８９２
８７００ ６７．７２％ ７６３０ －２２．７８％
７２４９７９ １０６０００ ６８．３９％ ９０１９６０ －１９．６２％
９３６８９

９９４．８

‘

７１０ １４０．１１％

６０６．８
４８８

６３．９４％

１９３０ ８７．２４％ １８０１．９
４７００ ７５．６６％ ４４６４

－６．５６％
－２０．３４％

‘

６１０００
８７００

１０６０００

７１０

９１．７３％
６７．７２％
６８．３９％

１４０．１１％

５１５０
５１５０ ８７．２６％
６４００００ ８６．６７％ ５８０９７１ －４．５２％ ６４００００ ８６．６７％

旅客吞吐量（人次）

３５９５２２

４７００ ７５．６６％
５３００００ ６７．８３％

货邮吞吐量（吨）
运输起降（架次）

２４０４

旅客吞吐量（人次））
货邮吞吐量（吨）

旅客吞吐量（人次）
货邮吞吐量（吨）
运输起降（架次）
旅客吞吐量（人次）
货邮吞吐量（吨）

１６８３．７
３５５６

４４．１

２２１４９５
１３４４．３
２０７８
１５５８９４
４４８．６

８７．２６％

－８．０６％

５３０００ ６７．８３％ ４８８０５

－２６．４５％

４７０ ２８６．０２％ ３９８．３
２１００ ９８．９５％ ２０３９
２１００００ ７４．２４％ １９３９７６
１８０ ２４９．２２％ １６４．９
３７５０ ９３．９７％ ３３６９
３３００００ ６７．０６％ ２８２０４１
１８０ １２３．０６％ １５７．６

２３７．５１％

旅客吞吐量（人次）

２９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９３０ ８７．２４％

２５０ １７．６４％ ２３０．２ －８０．８４％ ２５０ １７．６４％６
２１５０ １１１．８１％ １８６６ ２８．８３％ ２１５０ １１１．８１％
２６００００ ８５．１９％ ２１３７１４ ３．６４％ ２６００００ ８５．１９％
１．９１％

４７０

２１００

２８６．０２％

９８．９５％

－１９．６３％ ２１００００ ７４．２４％
１７２．０４％６ １８０ ２４９．２２％

３５２４
４．６０％
２２１２８８
－２１．５４％
货邮吞吐量（吨）
２２１．５
４０．５５％
运输起降（架次）
１１５６３７ １５１５５０ ７６．３０％ １４２３１９ －１８．７５％
旅客吞吐量（人次）
１３３６４４３１ １９６３０００ ６８．０８％ １７９６４４４２ －２５．６１％
集团
７５３６１．３ －０．８４％
７４７２７
总计
货邮吞吐量
（吨） 不含东航保障 ６０６９４．２ ６４７２０ ９３．７８％ ５８１４１．６ ４．３９％
运输起降（架次）

陇南

一

１２５０００ ７４．９５％
６７．０３％

１６６００００

４４９４
５５４６９９

运输起降（架次）

庆阳

一

１－１２月
本年累计 累计预算 完成比例 去年同期 同比增幅 年度预算 完成比例

指标

３７５０ ９３．９７％
３３０００ ６７．０６％
１８０ １２３．０６％
１５１５５０ ７６．３０％
１９６３００ ６８．０８％
６４７２０ ９３．７８％

演练。其中，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举行的
＂护航２０２０＂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是机场
通航以来规模最大的应急救援综合演
练，共１２家单位、２６５人参演，动用运

输客机１架，直升机１架，警用无人机１

台，救援车辆４９辆以及警犬２只。
（供稿∶张立生）

Ｔ７１拿

甘肃
年鉴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
分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甘肃分公司完成１３架援鄂包机保障任

务，运送医护人员１５７２人次，医疗物
资１６．１５３吨；完成３架次国际包机地面

保障任务；开展飞机预防性消毒８７１

公航旅集团投资建设的全省第一条建管养运一体化高速公路渭武高速各竟特大桥

架、终末消毒４５架；组织党员抗疫捐

款１２．５８万元；因航班任务累计隔离１８９人，无确诊、疑

似及无症状感染者。

项目荣获＂李春奖＂。ＰＰＰ模式公路项目完成投资１３８．７５亿
元。陇漳、通定、定临、天庄等高速公路ＰＰＰ项目稳步推

２０２０年安全飞行２８６３３小时，１３２５９架次，航班正常

进。Ｓ３５景礼、Ｓ１０马乌至西寨段高速公路ＰＰＰ项目开工建

率９０．６３，高于全民航平均水平，未发生一般差错及以上

设。旅游项目完成投资２２．８３亿元，武威雷台文旅综合

的不安全事件，第七次荣获东航＂连续１０年以上无事故征

体、历史文化街区ＰＰＰ项目、天水麦积山国际露营地、文

候优胜单位＂，顺利实现第２７个航空安全年。

县天池景区等项目有序推进。通航项目完成投资０．８５亿

２３．５６？？全年旅客运输量３３７．４９万人，货邮运输量１．７６万

元。武威民勤通用机场项目开工建设，庆阳华池机场项目
手续加快办理。

吨，运输总周转量２０２６７．５６万吨千米。夏秋季获取兰州机

【抢险救援、参与灾后重建】８月１８日至８月２１日，

场１／３优质增量时刻，冬春季获取新增时刻量７０个，开

甘肃公航旅金汇通航公司先后派出ＡＷ１３９／Ｂ－７０８Ｍ和

通大兴、加密虹桥等大线正班，８—１０月份航班恢复度等

ＡＷ１０９／Ｂ－７０７Ｎ两架直升机，将石鸡坝镇、舍书乡等地

各类营销指标在东航股份排名前列。

被洪水围困的７５名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总计安全飞

东航在甘肃辖区客运市场份额２５．２５？？货运市场份额

（供稿∶杨文婷）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建设

行４２小时２０分钟、４０架次。直升机还向石鸡坝、舍书
乡、天池镇等受灾地区投送６００余箱方便面、火腿肠、矿
泉水、大米、白菜、土豆、粉条、牛奶、榨菜等救援物资

总计３２８０斤。同时向灾区地面输送救助工作人员１３人次

【资本运营】甘肃公航旅集团以较低的发行价格完成

以及２套专业设备。公航旅集团武九项目共组建１８支应急

定价３年期３亿美元的境外债券，连续第五年成功发行境

抢险队伍，累计出动抢险人员８９０人、装载机５５台、挖掘

外债券，正式获批上海证券交易所２００亿元的可续期公司
债。与国开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
获得国开行甘肃省分行２０２０年高速公路项目１００亿元资金

机５８台、自卸车１００辆等大型设备，经过４昼夜奋战，顺

支持。协调各银行机构，推进ＰＰＰ项目授信融资工作，推

断作战５４小时，清理泥石流 ８０００余立方米，清洗路面

动公路债务化解工作，与国家开发银行等１６家银行组成的
银行财团签署１６７３亿元的债务重组协议，开展存量债务置

２２０００余平方米，打通渭武高速公路石门渡槽泥石流淹没
路段，为沿线受灾群众抢通生命救援道路。

利打通Ｇ２１２、Ｇ２４７等高速公路，保障Ｇ７５兰海高速的畅
通。公航旅集团渭武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公司通过连续不间

（供稿∶胡青旺）

换，降低贷款利率，优化债务结构，完成置换资金 ８３７

亿元。

【项目投资】甘肃公航旅集团完成投资４３８亿元。公通 信

路传统项目投资２７５．３６亿元，平天、甜永等１１个续建公路
项目有序实施。景中、会老、静庄、渭武定西段等公路项

【综述】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发展态势平稳向好，电信

目建成通车，肃沙项目即将通车试运营。临洮（安家咀）

业务总量完成２５５７．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５？？？信业务收入

至临夏公路项目开工建设，天定维修改造项目按计划推
进，取消省界收费站项目完成预期目标。兰州南绕城高速

累计完成１９０．８亿元，同比增加５．８？？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６２．７亿元（其中４Ｇ投资１０．８亿元，５Ｇ投资１８．５亿元），同

交通运输 通信｜ ２９７

高速无人自动巡检系统等成果，体

厚动
Ｇａｎｓ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丝路

甘肃省５Ｇ＊新基建信息化大会

助力数字甘肃经济社会发展
智汇防原 ２０２０／１１／６－５１１７７ 记国·共费国际会展中心
即载出 可依鸟化匠注来各处＂

４中民试 出来公Ｄ

甘肃

取得的突出成效。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第五批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建设，在农村地

区建成４Ｇ基站５１９个。争取第六批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获得中央
补贴资金 １．１７亿元，支持在全省

年鉴
２０２１

现了甘肃省在５Ｇ网络建设及应用中

３９９个行政村建设４３２个４Ｇ基站。
开展全省行政村网络覆盖拉网式排

右励省５Ｇ＋新基建信息化大会 查，全省行政村光纤宽带和４Ｇ网络

Ｇａｎｓｕ Ｉｎｆｏｒ ｍ 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覆盖率均达到９９？？上，２０２０年 １０

月，工信部表彰了全国电信普遍服
务试点工作成绩突出个人和集体，
ｌ１月６日—７日，由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通信管理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发展处

等５个集体和１６名个人受到表彰。

司联合主办的＂甘肃５Ｇ＋新基建信息化大会＂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比增长１１．７？？全省电话用户达到２９８３．６ 户，同比下降
３．２？？其中移动电话用户２６７３．８万户（含４Ｇ用户４１７５．４
万户），同比下降２．８？？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９３１．４万

户，同比增长７．０？？ＦＴＴＨ／Ｏ用户占比达到９６．３？？？动
互联网用户达到２２９８．６万户。
【５Ｇ 组网建设发展】甘肃省通信管理局从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破题，全面加快推进５Ｇ网络建设及应用，重点
强化政策引领、项目储备、调度分析及＂三难两高＂问题

解决。制定印发《甘肃省５Ｇ建设及应用专项实施方案》
《甘肃省５Ｇ站址专项规划》等政策引领文件。经省政府同

意，由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甘肃省５Ｇ站址专项规划》，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强化行业主
管部门监管责任，加强与政法委、网信、公安、维稳、
反邪教、扫黑除恶及扫黄打非等部门协同联动，协调全

省各基础电信企业配合做好非法网站和网上非法出版

物、有害信息处置等。强化网络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防护
能力，监督检查省内各基础电信企业和增值电信企业定
级备案、安全防护措施、符合性评测和风险评估等工作
情况，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安全事件发生。按照省政法
委统一部署，全面开展防范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工作，部署信息通信行业＂断卡＂专项行动，通过升级
系统功能、关停高危疑似号码、建立失信用户管理体
系、严格渠道管理等多种方式，提升对新型违法犯罪活

这是全国首个由省政府印发的５Ｇ站址专项规划。在全国

动的处理能力。完善技术手段建设，联合甘肃省工信

率先开展５Ｇ组网建设＂三难两高＂（入场难、选址难、审

厅，组织各基础电信企业、丝绸之路信息港股份有限公

批难，场租高、电价高）问题专项整治，建立问题清单，

司、北京亚鸿世纪、兰州理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联合
体申报参加工信部＂２０２０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一

由省政府点对点下发至相关市州政府及省直有关部门，督
促整改清零。建立月调度统计分析制度，会同省工信厅每

升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项目＂，于１０月３０日

月调度全省５Ｇ网络建设及应用情况。截至１２月底全省累

成功中标。

计建成５Ｇ基站８５０９个，其中∶２０２０年新建成７８０２个，提
口覆盖率达到２４？？上，实现全省所有市（州）主城区５Ｇ

【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汛期前，甘肃省通信管理
局排查全省应急装备物资及汛期通信设施隐患，建立省、
市（州）、县３级应急责任人联席机制。８月中旬，甘肃省

网络连续覆盖，部分县城重点区域５Ｇ网络覆盖。

陇南、甘南等地区多地发生暴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严

前完成全年新建成５Ｇ基站７０００个的目标任务，５Ｇ网络人

建立总经理挂联工业企业制度，培育甘肃移动西沟矿
５Ｇ＋智慧矿山、甘肃电信龙首矿５Ｇ＋电机车无人驾驶车、
华天电子５Ｇ＋智慧车间以及甘肃联通兰临高速ＳＧ＋无人机

巡检系统等一批典型５Ｇ创新融合应用。特别是兰州市荣
获工信部２０２０年度十大城市重点场所移动网络质量评测
５Ｇ网络速率最佳城市、甘肃移动西沟矿５Ｇ＋智慧矿山项目
荣获工信部主办的第三届＂绽放杯＂５Ｇ应用征集大赛智慧

园区专题赛一等奖、甘肃联通建成了我国首套５Ｇ＋无人机
２９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重灾害，导致多处道路阻断、通信线路设施损坏，部分乡
（镇）通信中断，防汛救灾形势异常严峻。截至９月８日１８
时，全省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修人员３４７５０人次，抢修车
辆１３３４８台次，发电油机３３７７５台次，支援卫星电话８２２部

次，累计抢修６９１７．１１千米，累计抢修恢复基站２４６３８

站次。
（供稿∶田卫国）

递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杜绝重大安全生产

邮 政
【综述】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

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５１．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４３％；
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４７．１３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９９？？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１３８２３．５２万

件，同比增长３３．２９？？？务收入累计完成２９．７９亿元，同
比增长３１．５７？？
【快递服务与建设】甘肃省邮政管理局承接省政府
快递物流产业体系建设研究课题，＂一主两辅＂快递园区

建设项目纳入全省＂十四五＂规划纲要。组织编制邮政
强国建设行动纲要实施方案和邮政业＂十四五＂规划、

事故。

（供稿∶李 波）

电 信

１拿．

【综述】中国电信甘肃公司完成＂提速降费＂，开展

宽带提速、取消语音长途漫游费、取消流量漫游费、降低
套餐外语音和流量资费、中小企业宽带提速降费五项重点
工作。全面推进＂携号转网＂，通过各项保障工作和制度

安全可管可控，反诈整治省内保持同业领先。

【服务保障】中国电信甘肃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威胁

整治，营造清朗网络环境。推进服务智能化、数字化转

金２５２８万元，支持寄递服务升级。兰州中川智能化邮件
处理中心投产，多家快递企业分拨中心扩能升级。推动

同业第一。完成全国两会、上海进博会等国家级通信保

动农产品销售额４０．７亿元。联合省工信厅印发《关于促
进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快递与制

造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运作服务制造业项目
２４个，寄递工业品５１万件，产值６９亿元。联合省发改、
生态环境、财政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环

保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协同推进快递业环保治理工
作。省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将快递包装纳入治理范

围。快递电子运单使用率超过９９？？近９０？？电商快件
不再二次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９０？？投放包装废

弃物回收箱１４６７个。

２０２１

规范确保用户＂携得了、转得快、用得好＂。履行企业主
体责任，统筹开展扫黄打非、反诈、＂断卡＂行动，网信

综合立体交通网邮政专项规划。全省邮政快递业减税降
费６５００余万元。各市州政府出台文件２４份、落实奖补资

快递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培育农特产品项目１０７个，带

甘肃
年鉴

型，通管局、集团公司通报用户综合满意指数测评均为
障，完成陇南甘南特大暴雨泥石流抢险救灾等省内重要
通信保障任务共４２次，为全省信息化网络提供电信级安
全保障，确保全省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零发生＂、

重大网络数据及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零发生＂。信息
化支撑全省脱贫攻坚，在＂三区三州＂网络扶贫中投入

４．６１亿元，超额完成光网１００？？４Ｇ网络９６？？覆盖率目

标要求。
（供稿∶张莉萍）

移 动
【综述】中国移动甘肃公司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切实做好通信、服务、防控＂三个保障＂，搭

行业安全监管】两轮机要通信专项检查发现的８８个

建疫情调度指挥短信平台，免费开放云视讯、视频彩铃、

隐患问题全部清零，＂专用信箱＂服务保障工作得到中央
第十五巡视组好评，全省寄递渠道＂扫黄打非＂成效良

大数据疫情精准分析等业务，推广＂复工云＂＂复游云＂
等应用。上线＂脱贫攻坚网络公开课＂云平台。做好两会

好，２２．４万份高考录取通知书全部妥投。落实收寄验视、

等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在８月份陇南、甘南、定西洪涝

实名收寄和过机安检＂三项制度＂，查堵违禁物品３００余

灾害后，出动保障人员１４００人、发电油机７６０台、抢修车

件。推动实名收寄信息专项整治工作，立案查处３６起，

辆１５０台、累计抢修基站９８４个，投入８０２９万元重建３４６８

＂实名不实＂＂替代实名＂问题得到有效遏制。联合省反恐

千米水毁通信线路，落实电信诈骗治理工作，推进＂断

办、省邮政业安全中心举办三期邮政快递业安检员岗位资

卡＂行动， 持续向公安机关推送疑似线索号码，加强疑似

格认证培训班，２１４名快递员取得岗位资格证书、持证上

涉诈号码综合研判处置，涉案号码下降６５？？诈骗治理案

岗。完成＂绿盾＂工程安全监控中心建设和视频联网等任

例被中国互联网协会评选为＂２０２０年度防范治理电信网络

务，寄递渠道安全风险监测监控和预测预警能力持续提

诈骗优秀创新实践案例＂。

升。完善邮政业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制定《甘肃省邮政业

【信息网络建设】中国移动甘肃公司贯彻网络强省、

疫情防控工作专项预案》等６个专项预案并组织宣贯和演

数字甘肃部署要求，建成５Ｇ基站４８２５个，提前实现全省

练。联合公安部门研判和防控行业稳定风险隐患，排查化

各市州城区５Ｇ精品公共网络的连续覆盖和各县区重点覆

解加盟纠纷、劳资纠纷等群体性事件１３起，妥善处置智能
快件箱收费等热点舆情、保持行业总体稳定。启动邮政快

盖，初步形成涵盖＂规建维优服＂的５Ｇ网络运维管理和

质量评价体系。兰州在工信部测试中被评为＂５Ｇ下载速率

交通运输 通信｜２９９

最优＂奖。云计算数据中心总装机能力超过２万架，率先

９２？？按照＂２＋１３＂的总体布局，建成覆盖１４个地市的省

完成１４个市州区块链服务网络建设。ＩＴ系统建设实现从单

内行业云资源池，满足甘肃数据资源需求。

一能力独立建设到能力共享快速复用的新架构转变，智慧
中台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在重点场所、重点领域优先覆盖和应用＂双千兆＂网络，

（供稿∶王秀伟）

开展中小企业客户提速降费活动。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广

，
甘肃 联

年鉴
２０２１

通

【服务社会】中国联通甘肃省分公司推进提速降费，

＂云＋网＋Ｘ＂组合优惠，降低宽带平均资费提升客户价值；
针对大中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推出＂专线＋冰卡＂系列
组合优惠套餐，降低专线平均资费提高客户黏性。同时持

【综述】中国联通甘肃省分公司加强网络建设和升
级。２Ｇ业务全面下线、网络设备全部退网；４Ｇ网络人口

续做好精准扶贫和视力、听力、言语残疾人优惠资费政策

覆盖率超过９３？？？极推动５Ｇ共建共享，累计共享开通
５Ｇ站点４６００余个，共享率１００？？移动网ＮＰＳ稳步改善，

线年度降幅达到５５．２？？均已达到＂２０２０年度降幅不低于

客户体验实时测评得分９．１分，实现提升５０？？年度目
标。加快宽带网络＂光进铜退＂，ＦＴＴＨ用户占比提升至

３０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推进工作。全年企业宽带年度降幅达到１８．８？？互联网专

１５的目标。
（供稿∶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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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省政府出台＂强化要素跟着

发展与改革

项目走＂保障机制的意见，省发改委编印重点投资项

目、省列重大项目、重大前期项目＂三个清单＂以及

【规划政策制定】省政府出台支持大敦煌文化旅游经

＂两新一重＂项目储备清单，纳入新开工、续建、预备等

济圈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支持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发布全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各阶段投资项目７０００多个，总投资约５万亿元。全年争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决策部署的实施意见》。开展全省＂十

争取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７４０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增

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加３７２亿元。组织２０家银行同２０８户企业签约金额２４３０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省级规划，将若尔盖国家公园、
甘青川毗邻地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董志塬黄土高原固

亿元，落实＂百个重大项目党政领导包抓推进工作机
制＂，１５８个省列重大项目累计完成投资１７５３．６３亿元，同

沟保塬工程、兰州经平凉庆阳至延安至北京高铁、兰州至

比增长２６．９７？？

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８０．８亿元，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２０．７亿元；

汉中至十堰高铁、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路

【农业生态建设】祁连山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任

军西征路线红色旅游走廊建设、设立绿色发展银行、设立

务２０１９年底完成１８项，２０２０年完成整改任务３项，剩余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金、发展戈壁生态农业

１０项长期整改任务。《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综合治理规

和寒旱农业等内容列入国家规划纲要。出台《关于加快推
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和８个专

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投资及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渭河源

项方案，启动《甘肃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

亿元。玛曲、迭部、卓尼、天祝、肃南５个县被列为生态

编制工作。

区、＂两江一水＂生态规划分别完成投资４４．６亿元、８１．５９
综合补偿试点县。民乐县、凉州区、临夏县、肃州区、永

【产业结构调整】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

登县、天祝县被认定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产总值的比重为２４．２？？比上年提高０．５？？动态调整生态
产业重大带动性工程项目库，精选１００个生态产业项目，

启动实施《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和《古浪八步沙区

由２０个省直部门的厅局级领导一对一帮扶。推进＂三去一

【交通能源项目建设】银川至西安铁路建成通车；柳

降一补＂，关闭退出煤矿１０处、产能１５６万吨。建设兰州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建高水平国家创新平台，启动甘
肃＂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及＂东数西算＂试点。

园至敦煌、景泰至中川机场、张掖至扁都口等高速公路建
成通车。中川机场三期扩建、西宁经合作至成都铁路、天

域生态治理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

水至陇南铁路、景泰至礼县高速陇南段等项目开工建设，

经济管理监督｜３０１

中卫至兰州铁路、兰州至张掖三四线中川机场至武威段等

【保障改善民生】＂十三五＂期间，全省１０．３万户具备

项目加快推进，全年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１１１６亿元。酒

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建档立卡搬迁家庭实现至少１人就

湖直流工程配套１００万千瓦风电、５０万千瓦光伏发电项

目、通渭风电基地项目加快建设；国家首批光热发电示范

业。岷漳地震灾后重建靖远县异地安置６个方面２３项整改
任务总体完成。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广以工代赈方

项目中玉门鑫能、阿克塞甘肃光热２个项目进一步推进；

式吸纳７０００多名农村群众就地就近参与工程建设。支持临

吐鲁矿区总体规划获国家批复；核桃峪、红沙岗二号井、
赤城３个煤矿已进入联合试运转阶段。

夏、庆阳等地１７个实训设施项目建设。省妇女儿童医疗综
合体、甘肃简牍博物馆、七里河体育场等重大项目加快建

年鉴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印发《甘肃省关于进一步加
２０２１ 兰州市红古区＂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和嘉峪关工业园区循

设；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二期、省博物馆扩建工程等

，

甘肃

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开展全省塑料污染治理专

前期工作稳步推进。

（供稿∶堵绍彤）

项督导行动，督促指导市州开展塑料污染治理相关工作。

环化改造通过国家终期验收。落实能耗＂双控＂制度，在
保障重大项目用能需求的前提下，加强节能形势分析和跟
踪预警调度，全省＂十三五＂能耗强度下降１７？？能耗总
量控制在８１０５万吨标准煤，全面完成国家下达能耗＂双

控＂目标任务。
【重点领域改革】省政府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资审批

国有资产监管
【经济运行】全省国资国企系统抢抓有利时机，分区

分级复工复产，重点调度的１４３户省属工业企业２月３日
全部复工，２月底省属企业复工率达９８．３５？？全年省属企

制度改革助力项目加快落地形成有效投资的若干措施》

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８０．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８．３２？？？
现工业总产值２４９８．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３？？？现营业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若干措

总收入７２１０．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７１？？？现利润总额

施》《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

１００．８３亿元，同比下降０．８８？？金川集团、酒钢集团、省

的新型监管机制的实施意见》。省发改委对除兰州以外的

物产集团、省公航旅集团、省公交建集团、省建投集

１３个市州开展营商环境评价，组织兰州市和兰州新区参加

团、甘肃电气集团等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产品

国家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价。继续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推进＂非禁即入＂普遍落实。＂甘肃信易贷＂平台正

供需衔接、资源优势互补、科技联合攻关等开展战略合
作。省属企业为６１２１户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

式上线运行，１４１户中小微企业获得贷款２４．５１亿元。

１．６７亿元，与９７４３户中小微企业签订４４３．９７亿元购销合

【扩大对外开放】印发《甘肃省２０２０年推进＂一带一

同，为２３６９户中小微企业预付１３．０７亿元采购款，清欠民

路＂建设工作要点》《甘肃省关于推动中欧班列安全稳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强跨省区合作，省政府与青

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６８．６７亿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２０余亿元。

海、陕西等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年利用国外优惠贷款

【国企改革】省属企业全年完成混改项目１０６个，吸引

约４．１１亿美元。金川集团收购印尼红土镍矿项目建成投
产，白银集团完成分阶段收购南非第一黄金公司项目，华天

社会投资者１５９家，引进社会资本４６．１６亿元，混合所有制

企业户数占比超过省政府年初确定的４５？？标，白银集

科技有限公司完成马来西亚优尼森公司并购项目。酒泉中以

团、省国投集团引进非公资本设立的甘肃德福新材料等一

产业园全年完成投资约４．５亿元，超额完成年度投资计划。

批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机制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显著提

【价格调控监管】省发改委出台《甘肃省深化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执行＂基准价＋上下

升，有效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省属企业营业收

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配合

＂双百行动＂改革任务台账的２９３项已完成２８４项，占

完成第二轮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核定工作，年降低工业企业

９７？？金川集团、省国投集团、西北永新、甘肃工程咨询

输电环节电费支出超３０亿元。全面放开符合产业、环保政

集团４户企业改革经验做法被国务院国资委改革简报刊载

策规定的大工业电力用户参与直购电交易，完成直购电交

和入选国企改革案例集；省科投集团化工研究院、酒钢集

易电量５３４亿千瓦时，发电企业平均让利幅度２．９７分／千

团祁牧乳业２户企业纳入国家＂科改示范工程＂；７户混合

瓦时，降低工业企业用电成本超１５亿元。印发《甘肃省关

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甘肃工程咨询集团、省科投集

于进一步深化水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推进实施
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落实社会救助和保

团兰州助剂厂公司和创翼检测公司实施股权激励；５户落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照国家规定阶段性提
高每月价格临时补贴标准１倍，全省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

管理。企业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基本完成，全年完成１９户中
央下放企业２０４个职工家属区１８．２６万户＂三供一业＂的清算

贴５．０６亿元，惠及１７７６．４４万人次。保障改善民生

审核，２１户省属企业８５？？＂三供一业＂维修改造。完成全

３０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入的６４？？利润总额的７２？？自混合所有制企业。纳入

实董事会职权试点企业率先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省５１．６６万名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协议签订。

量奖提名奖，１８家企业和组织获得省政府质量奖，９家企

【产业布局】全省产业布局结构不断优化，国有资本

业和组织获得省政府质量奖提名奖，质量强省战略深入推

配置效率持续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省属企

业全年完成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项目投资７１．９６亿元。省属
企业围绕主业延伸产业链，推动国有资本向产业链供应链

进。全省专利申请量达到１２０９８７件，授权量达到５７４１４
件，较＂十二五＂末分别增长了１３６．６４？１５１．８９？？全
省有效发明专利８０３２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价值链中高端集聚发展。金川集团基于５Ｇ平台打造矿山
有轨运输电机车无人驾驶系统，实现电机车无人驾驶和智

３．０３件。全省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１２３８２３件，中国驰名商
标达到７５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达到１４７件，地理标志保

能调度；酒钢集团７号高炉升级改造后，炼铁装备实现信

护产品达到６７件，地理标志产品地方标准达到４６项。全

Ｊ同１金程

息化智能化，人均年产铁量从７４００吨提高到１０９００吨，劳

甘肃
省创建＂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国家级４个、省级９０个和市 年鉴

动生产率提高４７．３？？？银集团实现创新型＂白银炉＂与
现代＂闪速炉＂优势互补，铜冶炼产能翻番，技术指标达

级１１０家。建成国家质检中心（甘肃检验检测基地）、甘肃
省食品安全检（监）测基地、甘肃省计量检测基地一期项

到行业先进水平；兰石集团运用５Ｇ＋工业互联网创新应
用，能源装备智能制造水平有效提升。全年省属企业研发

目、汽车罐车检验检测基地等项目。五年来，全省累计制
修订地方标准６９５项，废止地方标准８５９项，全省现行有

投入７３．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５６？？研发投入经费占主营

效地方标准总数达到１９４３项。

业务收入的比重达到２．３７？？其中省科投集团、金川集

全省新设立市场主体２８．０７万户，累计达到１８６．７２万

团、酒钢集团、白银集团、甘肃电气集团、窑煤集团等６

户，注册资本达到４．４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０２？？

户企业达到２．５？？上。省属企业全年新增省部级以上产学

９．３２？？１１．９７？？全省个体工商户达到１２８．９２万户，资金

研平台８个，完成新产品产值２２．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数额０．１５万亿元；私营企业４５．１７万户，注册资本（金）

５．７８？？酒钢集团成功研发抗菌铁素体不锈钢，成为国内

３．０２万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９．５７万户，出资总额０．２７万亿

唯一具备批量生产该钢种的企业。省国投集团设立１亿元

元，成员总数８０．４９万个。非公经济市场主体累计达到１８３．６６

＂科创基金＂，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省属企业与中科院系统

万户，占市场主体总数的９８．３６？？全省累计登记注册外商及

联合申报６项科研项目，争取中科院科研经费９３０万元，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２５３２户，注册资本１８５．１６亿美元。

为省属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支持。省属企业与中科院兰州

【登记注册】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关于贯彻

＂一院三所＂、兰州大学等院所高校协同创新深入推进，全

落实省政府＂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关工作

年开展科研、技术、咨询服务２８６项，合同额１．２亿元。十

任务分工的通知》，推行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全程＂网上

大生态产业带动效应不断增强，新组建产业集团发展规划

办、掌上办＂，实施＂不见面＂注册登记，无纸全程电子

和业务模式不断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规模实力

化平均应用率达到６５．９４？？个体工商户＂秒批＂系统１２

不断壮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龙头作用逐步发挥，推动

月２６日上线运行。启动全省企业开办＂一网通办＂服务平

国有资本向先进制造、数据信息、文化旅游、中医中药等

台，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３个工作日以内，一天内办结率

特色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中。２５户省属骨

９２．５？？两天内办结率５．８？？开展全省＂证照分离＂改革

干企业中，８户主业全部为十大生态产业，１７户拥有１￣２

业务培训，累计办理总量２２５１３件，办理取消审批事项５９

个新兴产业培育业务。２０２０年，省属企业十大生态产业

件，办理备案事项１９件，办理告知承诺事项１０４０８件，办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资１０５．２７亿元，同比增长

理优化准入服务事项１２０２７件。会同省发改委、财政厅、

１１．７６？？通过资源资产变现和资产证券化等，筹集资金

人社厅、商务厅、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联合印发《关于

２５０．６６亿元，主要投向十大生态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

做好应对疫情影响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政策落实工作的

设。９户产业集团资产总额同比增长２１？？比同期省属企

推进方案》。

业增幅高１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２２？？比同期省属企业

增幅高１８？？

２０２１

【信用监管】《甘肃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

清单（第一版）》印发，市场监管领域相关部门＂双随

（供稿∶朱焕强）

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领

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全覆盖常态化。

市场监管
综述】＂十三五＂期间，全省市场主体总数由＂十二

五＂末的１２８．０３万户增长到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的１８５．２２万
户，增长率４４．６７？？敦煌研究院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
实现西部地区零的突破。累计４家单位和个人获得中国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年度联合抽查计划１５２５个，抽查各类市
场主体２７３２６户。甘肃省＂互联网＋监管＂系统上线运行，

实现与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的对接联通。开通省市
县三级监管部门３３０１个，注册平台用户４．８６万个，完成全
省有关部门监管事项清单１０８５项，检查实施清单５．５７万
条，汇聚各类监管执法行为数据１６．８６万条。２０２０年，全

经济管理监督｜３０３

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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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３６３２户次，移出经营异常名录企

２０１９年出台的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审查情况（不包括存量清

业６１１５户次，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企业１１０５户次，市
场监管部门累计对１２７９名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任职限制，通

理情况）上报市场监管总局，２０１９年全省共审查文件

过双随机抽查立案８５件，处罚金额５４４．８１万元。指导全省
市场主体开展年报公示工作，２０１９年度全省企业年报公示

１８１份，市级政府及其部门审查文件８４５６份，县级政府及
其部门审查文件３０５０２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４７份中符

率９４．２９？？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公示率９６．３５？？均高于

合公平竞争审查标准３７件，修订４件，废止６件。全省共
清理政策措施９９０１６件，其中废止６２０件，修订９３件，适

去年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

３９１９１份，其中省政府审查文件５２份，省直部门审查文件

【行政许可】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行政许可
年鉴 应急审批工作制度（试行）》，实施＂容缺审批＂工作机
２０２１

用例外规定继续保留３２件。印发《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场评审结论仅有一般不符合项的，先行审批发证，整改
材料容缺后补。修订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现
场和技术审查管理办法》。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资

工作，在１２３１５投诉举报平台增设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审查

制，确定＂容缺审批＂实施范围和模式，对部分许可事项

质认定、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授权有效
期满的，实施免评审换证。推行＂一件事一次办＂，依托

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整合许可内部办理流程，依法
精简材料、统一表单、压缩时限。
【综合行政执法】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

定《甘肃省市场监管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处罚清单２０２０

版》，开展＂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等
专项行动。至１２月底，全省系统依法查处各类经济违法案
件７０７７件、案件总值３８６５．２８万元、罚没金额８３０２．０７万
元。制定《春季暨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办理涉疫
案件７７９件，罚没金额４８６．４３万元，公开曝光５批５１起典
型案件。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制定《涉黑涉恶犯罪案
件涉案财产处置工作机制》，全省系统核查线索２３４９件，

向各级扫黑办移送线索２１１件，省局本级核查线索２９件。

开展＂铁拳＂＂剑网＂＂秋风２０２０＂等专项行动，查处假冒
专利、商标侵权、盗版案件９２０６件，罚没款９２５４．６２万

元，捣毁＂黑工厂＂＂黑窝点＂１６１个。
【反垄断工作】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甘肃省
公平竞争审查政策措施抽查制度（试行）》等３项制度。

等四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通
知》，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网上交叉检查
专栏和专线。２０２０年接到涉嫌垄断行为线索７件，其中立

案调查行政性垄断案件２件，５件线索经核查不构成垄断
行为，调查后对３户企业行政约谈整改。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２０２０年，全省市场监

管部门共查处价格、收费、不正当竞争、传销案件３９９起，
案值２３５７．１３万元，实施经济制裁３６６４．４１万元，督促相关
主体和单位为企业减免或降低生产经营性成本费用近９．１亿

元；受理并处理消费者价格、收费、不正当竞争和直销、传销

方面的投诉举报６８２３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１０００余万元。
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商业混淆、虚假
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不正当有奖销售等违法行
为。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直销打击传销工作的通知》，

与省政法委、省公安厅联合发布《警惕传销陷阱共建平安甘

肃防范打击传销警示》，捣毁传销窝点１１个，摧毁传销组织７
个，遣返撤销人员１９６人，立案处理９人。
网络交易监管】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２０２０

年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相关行业乱象整治的工作

方案》，开展＂网剑＂行动，在网络交易市场、合同行政
监管、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领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立案

６起，罚没款２．４４万元。监测电商平台９６个，网站１４７７２
个，网店１１４２０个。落实野生动物市场监管＂日报告＂制

度，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来，报送各类
数据、信息、统计共１６０００余条，处治

网上涉嫌违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相
关线索信息１０８条，删除、屏蔽涉嫌违

法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信息９３条，
及时下架网上相关产品，办理案件５
起。对辖区内１８８个从事电子商务活动

的综合性平台、商品交易平台、二手车

心３５场阻炸学沙悠子升

交易平台、网络订餐平台以及社交电商
平台开展检查整治。开展＂长江野生
鱼＂＂野生江鲜＂等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渔获物、网上＂不平等条款＂＂霸王条

款＂等相关信息和互联网＂电子烟＂信
６月１１日，兰州市红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集贸市场小型衡器强制检定专项行动

３０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息的网上监测整治。对全省互联网上

５６户主体经营的洗涤剂、运动鞋、学生文具、安全帽等相

购、加工企业收购、加工及专业纤维检验机构、在库公检

关产品开展联合检测。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安

等环节的纤维质量开展监管，重点整治棉花收购加工环节
不按等级收购加工，虚标皮棉异性纤维含量以及非棉纤维

排，从２９８户网络市场主体中摇号随机产生抽查主体６０户
重点监管，配合主管部门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开展联合随
机检查。全省放心消费创建单位达到４９４９家，落实消费侵

质量标识等问题，完成羊毛公检２６４吨。对全省范围内生
产经营的３２大类１１５４７５批次食品进行监督抽检，检出不

权先行赔付制度，各级优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社会共治部

合格样品５０６１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４．３８？？相比２０１９年

Ｎ门拿育

门上升到１０个。２０２０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１２３１５系统接

同期下降０．６７？？薯类和膨化食品、蛋制品、保健食品、

收登记群众反映问题４０８７８４件，同比增长５９．４５？？其中咨

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等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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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３０４９１６件、投诉７０７７６件、举报２８９６３件、建议３９６１

合格率为１００？？？饮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水果制

件、表扬１６７件、检举１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共计
６６９０．９５万元。电梯应急平台处置电梯困人５７０４件，增长
１０．７？？？救受困人数１５５１２人，增长５１．９？？？梯故障

品、蔬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食品不合格率分别

１５２３件，下降３３．４？？全省办理动产抵押登记３０５９份，抵

检验检测单位１８９９２家，检查特种设备７１５７４台（套），发

押登记数额６５４．１２亿元。开展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全省累计检查生产经营使用及
现并督促整改事故隐患１００３１处，下发监察指令书１８９２
份，查处严重违法行为７０起，责令停业整顿９家，查封扣

份，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３６份，立案６起，罚没款４．５４万元。

押设备２９０台（套），实施经济处罚２８４．７９万元，受理办结

有＂软色情＂、网络直播行业、医疗美容、长江野生渔获

物、移动端互联网、＂特供＂＂专供＂、长江禁渔打非断

链、电子烟市场以及规范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秩序等广告
专项整治行动，全省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１１６件，罚没款
４２０．７９万元。其中查处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广告案件１７件，

罚没款３４．５４万元。向执法办案机构移交案件线索９批次，

涉及广告１５条。向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下达《责令改正通

知书》７２份，整改广告１６２条。对全省１２６家媒体建立广
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双随机、

一公开＂抽查工作。建立省级广告产业园区，＂兰州岚沐
文体旅创意产业园＂为甘肃省首家广告产业园区。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根据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非医用口罩及疫
情防控产品所需的原材料及食品用洗
涤用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组织对可

２０２１

为９．３７？？４．８０？？３．４８？？３．３４？？３．０２？？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约谈企业６００户次，发出行政建议书３３

【广告监管】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清理整治含

年鉴

投诉举报４９２件。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系统对６５０１台套特种

设备、２６６８条压力管道实施检验费用减免，共计减免检验
费用８１６万元。实施企业许可证延期换证和免评审换证９

家，办理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延期换证１９８０人。印发《甘肃
省关于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全省已纳入应急处置平台的直梯７１４９６
台，进入率达到９７．２？？？年累计实施电梯应急处置５０７１

次，解救受困人数１２２５７人，日均处置１３．９次，３０分钟内
到达现场比率９９．２？？？梯刷卡维保率达到８５．３？？？旧
住宅加装电梯累计办理５００台，完成老旧电梯安全评价

３３０台。两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违规注册燃煤锅炉整改工

作全面完成，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省级试点工作得

到推进。加强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和重大节假日期间特种设
备安全检查，会同省住建厅、省公安厅、省交通厅、省应

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
产品、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产
品、环保产品以及消费者反映的质量
问题产品开展重点监督抽查，完成７２

种工业产品３１２６批次监督抽查工作。
全省市场监管部门派出２０００余人次对
企业进行检查、督促整改，已完成１４４
家生产经销企业不合格整改工作。完

成安全帽等７种产品１９５批次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加大对生产许可
证管理１０类产品的监管力度，加强对

省内建筑用钢筋、水泥、建筑防水卷

材、电线电缆等４类许可证获证企业的
后续监管工作。依法对棉花定点收

４月３日，阿克塞市场监管局开展道路工程领域特种设备安全检查

经济管理监督｜ ３０５

急厅联合开展液化石油气瓶和瓶装液化石油气专项整治，

证６张。设立进口机动车检测线，深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

全年全省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和重大社会

＂放管服＂改革，推进道路货运车辆＂三检合一＂检验制

影响事件。
【计量工作】２０２０年，全省建立长度、力学、热工、

，

电学、声学等十大类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１１３２项，其中省级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５０１项，市级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３６５
项，县级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２６６项。计量技术机构一、二

甘肃 级注册计量师３７２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强制检定计

年鉴 量器具８０余万台（件），同比增长１０个百分点以上。抽查
２０２１

度实施，减少资质认定审批发证９０余家。落实国家生产许
可证转强制性认证管理制度，对电热毯、摩托车乘员头
盔、电动自行车、防爆电气、燃气器具、标定容积５００Ｌ以
上大冰箱和汽车用制动器衬片７类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强
制性认证（ＣＣＣ认证）管理。加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事中

事后监管，开展认证认可＂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获证

检验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加大生态

大型超市、商店５７０５家，抽查在用计量器具１０６６５台

环境领域获证机构监管力度，组织获证环境（监）检测
机构检测质量专项整治。严格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印

（件），抽查加油（气）站５８８家，抽查在用加油（气）机
２５３６台（件）。组织开展省级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和商品

发《关于加强机动车检验机构监管工作的通知》《甘肃
省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全省冬季道

包装计量监督专项抽查，全省共抽查 １３９家企业的５００批

路交通安全整治百日会战工作行动方案》，按Ａ、Ｂ、

次定量包装产品，标注合格４８４批次，合格率为９６．８？？

Ｃ、Ｄ 等级对２０２０年上半年获证１０７２家机构分类定级。

集贸市场８１４家，抽查在用计量器具２５９５８台（件），抽查

净含量检验合格４８３批次，合格率９６．６？？？省共抽查９４

印发《关于全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

家企业的５００批次商品过度包装，合格４４２批次，合格率

情防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开展口罩、防护服

为９１．６？？疫情期间，全省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共出动４９９５

等防疫用品领域认证活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确保

人次，对１４２０４家机场、车站、高速公路、学校等测温

防疫产品认证质量。开展＂６·９世界认可日＂＂全国质

点，９９３家医疗机构开展免费检测服务，共检定（校准）

量月＂＂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暨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
＂认证在身边＂宣传活动。

测温类计量器具１９２７５台件，其他医疗类计量器具１６２４６
台件，开展其他计量技术服务３６４４６台件。全省各级计量
技术机构服务复工复产企业７６７３家，检定（校准）各类计
量器具１０８８５５台件，减免检定、校准费用２２６．３万元。

食品药品监管

【标准化工作】《甘肃省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２０年行

品安全协调工作

动计划》《甘肃省关于加强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

【食品安全协调】甘肃省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见》印发实施，全年下达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５批２３１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８项４４条改革任

项，审批发布地方标准２１２项，废止３２１项地方标准，终

务，建立省级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工作责任清单，督促

止４９项立项计划。全面实施企业产品标准自我公开声明和

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及８６个县区出台具体措施，形成

监督制度，全省２８９２家企业公开１０３０８项标准，涵盖
１９２２３种产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完成企业产品标准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将食品
安全工作作为省委全委会报告重要内容，食品安全工作在

自我声明公开。全省１５家社会团体累计发布团体标准４３

市州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权重占２？？省委常委

项。在农业、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以及社会事业等领

会、省政府常务会、省政府党组会专题听取食品安全工作

域推进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组织建设国家级项目１５
项，省级项目２２项。成立甘肃省畜牧业、生态环境等２个

汇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省市场监管局系统疫情防控坚决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坚决

新闻发布会，举办全省食品安全战略专题研讨班，制定全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２全省新增和保持的各类

禁止活禽市场销售、停止一切集体聚餐活动、商场及超市

认证证书１６２２７张，涉及５５０４个组织，认证证书比上年度
增加１８．４？？其中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１０３３４张，强制性产

设置体温监测工作台、加强消杀及药械产品质量监管、加

品认证书１６２１张，各类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４２７３张。确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２０２０年全省食品

定９个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县（区），推荐上报４个

安全协调工作要点》，召开全面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国家级创建县（区），，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２８０张。至

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全省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电视电话

２０１９年底，全省有各类检验检测机构１０１１家，检测业务

会议、全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食品

收入２９．５７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５６３．４７万份，

安全工作视频会议、＂食安甘肃＂建设十大攻坚行动推进视
频会。印发《２０２０年市（州）政府、省食安委成员单位食
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细则》，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健全食

从业人员２３６３４人，机构数比２０１８年增加９０个，检测收入
增加４．０６亿。全年３Ｃ免办证书共审核办理３１张，审核发
３０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强防疫用品及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六项措施＂。印发

。的３０ｗ０中

对违法违规行为记分，对问题食品和企

８９ｍ

业锁定。在婴幼儿配方乳粉、乳制品、

酒类、食用植物油、肉制品生产企业全
面推进产品电子追溯体系建设，记录从
源头到消费环节全过程追溯信息。组织

区危督液制组

召开全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工作推进会，对食品小作坊治理

提升和重点食品追溯情况观摩交流。举
办全省第二期食品生产检查员培训班，
组织全省食品生产检查员１００余人参

门实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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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加。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工
作，全省有２１４８家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

人员参加考试，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合
８月１３日，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暨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现场会在白银市举行

格率达到９８？？组织召开全省连续抽检

品安全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出台《省食安委成员单位食品

不合格生产企业约谈会，对１７家企业法
人和主要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

安全统计数据定期共享制度》《甘肃省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

【食品流通领域监管】全省共检查食品经营主体

管理办法》，加强部门之间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召开全省食

７５３５８１户次，查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案件９５９件，案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和食品安全风险会商

值１０６．０２万元，涉案食品１３７０５千克，罚没金额５４６．７９万
元；查处不符合食品标准的食用农产品案件８０件，案值

会议，２５个县（市、区）获得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命
名，推荐全国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４个、先进个人１０名。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２０２０年食品生产监督检查工作

４．０５万元，涉案食用农产品４３５８．９４千克，罚没金额５８．１７

计划》《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涉案食品添加剂５７．４６千克，罚没金额１４．３５万余元；移送

的通知》《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复工复产食品生产企业

司法机关案件４件。出台《甘肃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管

监管与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食品生产风险隐患大
排查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加强小作坊监管工作的通

理技术规范》《甘肃省食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两个

知》。全省食品生产企业３０６４户，其中婴幼儿配方乳粉生

订及解读。推进＂互联网＋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对＂甘

产企业４户、保健食品１７户、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５２户，

肃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升级改造，推进＂阳光仓

食品小作坊１５５４８户。全年全省出动执法人员３７２８１人

储＂工作落实。全省食品仓储企业６３３１家，已接入＂阳光

次，检查食品生产企业和小作坊４１１２０户次。组织开展婴

仓储＂智慧监管平台３９１４家，接入率达６１？？完成食品安

幼儿配方乳粉、肉制品、固体饮料、压片糖果、代用茶、

全追溯平台与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追溯平台的数据对接工

标签标识等重点品种、突出问题、关键企业的专项整治工

作，实现食用农产品可追溯。对８５台快检车辆及检测设备

作。推进食品生产企业示范引领工作，组织开展省级示范

运行情况进行调研，对食品快检车长期未开展检测任务的

引领企业及市州级示范引领企业的打造建设和评价验收工

１３个县局主责人约谈。全年完成快检９２４０１７批次，完成

作，结合各项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对省级示范引领企业

全年任务的１４０．９４？？其中不合格６８３３批次，快检合格率

采取突击检查，动态管理。全面推进＂互联网＋透明车

达９９．２６？？开发建设＂甘肃省食品安全快检智慧监控平

间＂智慧监管平台加入应用，全省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已有
１８５３家食品生产加工主体加入该平台。将食品生产企业和

台＂并投入使用。全省共有＂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国家级

４个、省级９０个。举办食品销售监管业务培训班和全省食

小作坊生产加工场所实时监控与企业证照信息、从业人员

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培训班，参训人员２０００余人。印发

的健康管理、食品安全风险等级、主要食品原料追溯、监

《关于进一步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

管部门和社会评价信息、从业人员培训考试、食品进销货

备案、出具＂电子一票通＂等内容统一向平台推送，通过

知》等，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指导各地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开展对４省市的

互联网在终端设备上实时显示，向公众实时公开。＂甘肃

七起涉事进口冷链食品的清查处置工作，清查出涉及全省

省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平台＂作为日常监管全省食品生产环
节的重要手段，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全面应用食品安全追溯

８个市州１６个县４０个经营单位，约９２吨冻虾和猪肉产品。

系统，及时录入追溯信息。各级监管部门开展网上巡查，

７大类进口冷链食品约７５７３吨，总出仓量约６３３５吨。

万元；查处销售非食用物质及滥用食品添加剂案件１４件，

地方标准，《甘肃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予以修

全省共建立７０个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总仓，人仓２８个国家的

经济管理监督｜３０７

度业务培训班１９期，培训人员３０００余
人次。开展全省执法监督检查活动，解
决稽查执法中存在的问题７８个。出台
《关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若干
措施》，落实疫苗联席会议制度。开展
疫苗国家监管体系（ＮＲＡ）评估工
作，完成《疫苗监督管理质量管理体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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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质量手册》和１５个程序文件的制
定。落实向疫苗生产企业派驻专职检

２０２１

查制度，推进疫苗电子追溯体系建
设。加强特殊药品监管，建立药品质

：

量安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常态化开
展风险隐患排查和舆情监测。强化

５月１０日，兰州市安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规范药品零售企业处方药销售专项整治活动

＂碳离子＂治疗系统上市后监管。开展

对药品 ＧＭＰ、ＧＳＰ符合性检查、飞行
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全省持证的餐饮服务单位有

检查，组织开展中药质量安全、中药饮片以及执业药师

１０５６４４家，其中大型３０００家，中型１１４７６家，小型８１４１３

挂证专项整治，医疗器械网络销售＂清网＂和化妆品

家，集体用餐配送单位４８家，中央厨房５０家，单位食堂

＂线上净网、线下清源＂行动。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和监督

９６５７。单位食堂中学校食堂７２５１家，建筑工地食堂１８２

抽验，严厉打击药品违法行为，累计查办违法案件６２８

家，养老机构食堂２８４家，其他食堂１９４０家。全省餐饮服

件，移送司法机关９件，罚没款８４９．０３万元。基本药物合

务单位持证率１００？？加入电子追溯监管平台６８４５６家。全
省实施＂明厨亮灶＂９８３７１家，实施率９３？？其中视频式

格率生产环节为１００？？流通环节为９９．７２？？中药材中药
饮片合格率９９．５？？化妆品合格率９６．９３？？全省未发生区

４５３５７家，透明式４０７２２家，开放式１２２９２家，＂互联网＋明

域性、系统性安全事件。投资２．１５亿元的甘肃省医疗器械

厨亮灶＂２５０６６家。全省餐饮环节食品违法案件立案５９６

检验检测机构建设项目获批。推进国家药监局中药材及饮

起，取缔无证经营７９起，责令整改４８１２家，停业整顿５８

片质量控制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省级药品检验机构

家，罚没款３０２．６６万元，移交司法机关１起。全省共创建

疫苗批签建设，与广药集团建立创新研发平台。建设生物

食品安全示范街５１条、示范店５６３家，示范学校食堂１４０

制品批签发及检验检测研发平台，为企业和科研单位提供

家。甘肃省《餐饮服务明厨亮灶建设要求》地方标准制

政策咨询、技术支撑和研发创新等服务。深化＂放管服＂

定出台。开发完成＂互联网＋明厨亮灶＂（陇上食安）监
管端、企业端和社会大众端手机 ＡＰＰ，推广＂陇上食

改革，９１项政务服务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限压缩至法定时限

安＂一体化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运用。加强对全省网
络餐饮服务平台全方位监测分析，全省网络餐饮证照持

省首张电子许可证。全省设立６个区域性执法检查派出机
构，省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加挂甘肃省疫苗检查中心牌

有公示合格率月监测值均达到９８．５？？上，累计监测店铺

子。组织安全用药月、医疗器械宣传周、化妆品安全科普

数据９１７３１６条，网络餐饮证照公示合格率达到９９．５？？

宣传周等品牌科普活动累计５０余场次。

的６０？？上，实现１００？线办理和不见面审批。签发全

推广应用＂互联网＋集体聚餐＂管理模式，实行农村集体
聚餐分类指导，形成＂事前有申报、过程有指导、事后

知识产权保护

可追溯＂的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全省农村
集体聚餐登记备案１９１３１起，流动厨师登记５２５９人，聚

餐人次２２５８４４７人。

【商标专利监管】参与审定《地理标志产品迭部羊肚
菌》等９项地理标志产品地方标准，全省地理标志产品标

【药品监管】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疫情期间，启动

准达到４６项。全省专利申请３２２８０件，同比增长１６．８％；

应急审批程序，开通绿色通道，开展＂一企一策＂服务指

授权２０９９１件，同比增长４０．９４？？？明专利申请５８６６件，

导，许可医用防护用品生产企业２６家，注册产品８９个，

同比增长－３．１４？？？明专利授权１４４６件，同比增长

日产能达到４８７．９万个（套、件）。对５４０批次疫情防控相

２５．３？？？效发明专利８３１０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关的药械进行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１００？？制定《甘肃

３．１４件，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５３件。全省商标申请４４４５９

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
核工作规则》等。举办＂两法两条例＂及相关配套规章制

件，商标注册量２７２１５件；全省累计商标有效注册量

３０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２３８２３件，同比增长２５．１６？？全省中国驰名商标达到７５

件，累计申请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１４７件，２０２０年新增
１５件。开展甘青两省商标、地理标志品牌培育和宣传推介
交流合作。对＂最美凉州 地道农产＂＂如意甘肃交响丝

路＂＂万象张掖＂等甘肃省地方特色商标进行注册指导服
务，助力甘肃省特色产业品牌发展。２０１９年全国地理标志

国家税务
【税费收入】２０２０年，累计完成各项税收收入１３０７．８７

甘肃

其他税收

枸杞品牌价值分别为１５２亿元和２５．１２亿元。全省实现商标

２０．５８％

质押登记５１件，质押金额２．１亿元。通过知识产权计划项

年鉴
２０２１

赣

目，对靖远、民勤和礼县给予１０５万资金支持。制定以地
理标志产品资源库建设、省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

Ｃ１

Ｉ门１拿Ｔ

产品区域品牌价值评价中，甘肃省推荐的静宁苹果、靖远

个人所得税。

３．９８％

范区建设项目申报指南，经评审推荐立项１２个，拟拨付项

目资金１４９万元。核查各市州初审上报的６０２１件专利资助

申请，４７７７件专利符合资助条件，拟资助金额４６０．７１万

企业所得概
１２．１０％

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兰州代办处完成专利电子申请
尚货概

２１．４３

６７１０３件，完成专利收费３７７８９笔，共计１７９４万元。加强驰

名商标认定保护力度，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上报驰名商标认

税收收入分税种结构（２０２０年）

定保护申请１件，回复商标投诉２件，指导天水、定西处理商

标侵权案件２件。

（亿无）

ｏｒ４０
８００

作会商协定书》，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甘肃省人民政府

国际知识产权港公司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国家知识产权局

岗＇
断

１００

会议，签订《国家知识产权局 甘肃省人民政府知识产权合

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的意见》，省市场监管局与丝绸之路

Ｓ

１２００］

政府在兰州举行知识产权合作会商签约仪式暨第一次会商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知识产权合作会商要点》，建立知识产权合
作会商工作机制。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丝绸之路

（凭）

１４００Ｔ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与甘肃省人民

一－一

２００

２０１６．年

税收（亿元 号
增温（呢）

焊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长。
１３００ １０Ｏ １０９０ ９６、００
２０１７年

２２３
－１２ －５．６
税收收入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１１

批复同意建设中国（甘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是全国第

八家省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西北第一家面向全省服务的

亿元（含海关代征增值税、消费税，未扣减出口退税）。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中国（甘

其中∶税务部门组织收入１２９１．２４亿元，剔除减税因素还

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筹建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甘肃、青

原后同口径增长５．６？？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关代征

海两省市场监管局签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

完成１６．６３亿元，增加１．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理出

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暨强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口退税４．８亿元，减少２．１５亿元，同比下降３０．９？？圆满完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

成了预算确定的税收收入任务，为平衡财政收支、促进经

强省推进计划的通知》《甘肃省知识产权计划项目管理办

济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保障。

法（暂行）》。开展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知识产权计划项目立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

项工作，最终确定立项５７个项目。落实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

局强化社保费精细化规范化征管，畅通覆盖全险种、全人

专利权质押融资贴息补助、评估费补贴、担保费奖励资金
共计４７８．１万元。全省新增专利质押融资１９笔，质押专利

群的线上缴费渠道，完成城乡居民医保＂清零＂任务。完
成已征７项非税收入，新增１０项非税收入划转工作。２０２０

８４件，融资金额３．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３？？开展２０２０

年全省社保基金收入完成５８９．８３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

年度专利奖评审，产生建议授奖专利发明人１５人；建议授

金完成３５７．０７亿元；医疗保险基金完成２１８．６２亿元；失业

奖专利５０件，其中一等奖５件、二等奖２０件、三等奖２５
件。落实《甘肃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涉及知识产权

保险基金完成８．８１亿元；工伤保险基金完成５．３３亿元。非

税收入完成６８．７８亿元。工会经费、职业年金等其他收入

工作补助资金３０００万元。对甘肃省试点期满的３个国家知

完成４１．３３亿元。

识产权试点城市、９个强县工程试点县、４个传统知识产权

【减税降费工作】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建立助
力中小微企业战疫情渡难关联席会议制度，落实国家７批

保护试点县（（区）考核验收。
（供稿∶金光元 陈广宏）

２８项税费优惠政策，参与制定、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

经济管理监督｜ ３０９

企业复工复产＂５５条＂、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３６条＂和

级次分析，省级收入２３８．５亿元，为调整预算的９５．４？？增

促进消费扩大内需行动计划＂２４条＂。印发１８项助力疫情

长０．７？？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２７．３？？？（州）本级

防控和２０项支持复工复产政策措施，健全完善税费政策落

２８０．３亿元，增长５．７？？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３２％；

实闭环管理体系。向１８００余户企业点对点推送行业优惠政

县（区）级３５５．８亿元，下降０．７？？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的４０．７？？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６５０．４亿元，为

策５４００多条，向纳税人推送普惠性政策１０２万户次。依法
良ａ∶

办理延期税款１３６．４２亿元；统一将个体双定户定额调减

甘肃 性减免社保医保费等各项政策，全省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年鉴 １８５．５８亿元。
２０２１ 【税种管理】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落实个人所
７０？？减税约１５亿元；落实延长社保医保缴费期限、阶段

调整预算５６６．４亿元的１１４．８？？比上年增收１２９．６亿元，增
长２４．９？？２０２０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总计１５１２．３亿

元，其中∶地方债务收入６９２，４亿元；调入资金２亿元；
上年结余３４．６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１３．３亿元

质量管理和动态跟踪监控等改革举措，做好全员全额扣缴
申报管理，推动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落地，推进个人所得

（当年收入１１．１亿元、上级补助收入０．３亿元，上年结余
１．９万元），比上年增收２．３亿元。全省各项社会保险基金
总收入１０９６．６亿元，增长１．９？？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１６３．４亿元，为年末调整预算

税年度汇算清缴工作，全省１４５．４１万名自然人纳税人完成

４２６７亿元的９７．６？？比上年增支２１１．８亿元，增长５．４？？

年度汇算申报。规范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种认定，
明确契税缴纳期限，推进土地增值税清算审核工作，做好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３８２．２亿元，增长２．３？？？育支出６６３

亿元，增长４．２？？？学技术支出３２．１亿元，增长９．１％；

房地产税收管理平台建设。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８８．４亿元，增长４．２？？？会保障

得税政策解读宣传、业务培训指导、政策效应分析、数据

【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全面实施

和就业支出５８０．９亿元，增长９．８？？？生健康支出３７０．２亿

《税收征管操作规程》，有序推进税收征管质量５Ｃ评价试

元，增长１３．４？？？能环保支出１１４亿元，增长７？？？乡

点，完成执法权责清单编制公布工作，出台全省首家《办

社区支出２０６．４亿元，下降６．５？？？林水支出７７５．８亿元，

理检察建议工作规程》。出口退（免）税全面简化提速，
推进反避税工作，关联申报入库税款１８０．１６万元。非居民
税收收入１７４２６．２０万元，减免税款９３３．７３万元。助力＂一
带一路＂建设，服务＂走出去＂企业９７户，涉及境外项目

增长８．２？？？通运输支出３２３．３亿元，下降１０．３？？？融

１５４个。

２２．８？？占全省财政支出的１７．８？？？乡级２６５０．２亿元，增

支出１２．２亿元，下降４１．２？？？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４５．４亿元，增长７７．４？？省级支出７７０．６亿元，下降７．４？？
占全省财政支出的１８．５？？？（州）本级７４２．６亿元，增长

【税务稽查】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组织自查和

长５．４？？占全省财政支出的６３．７？？全省政府性基金支出

实施检查纳税人１８００户，查补税款１５．２７亿元。联合公
安、银行、海关等部门侦办涉黑涉恶涉税案件，查补税款

１１９０．６亿元，比上年增支４１７．５亿元，增长５４？？其中国有

２．７３亿元，得到中央第１９督导组的肯定。开展打虚打骗两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２．４亿元，下降８２．５？？？市

年专项行动，查补税款３３１０．６２万元。结合疫情防控，推进

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１７．４亿元，增长２９．２？？？水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查补税款１２．２８亿元。开展打击

处理费支出３．９亿元，增长５３．５？？？票公益金支出１２．４亿

骗取疫情防控税收优惠专项工作，查补税款２２０．７８万元。

元，下降２９．６？？？务付息支出５０亿元，增长５７．８？？调

（供稿∶何 旻）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３４６．７亿元，增长３７．８％；

出资金１１４５亿元，债务还本支出１９２．５亿元，当年政府性

基金收入总计减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年终结余为８４．２亿

财政地方监管
【全省预算执行】２０２０年，全省财政决算一般公共预

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４．３亿元，比上年减支０．６

亿元，调出资金７．２亿元，年终结余为１．８亿元。全省各项社

算收入总计４６４７．６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会保险基金总支出１０９２．２亿元，增长８．８？？２０２０年末各项
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９９８．５亿元，增长０．４？？

８７４．６亿元，为调整预算８９６．９亿元的９７．５？？比上年增收

【政府债务】２０１９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３１１６．６亿

２４．１亿元，增长２．８？？中央财政补助收入３０２５．３亿元（返

元，２０２０年度地方政府债务收入１１２９．５亿元，还本支出
３２０．３亿元，采用其他方式化解债务本金－７．５亿元。年末债

还性收入１３３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２５９４．３亿元、专

项转移支付收入２９８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４３７．１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８０亿元；调入资金１９１．３亿

务余额３９３３．３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２０９４．１亿元，专
项债务余额１８３９．２亿元。
【中央政策资金支持】２０２０年中央下达甘肃省一般公

元；上年结余３９．２亿元。全省税收收入５６７．９亿元，下降
１．７？？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６４．９？？？税收入３０６．７亿

共预算各类补助３０２５．３亿元，增加 ３４４．６亿元，增长

元，增长１２．５？？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３５．１？？从收入

１２．９？？增量为历年最高。财政部核定甘肃省２０２０年新增

３１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政府债务限额９６８亿元，较上年增加３４３亿元。其中∶一

河口排污口排查整治，推动沿黄市州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

般债务２２８亿元，专项债务７４０亿元。中央下达抗疫特别

治理、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增强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

国债１２３亿乙元。
【财政平稳运行】强化预算收入管理，加强重点税源

能。筹措资金７．４亿元，支持黄河干流重大项目建设，推
动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监测分析，规范非税收入征收管理，盘活存量资源资产，

【促进经济企稳回升】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自５月份连续８个月当月正增长，
１１月份财政收支累计增速均由负转正，实现了从年初下降

积极筹措促消费扩内需、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资金，通过
设立应急周转金、补贴中小企业研发成本、支持实施援企

到＂Ｖ＂型逐月回稳。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坚决贯彻过

稳岗等措施，对冲疫情影响，力促经济平稳运行和生产生

＂紧日子＂要求，报请省委省政府出台硬化预算约束、压

活秩序正常。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实体经济

减一般性支出等９项具体措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部
门提出的新增支出事项，全部通过部门预算存量资金调剂
解决。严控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全省＂三公经费＂支

负担，特别是减轻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

出９．１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７？？其中省本级支出２亿

付和自有财力、政府债券、抗疫特别国债等资金，支持交

元、同比下降１９．８？？

通、水利、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

２０２０年全省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８０亿元。

【三大攻坚战资金保障】２０２０年全省共筹措财政专项

资，拉动经济增长。省财政出资设立十大生态产业基金，
撬动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

规模首次超过中央补助。同时，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起。全面落实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等政策措施，推动兰州

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资金、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行业

新区、榆中生态创新城等重点区域发展，着力培育壮大新

扶贫资金、政府一般债券资金以及中央补短板综合财力补

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
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筹措产业发展资金１１．６亿
元，支持＂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推动戈壁生态农

兴战略。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精准度，聚焦脱贫攻坚三年实
施方案确定的任务，完善扶贫资金精准统筹使用方案，全

面落实＂３＋１＂冲刺清零后续行动、＂５＋１＂专项提升行动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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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丝路寒旱农业发展，促进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

等政策措施，确保脱贫攻坚任务不留资金缺口。２０２０年省

和转型升级。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２６．５亿元，促进农
业稳产高产、农民稳定增收。统筹安排３０００万元以奖代补

级下达可统筹财政涉农资金２９５．３亿元，贫困县统筹使用

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做大做强，推动乡村产

２４２．７亿元，统筹使用率达到８０？？强化扶贫资金监管，严
防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严肃查处扶贫资金管理使用中的

业融合发展。

违法违规问题。

民生政策落地落实， ２０２０年全省教育、卫生等１１类民生

【保障改善民生】保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保障重大

积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规范政府举债行为，严格执

支出３３２７．７亿元，占支出的８０？？其中教育支出６６３．１亿

行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健全＂借、用、管、

元，主要用于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生均

还＂相统一的管理机制，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和变

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５８０．５

相举债行为。加强沟通衔接，加快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完

亿元，主要用于落实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标政策，企业和机

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依托大数据监测平台，对各级债务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

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金分别提高５．５？３．９？？筹措就业

３９３３．３亿元，政府债务率８４．７？？风险总体可控。

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完善困难

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投入力度，实现污染

甘肃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区域发展，统筹中央转移支

扶贫资金２２８．２亿元，其中地方财政安排１１５．４亿元，投入

助资金２２９．６亿元，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

Ｔ７１拿

补助资金２２．４亿元，落实乡村振兴公益性岗位补贴，促进

防治投入稳步增长，２０２０年省级安排污染防治资金５．８亿

群众救助制度，筹措资金１２１．９亿元，落实城乡低保、特
殊困难人员供养、临时救助等政策，保障困难群体生活。

元。统筹退耕还林还草、耕地轮作休耕、沙化土地封禁保

卫生健康支出３７０．３亿元，在支持做好抗疫防疫工作的同

护等资金，推动建立森林、草原、湿地等领域生态补偿机

时，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将

制。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导向作用。完善转移支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

付管理办法，下达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６６．８亿元，引

提高到５５０元、７４元。持续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落实

导市县加大生态保护投入，支持实施植被恢复、防沙治沙

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财政补助政策，积极支持中医药传

等重大项目，推进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石羊河下游生

承与发展。

态保护等重点工程建设，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加强黄

【兜牢县级＂三保＂底线】提高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自然
灾害防治、污染治理等工作，启动黄河干流及渭河流域入

统筹中央转移支付、政府一般债券及自有财力等，加大对

市县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市县财政困难，特别是增强财政

经济管理监督｜３１１

困难地区的托底能力。２０２０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２６３４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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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２２．９９亿元，推动制定完善制度２９３项。

元，增长１５．８？？坚决落实资金直达机制，按照直达资金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省审计厅对３个市贯

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要求，省级财政精准制定分配

彻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跟踪审计，重点关注＂六

方案，２０２０年省级下达市县直达资金３５９．３亿元。加强资

稳＂＂六保＂任务落实、打赢＂三大攻坚战＂、优化营商环

金监管，确保规范有效使用，完善县级＂三保＂支出预算
审核机制，对预算安排存在缺口、影响基层正常运转的县

境、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重大项目实施等重
大政策重要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揭示反映地方和部门

区，督促及时调整补足。健全工资专户管理机制，完善

存在的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工作任务和项目推进缓慢、

＂定期报告＋重点关注＂执行监控机制及风险防范和应急处
置机制，及时研判可能出现的风险并提示预警，确保基本
民生政策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发放和机构正常运转。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不高影响政策目标实现等问题。通过督
促整改，收回违规出借资金４．３亿元，拨付、支出闲置资

（供稿∶王生国）

金４．９亿元，清偿民营企业账款１．２亿元、农民工工资

１７１．８３万元。
【扶贫和乡村振兴审计】省审计厅对６个未摘帽县开展

国家财政监管
【政策落实】财政部甘肃监管局持续强化直达资金常

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情况的审计，
抽查扶贫资金４６．５７亿元，占６县扶贫资金投入总数的
６４．５？？涉及７９个乡镇、２２３个行政村和１２３个单位，人户

态化监督，监控资金达７６８．０８亿元，深入甘肃省１２个县区

走访１３５８个贫困家庭，揭示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扶贫项

开展现场调研监管，下发关注函２７份。开展上市公司

目绩效及建设管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等三个方面２７类问

２０１９年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到期税

题，查出违规资金４．０５亿元。此外，还开展２个区的乡村

收优惠政策等调研评估。

振兴审计，抽查乡村振兴财政资金１０．５３亿元，揭示出乡

【部门预算监管】财政部甘肃监管局完成３４３家属地中

村振兴规划引领作用不强、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项

央预算单位部门预算编制审核工作，涉及金额５３．１６亿

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部分政策措施执行不到位等制约

元。完成甘肃省气象局等７个单位部门决算审核，涉及金

乡村振兴发展的问题。

额达２．１５亿元。借助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等系统、甄别、分

【财政审计】省审计厅对９个省直部门（单位）２０１９

析、核查预算预警信息，制作监控处理单１２４４笔，涉及金

年度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开展审

额３．２３亿元；完成直接支付审核３．２６亿元。开展国有金融
资本运行、地方彩票市场运行等监管和中央行政事业单位

计，实现省级一级预算单位审计全覆盖，重点对非税收入

资产清查核实等工作，征收中央非税收入８．０４亿元，完成

编制情况进行审计，完成第四届丝绸之路（敦煌）文博会

１３６家单位４７２个银行账户年检，以及甘南州气象局、人

和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经费管理使用情况的

收缴、政府采购制度执行、存量资金管理使用、部门决算

审计。

行兰州支行系统公车改革审核审批工作。

【转移支付资金监管】财政部甘肃监管局完成城乡义
务教育、医保、养老保险、医药、棉花等２１项资金和储备

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投入和使用绩效开展审计，发现资

物资审核工作，完成林业改革发展、土壤污染、农业资源及

金分配管理使用、计划落实、政策落实等方面的问题１４６

生态保护和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审核、＂三
供一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工作。

２个市和１５个县的医保基金进行审计，发现部分市、县存

【会计监督检查】】财政部甘肃监管局对甘肃金融控股

在挤占挪用医疗保险基金、定点医疗机构监管缺失、定点

集团有限公司及６家子公司、下属１３家市州融资担保公司

医疗机构拖欠药品款等问题，并督促整改落实。开展省本

开展＂穿透式＂检查，并对陇南市徽县金徽矿业等１１家公
司投融资项目的风险防范化解情况进行延伸检查。

级和４个市殡葬管理服务专项审计调查、３所省属高职和

（供稿∶王喜军）

【经济责任审计】省审计厅对２２个党政部门、事业单

【民生审计】省审计厅对４个市及所属２７个县（区）

个，涉及资金２９．０３亿元、保障性住房２万套。对省本级、

中职院校政策落实情况专项审计调查。

位和国有企业的３６名主要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加

地方审计监督

大对重大资金、重点项目、重要事项的审计力度，从体
制、机制和管理层面提出建议和意见。召开省经济责任审

【审计成果】全省共审计和审计调查项目４２１１个，查

计工作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

出违规问题资金５０．０６亿元，管理不规范资金６０１３．９９亿

席会议议事规则》《甘肃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

元。通过审计处理，促进增收节支３６．２７亿元，其中上缴

公室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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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省审计厅组织开展了２市６县党
感影像、地理测绘等现代技术方法，分析找出疑点，重点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关注重
大投资项目落地、减税降费、＂放管服＂改革举措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等情况，融合开展＂三促进＂、直

揭示造成资源损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方面的突出问

达资金惠企利民等专项审计，共反映问题２１７个。

政主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运用遥

题。开展黄河流域甘肃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审计

经济责任审计】聚焦财政资金分配、国有资产处

调查，重点关注黄河流域甘肃段９个市（州）５８个县（市、

置、公共资源交易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党政领导干

Ｉ门拿章

区）在保护修复河流生态、防控入河污染、优化调整产业布
局结构、项目工程建设及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部经济责任审计中，揭示和反映深化改革、财政管理、重
大项目等７个方面２７个问题。

【投资审计】省审计厅开展了省列部分重大公路项目
建设管理情况审计调查，反映营商环境不优、部分项目资
金到位率低、部分项目造价不实等问题。对１３个国外贷援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开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甘肃
年鉴

款项目进行公证审计，重点关注利用外资、对外援助资金

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紧盯资金款物管理分配、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企业专项贷款使用、医护人员待遇、复

【金融审计】省审计厅对甘肃银行经营及信贷业务、

工复产政策落实等情况，开展社会保险、就业补贴、公共
卫生等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
【扶贫审计】重点关注＂三区三州＂５个深度贫困县脱

资产质量及金融风险防控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揭示了

贫攻坚推进、已脱贫地区的成果巩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甘肃银行在宏观调控政策落实、风险管控、产品结构、授
信审批、贷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及政策过渡期新情况和新问题等，上报的３０个典型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全省

【资源环境审计】围绕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共派出１１９个审计组、５６８名审计人员，对１４个市（州）、

污要求，结合甘肃、新疆自然资源禀赋特点，重点关注重

兰州新区、甘肃矿区及８６个县（市、区）疫情防控资金和

大生态修护保护项目、主要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环保责任落

捐赠款物开展专项审计，对省属银行和全省２０９ 户重点保

实等，结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推动地方加
快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管理使用情况。

障企业进行了审计。通过审计整改，促进专项资金及时使
用２６７３．５２万元，收回违规资金１００．３６万元，促进财政专

２０２１

被审计署综合报告采用。

（供稿∶李 佳）

项资金物资采购规范管理６５３．０５万元、物资８．１万件，促
进４９１．２万元捐赠资金高效使用、２１７．３７万元捐赠资金规

统计调查与监测

范管理、１４．４万件捐赠物资及时分配使用。
【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项

【综述】省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省扶

审计】省审计厅开展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

贫办、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完成全省５８个贫困县贫困人口

利民情况专项审计，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与审

退出收入验收工作。修订完善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

计署兰州特派办建立会商机制，加强与财政部门的联系，

监测指标体系，测算全面小康监测数据，完成全省全面建

准确掌握新增财政资金的总体规模、分配方案及相关制度
办法，结合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乡村振兴审

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报告。建立《甘肃省区域发展指标评

计，采取上审下的方式，统筹推进专项审计工作，组织完
成１４个市（州）本级、兰州新区和８６个县（市、区）审

配合国家局做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

计全覆盖。

价体系》，制定全省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工作。
【调查业务工作】２０２０年，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供稿∶陈 真）

国家审计监督

新建敦煌、临泽、舟曲、康县４支县级调查队，改善基层
调查技术手段，推动统计调查生产方式变革。深化城乡住户
一体化调查改革，住户调查由原来的手工纸介质记账变为电
子终端在线采集，全省电子记账地域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审计成果】２０２０年，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员办事处完

【调查统计服务】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参加省政

成审计项目１４个。查出主要问题金额１０５７．９４亿元，移送

府新闻发布会４次，＂甘肃统计调查＂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

司法部门及相关单位处理事项５件，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

３０２篇，全年上报的经济社会信息中有１２篇获中央领导批

关问题金额２９０．２６亿元，推动建立健全制度３９项。出具审

示，全系统１０９篇分析报获各级领导批示１４０次，其中

计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１０篇，提交的审计信息被中办、国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甘肃金融支持政策落实情况调研报

办采用及国家领导人批示７３篇。实施的审计项目荣获全国
审计机关优秀审计项目一等奖２个。

告》《受疫情影响甘肃民办幼儿园陷人困境》等调查报告

受到省委书记林铎等省领导批示１７篇次。
经济管理监督｜３１３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２０２０年，按照全国和甘肃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省统计局
参与人口普查综合试点、宣传动员、现场登记和督导检查

，

等工作，有序推进甘肃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各阶段重点
工作。各地各部门完成普查机构组建、经费物资保障、方
案制定、区划绘图、户口整顿、宣传动员、＂两员＂选聘及

甘肃 培训、入户摸底、综合试点、现场登记和事后质量抽查等
工作，全省１４万名普查一线人员对全省人口进行全面调

年鉴 查，汇集普查基础数据，取得阶段性进展。
２０２１ 及办公室，全省脱贫攻坚普查涉及１１个市州、６０个县区、
脱贫攻坚普查】省政府成立省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

１３２８５个普查村。省统计局配合甘肃调查总队完成全省脱
贫攻坚普查前期准备、综合试点、普查业务培训、数据审

核、数据比对、普查督导及国家事后质量抽查工作，各级
落实普查经费２．１４亿元，选调１．６５万余名普查人员组建６０

支派驻工作组，举办培训班２２７期、培训９．０３万人次，完
成１２４．１２万建档立卡户的现场登记工作。

（供稿∶马文俊 杜克成 张雪）

海关监管
【出入境监管防控】全年审核报关单４４１９票，监管货
运量１１０．９万吨，货值１８９．５亿元，实施现场查验７１票，查
获７票；全年征收税款入库１６．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
开展进出口商品质量检验和动植物检疫，检出不合格商品

兰州海关２０２０年主要业务指标统计表

项 目
进出口报关单
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进口货运总量
其中 出口货运总量
监管进出口货运值

专项稽查有效率８８．２？？位列全国海关第２位；核查补税

４．２３亿元，位列全国海关首位。

【打击走私犯罪】开展＂国门利剑２０２０＂行动和＂蓝
天２０２０＂专项行动。全年查办走私违法案件２２起，其中刑

事立案５起，案值８０６８．６４万元，抓获嫌疑人１１名，上网追
逃１人，逮捕７人。行政立案１７起，案值５８３３．７９万元。打
击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破获＂８．１０象牙走私案＂，缴
获象牙２３．７千克，查获野生动物海马干４３００余尾。首次破获

＂１．０６＂＂、＂８．２５＂走私冻品案，案值７９５４万元，涉税１３１０．７６万
元，该案被列为总署二级挂牌督办案件。全年完成进出口危化
品检验９７７批，出口水果、饲料、活动物风险监控５２次，口岸

病媒生物监测５６次。＂多查合一＂改革全面展开，全年开展核
查作业２４０起，同比增长１．５倍。

【综合治税】针对疫情防控物资等重点商品开展减免税

指导，疫情防控期间减免税审批业务指导，登记放行进口捐
赠防疫物资３４批，为甘肃省进口防疫物资出具《进出口货物

征免税证明》１１４票，货值合计３１３．３万美元，减免税款３３２．７
万元。全年关区征收税款入库１６．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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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９ －６２．８
万吨 １１０．９ １３．２
万吨 １１０．６ －１３
万吨 ０．３ －５０．４
亿元 １８９．５ －３．６
份

亿元 １７９．１

＋１．１

出口货运总值 亿元 １０．４
税收入库
化元 １６．７８
关税
化元 ０．１３
其中 进口环节税
亿元 １６．６５
上缴罚没收入
万元 ５．７３
内销征税
亿元 ７．５９
审批减免关税
万元 １５８４．２
审批减免进口环节税
万元６７５７．１９

－４６．６

进口货运总值

其中

备案加工贸易合同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

监管进出境航班

出入境人员

稽查补税

万人次 ３．９

冯予 １７０３

５

起

刑事案件案值

万元８０６８．６４

行政违规案件立案

行政违规案件案值
货物检验检疫批次

其中

进口
出口

货物检验检疫货值

其中

进口

＋１４．２１
－４２．８２
＋１５．１
２９０．５

＋５９．７９
＋１０８．３

４＋２２．４
鸣 １９ ＋１１．２１
亿元９４．８２ ＋１８．９
架次 ２６８ －８０．５

刑事案件立案

７６批次，二类动物疫病７种３批次，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４
种１７批次，其他有害生物１３种１３批次。保障关区３２５７头

种畜进口和１８９４头供港澳活牛出口。办结稽查作业２７起，

比去年同期±％
单位２０２０年月

１７

－８５．３
＋２
０

＋１２

－７３
亿元 ０．５８ －１０
批 １７５６７ －０．６
批 ７４２２ ４９．３４
起

侈 １００４５ ＋７．５

亿美元３０．１４ ＋２６．９６
亿美元２４．８９ ＋３２．８２

出口
亿美元５．２５
出境 人次 ２７２７
出入境人员
监测体检
入境 人次 ３０８
出境 人次 ２７１６
艾滋病监测
入境 人次 ３０８
国境卫生检疫传染病 出境 人次 ０
确诊病例
入境 人次 １１２
预防接种 出入境 人次 ５７４６

＊５

－６６．８

－７２．３

－６６．９
－７２．３

＋８３３．３

－３５．７

供需衔接情况、市场运行情况、新产业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情况、能源领域苗头
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政策措施建议，

推动能源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探索
行业监管新模式，提升行业监管水平，

开展国家＂十三五＂能源规划目标任务
落实情况综合监管、已核准煤矿项目建

真
警需

设情况专项监管、甘肃省新能源供暖情

ｅｉ＞

况调研，配合国家能源局和地方政府开

展＂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工作，协调

门拿章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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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走访

甘肃工作。

【电力安全监管】甘肃能源监管办
４月２７日，兰州海关所属金城海关关员在指定隔离场对入境种羊开展驻场检疫监管
【优化营商环境】全年审批减免税款８３４１万元，加工
贸易免征缓税利息３００．２万元。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

为１５．２２小时和０．０４小时，较２０１７年基准值分别压缩
６８．８２？９９．９６？？压缩比分别位列全国海关第１１位和第２

建立完善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防止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发

生。继续开展＂电力工程建设施工安全
年＂活动，现场督查安全管控难度大、事故易发的重大工

程。开展用电安全督查，强化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的电力
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管理，做好＂六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要求。２０２０年８月以来，甘肃省东南部发生持续强降雨天

位。关区＂两步申报＂应用率提升至１３．８？？＂两段准入＂

气，陇南、甘南等地较往年偏多２倍￣３倍，局部水情超百

报关单成功试通，＂两轮驱动＂运转顺畅，动态调整预定

年一遇，多儿、九龙峡、花园等水电站厂房被淹，部分地

式布控规则１４１条。

区电网供电中断。甘肃能源监管办协调指导电力防汛救灾

（供稿∶杨晓琴）

能源监管

和恢复生产，现场察看甘南、陇南电力设施损毁情况，保
证电力安全和防汛应急处置。
【资质许可监管】甘肃能源监管办落实简政放权＂放
管服＂改革措施，优化电力业务许可和资质管理，核实甘

【市场监管】《甘肃省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甘肃调

肃省发电企业持证情况，排查出拟注销企业６家、豁免企

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甘肃省富余新能源跨省跨区

增量现货交易规则》《甘肃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

业１９１家、登记事项变更１４２家、无证经营企业２６家、超
期服役企业５家，至２０２０年底，基本落实整改任务。实施

易试点实施细则》等一系列市场监管办法制定推行，甘肃

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豁免，对１９１家符合豁免政策的企业

能源监管办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现货交易试点。推动新能源

开展注销工作。责令２６家未按要求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

与自备电厂发电权置换交易，降低兰铝、酒钢、金川公司

发电企业、５家存量或新增超期服役发电企业、１４２家未按

等重点企业用电成本。启动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挖掘火电

规定期限变更登记事项企业限期整改。优化许可程序，针

机组深度调峰潜力，形成互惠共赢局面。畅通祁韶直流外

对部分企业集团内部＂子改分＂和９７家输供电企业登记事

送通道，多渠道开拓省外电力市场，甘肃新能源跨省跨区

项变更申请，采取＂集中办理、精简材料、缩减程序＂等

增量现货交易电量连续３年居全国第一，甘肃已成为全国

措施，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许可效能，释放电力业务许可

电力市场交易品种最多的省份。＂十三五＂时期，甘肃弃

政策红利。

风弃光现象得到改善，从２０１６的４３．２？？３０．５？？降到
２０２０年的６．１１？？２．０３？？国家能源局２０２０年３月发布通
报显示，甘肃河西地区风、光监测预警由红色转为橙色，

服务监管，继续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用户＂获得电力＂
用电满意度评价，推动全省用电营商环境整体水平持续

其他地区转为绿色。

提升。开展并持续跟踪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行业监管】２０２０年，甘肃能源监管办做好能源供
需、能源规划重点监管。及时报送甘肃省电煤、电力、油

题，督导２０２０年新一轮电网改造升级工程建设，组织开

气情况及在能源保障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分析甘肃省能源

【电力稽查】甘肃能源监管办加强＂获得电力＂优质

展＂三区三州＂农网改造升级攻坚、＂配网建设发展＂、
＂低电压、频繁停电治理＂专项监管。依法查处临夏回族

经济管理监督｜３１５

自治州一起用户受电工程＂三指定＂典型案例。做好疫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龙郓煤矿重大冲击地压事故重要批示

情防控期间供电保障监管，督促供电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精神，与省地震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利用地震专用监测

机构和民生保障机构供电保障，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居民
用电客户欠费暂不停电等措施，稳妥有序做好复工复产

台网，加强冲击地压矿井灾害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灾害
评估。配合国家局完成冲击地压矿井示范会诊检查，与省

期间电力供应保障。

应急厅联合开展冲击地压防治专项监管监察。推进安全专

（供稿∶田 甜）

Ｒ４

甘肃

白银、兰州两地１０处长期停产停工、关闭退出和正常生产

年鉴 煤矿安全监察
２０２１

项整治三年行动。会同省应急厅开展安全大排查活动，对
建设煤矿开展安全大排查，两个分局派出７个排查组，排

查矿井２２处，查处各类隐患问题４１条，责令停止掘进作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共有煤矿９３处，有１０处煤矿实

业１处，停止维修作业１处。对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煤

施关闭。２０２１年剩余煤矿８３处，设计生产能力７７５７万吨
／年，核定生产能力８１８８万吨／年。其中∶井工煤矿７１

监局开展异地监察执法，通过执法系统检查宁夏、江西两

局执法情况。

处，设计生产能力７４２７万吨／年，核定生产能力７８４３万

全年监察执法查处一般事故隐患２２６８项，重大事故隐

吨／年；露天煤矿１２处，设计生产能力３３０万吨／年，核

患２５项，时限内全部完成整改。利用视频会商和三大系统

定生产能力３４５万吨／年。监察区域涉及８个市、１８个产
煤县（区、市）。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矿井３８处，核定生

联网开展＂互联网＋监察＂、远程监察２６矿次。制定远程监
察工作办法和疫情防控期间事故应急预案，规范监察内

产能力４７４３万吨／年。

容、组织方式、职责分工、工作要求、应急处置等程序。

按状态划分，正常生产煤矿３６处，生产能力４４８２万

开展为期３个月的＂一通三防＂全覆盖专项监察，共计监

吨／年；正常建设煤矿１４处，生产能力２５５０万吨／年；停
工停产煤矿３０处，生产能力１０５８万吨／年；整改维修矿井

察矿井４６矿次，查处隐患９３５条，责令局部停止作业１６

３处，生产能力９８万吨／年。按所有制形式划分，中央在甘

许可证１处。

处、停产停工１０处、停产整顿３处，暂扣、吊销安全生产

煤矿１４处，生产能力４０００万吨／年；省属煤矿１１处，生产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甘肃煤矿安全监推动企业主体

能力１９５４万吨／年；地方国有７处，生产能力４４７万吨／年；

责任落实，强化企业＂关键少数＂履职情况检查，对发现

乡镇煤矿５１处，生产能力１７８７万吨／年。按矿井生产规模

的隐患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追根溯源，由事见人开展责

划分，大型矿井２４处，生产能力６１６４万吨／年；中型矿井

任倒查，特别是对重大隐患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安

２１处，生产能力１２０６万吨／年；小型矿井３８处，生产能力

全生产责任制不落实、安全投入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一律

８１８万吨／年。按行政区划划分，平凉市２３处，生产能力

倒查＂关键少数＂责任，推动煤矿企业开展责任追究７６６

２９８８万吨／年；庆阳市４处，生产能力１９３０万吨／年；白

人次，调整＂五职矿长＂５人次。制定执法案件公开裁定

银市２７处，生产能力１６０２万吨／年；兰州市５处，生产能

办法、重大行政处罚集体研究和备案制度等９项监察执法

力５５１万吨／年；酒泉市７处，生产能力１７４万吨／年；武

制度，对２起违法违规案件开展公开裁定。对地方政府、

威市１２处，生产能力７４８万吨／年；张掖市４处，生产能力
１８０万吨／年；陇南市１处，生产能力１５万吨／年。

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及有关人员约谈２９次。
【安全风险管控】甘肃煤矿安全监与省应急厅联合印

辖区共发生煤矿死亡事故８起、８人，同比减少１起、

发《甘肃省煤矿重大安全风险分析预判防控办法（试

１人，下降１１．１１？？煤矿百万吨死亡率０．２０５，同比下降

行）》，建立安全风险预判、防控、处置、监督检查全流

１５．９８？？自２０１７年甘肃靖远煤电红会一矿＂４·２８＂较大事
故至今未发生较大事故，自２０１２年白银屈盛煤业＂９·２５＂

程，季度、年度分节点、全时段的重大安全风险分析预判

重大运输事故至今未发生重大事故。窑街煤电集团自成立

完成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完成７３处煤矿三大系统联

６２年以来首次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

网，国家局下达的联网任务完成率为１５５．３２？？在线率保
持在９５？？上。开展预防性技术监察，健全完善重大风险

【煤矿安全专项整治】甘肃煤矿安全监察局制定《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实施细则》，与气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水害防
治三级工作群实时向煤矿企业发布预警信息。贯彻落实

３１６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防控机制。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１０处，督促６０处煤矿

动态分析机制。

（供稿∶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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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登记，疏勒河１条河流水流确权登记和洮河生态建设局、

自然资源综述

滩歌林场、洮坪林场、黑虎林场４个林场森林资源确权

登记。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根据甘肃省第二次全国土地调

全省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和８６个县区全面上线

查，２０１８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全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全年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５７．７８万

省土地总面积４２５８．８９万公顷（其中宁夏回族自治区飞地
５３２２．５３公顷）。全省主要地类及面积构成情况∶耕地

本、登记证明３０．９５万份（累计颁发不动产权证书２１７．１６

５３７．６７万公顷（８０６５．０１万亩）占１２．６２？？？地２５．５２万公

件、涉及抵押贷款金额２２２７．５５亿元。
全省共有宅基地５０８．１１万宗，应登记发证４１６．０１万

万本、登记证明１４０．３３万份），办理抵押业务１６．８７万

顷（３８２．７８万亩）占０．６０？？？地６０９．５８万公顷（９１４３．６３
万亩）占１４．３１？？？地１４１７．２３万公顷（２１２５８．４３万亩）
占３３．２８？？？镇村及工矿用地７９．９７万公顷（１１９９．５４万

宗，已登记发证 ３８．１８万宗；集体建设用地共８．６６万

亩）占１．８８？？？通运输用地２７．０４万公顷（４０５．６５万

全省共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１１．４１万套，分布１２

亩）占 ０．６４？？？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７４．７３万公顷

个市（州）、７１个县（区）。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登记发证

（１１２０．９６万亩）占１．７５？？？他土地１４８７．１６万公顷

３．６３万套，推进容缺办理安置住房登记发证０．５５万套，

（２２３０７．３７万亩）占３４．９２？？

总登记发证４．１８万套。

宗，应登记发证５．６７万宗，已登记发证５．３３万宗。

已完成甘肃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全省供应国有建设用地２５４２

成果通过国家检查，调查阶段工作基本完成。正在开展
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分析、报告编制、数据库建设

宗，供地总面积９６０４．１８公顷。以出让方式供地５０６７．８２

及２０２０年度国土变更调查。
成祁连山、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开展敦

议出让方式供地９３１．９６公顷）；以划拨方式供地４４６２．９６
公顷；以租赁方式供地７３．４公顷。按供地用途分，供应
工矿仓储用地１７７８．７４公顷、商服用地７５０．４１公顷、住宅

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民勤连古城国家级自然保护

用地１９３０．６６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１７１１．１９公

区、莲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３个自然保护区确权登

顷、交通运输用地２７１７．３３公顷、其他用地（特殊用地、

记，冶力关国家森林公园、莲花山国家森林公园、卧牛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７１５．８５公顷。

【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配合自然资源部完

山省级森林公园、洮坪省级森林公园等４个森林公园确权

公顷（其中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供地４１３５．８６公顷，协

全省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价款５８７．８２ 亿元，其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３１７

中，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成交价款５４４．５７亿元；以

４４１５．７９公顷，计划新增耕地６４１．４６公顷；切块下达市

协议方式出让成交价款４３．２５亿元。土地租赁收入６２７．８１

万元。严格落实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处置批而
未供土地３４１１．０３公顷，处置闲置土地４８４．９１公顷，完成

（州）、县（市、区）国土综合整治资金６４１２７万元。全年
４５个省级土地整治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累计建设规模
１７３０９．０４公顷，新增耕地６３９．６５公顷。

自然资源部下达的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印发

全年安排生态保护修复资金５２７１万元（中央资金

《甘肃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管理规定》，有序推动土地二

２７７１万元，省级资金２５００万元），共修复历史遗留工矿

甘肃 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
年鉴 响全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第一槌＂。
２０２１

废弃地面积２２８．４公顷。其中安排甘南州黄河上游５处露

业户．

武威市积极探索、先行先试，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０日顺利敲

国土空间管理

天废弃矿山整治项目１２００万元、临夏州永靖县太极镇四

沟村砂石矿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８００万元，白银市平川
区共和镇西合村大堡子沟矿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
目１２６０万元，陇南市西和县李崖矿区、峡门口矿区历史

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２０１１万元。争取２０２１年度中
【国土空间规划】成立甘肃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

央财政矿山生态修复资金５８９０万元（武威市古浪县历史

会，提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全省

遗留无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２８８０万元、张掖市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工作方案》。完成省级国

肃南县大河乡历史遗留无主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土空间规划２２个专题研究阶段性成果，指导１４个市

１３００万元、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西合村白家滩矿区矿山

（州）及８６县（区）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下达１０县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１７１０万元），预计修复历史遗留工

（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转移支付资金２５０万。
起草《甘肃省乡村规划编制框架性纲要》、《甘肃省

矿废弃地面积３８５公顷。
【耕地保护与监督】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的意

用足深度贫困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

见》、《甘肃省村庄规划编制导则（试行）》。指导天水
市、陇南市、武威市、定西市、甘南州５个市州１３个村

重点县支持政策。强化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监管，不符合

国家政策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

庄开展＂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试点，下达专
项转移支付经费２００万元。

田；对经批准占用的，严把项目审查，优化项目设计，

在国家尚未出台相关划定标准规范情况下，指导兰

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调整方案》确定全省永久

州市、武威市、白银市、天水市、敦煌市初步完成城镇

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３９９万公顷（５９８５万亩），实际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３９９．２４万公顷（５９８８．５３万亩）。划定

开发边界试划。
报请省政府成立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领导

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和技术规则，组建工作专班以县区
为单元完成评估调整工作。

最大限度压减占用面积，并落实补划。《全国土地利用总

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４．１２万公顷（６１．７７万亩），平均耕

地质量等别１２．６等。
严格按照＂以补定占，先补后占，占优补优，占水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全年共完成建设项目用地预选

田补水田＂的要求，对建设项目耕地占补平衡进行严格

７６个，计划总投资３６３０．２９亿元，拟用地总面积１６１６４．３

审查把关，通过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进行挂钩与
核减，全省已连续２１年实现耕地占补平衡。２０２０年自然

公顷，其中农用地８２８０．３３公顷（含耕地５３８２．５６公顷），
未利用地７１００．６１公顷，建设用地７８３．３６公顷。

资源部确认全省承担国家统筹补充耕地任务１３９３．３３公

省政府共审查审批建设用地４２１个，总面积１６９１０．５１

顷，资金１６．１２亿元，国务院已批准第一批经费７．４９亿

公顷，其中农用地８３０７．４９公顷（含耕地６６６８．０８公顷），

元，面积２４２．６１公顷。为保障国家和全省重点项目建

未利用地６５７８．６８公顷，建设用地２０２４．３４公顷。按用地

设，开展省域内易地占补平衡，协调占补平衡指标
３０５３．３３公顷。

类型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８３７８公顷，批次建设用
地８５３２．５１公顷。按用途分，住宅用地１４０９．３９公顷、商

服用地１１９３．２２公顷、工矿仓储用地３０１５．０６公顷、公共

地质矿产管理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２８７３．８７公顷、交通运输用地８０７３．１７
公顷、其他用地３４５．８公顷。全年耕地开垦费入库４．６８亿

【矿产资源现状】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已发现矿产１１９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全年共安排国土综合整治项

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１８０种），其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７７
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１１４种），占全省已发现矿种的

目资金７４２２７万元。其中，土地整理复垦和耕地保护项目

６５？？未查明资源储量的４２种（计算到亚矿种为６６种）。

资金 １０１００万元，实施土地整治项目１６个，建设规模

在已查明矿产资源中，能源矿产７种、金属矿产３１种

元，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入库１０．５４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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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到亚矿种为３６种）、非金属矿产３９种（计算到亚矿

地质灾害详细调查７６００平方千米、１∶１万地质灾害详细

种为６９种）、水气矿产２种。

调查４７４平方千米。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民

至２０１９年底，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固
体矿产９９种、矿产地１４７７处（含共伴生矿产，下同），

乐段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等自然资源综合调查项目

５个。

其中固体燃料矿产地２１８处，黑色金属矿产地１７７处，有

开展＂土壤钝化剂及土壤一地下水联合修复＂等地

色金属矿产地３１２处，贵重金属矿产地４３３处，稀有稀土

质科技及其他项目１００个，投入资金１亿元。安排地下水

分散元素矿产地３４处，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地１０２处，
冶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地５１处，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

动态监测项目１个，下达资金３６０万元。

产地１５０处；其中大型规模矿床１２６个、中型１９７个、小

成矿带、张掖盆地为重点区域，聚焦钒、晶质石墨、氦

型１０７９个；勘查程度为普查阶段的６４１个、详查阶段５６０
个、勘探阶段１９９个。
据《２０１９年全国占比排名》统计，在已查明的矿产

气、地热、矿泉水等重点矿种，初步提交煤炭资源量４．５
吨（其中１５．２吨资源量已评审通过）、晶质石墨矿物资源

中，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１位的矿产有１１种，分别为镍

量７８０万吨、钒氧化物资源量７３万吨、硅灰石资源量１８６

矿、钴矿、铂矿、钯矿、铱矿、铑矿、饿矿、钉矿、硒

万吨，萤石矿物资源量６万吨、饰面用花岗岩２１００万立

矿、铸型用黏土、凹凸棒石黏土；前５位的有３２种，居
前１０位的有６０种。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列入《甘肃省矿产资
源储量表》的固体矿产９９种（不含亚种），其中燃料矿产

方米、石英岩２０００万吨。

２种，金属矿产３６种，非金属矿产６１种。

米、浅井１８２米。涉及主要矿种为煤炭、铀矿、铁矿、铅

至２０１９年底，列入《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的９９
种固体矿产中，与２０１８年比较，５１个矿种的资源储量没

锌矿、铜矿、钨矿、钼矿和金矿。
全年新发现矿产地１３个，其中大型５个，中型７个，

有发生变化，４８个矿种的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其中资源

小型１个。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共９个，其中大型３

储量增加的有２４种，减少的有２４种。

个，中型５个，小型１个。

全年安排基金项目２６个，下达资金１．２亿元，以北山

亿吨（其中２．９亿吨资源量已评审通过）、金金属量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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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矿产勘查项目１３２个，投入资金２．９亿元。全年
完成钻探１４９０９０．８米、坑探１６４２３米、槽探１３９７７２立方

推进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矿业转型升级，实现

全年评审新增备案资源储量的主要矿种有煤炭、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已建成酒钢集团镜铁山

铁、铜、金、铅、锌、钒、晶质石墨、花岗岩等。其中

矿、金川公司白家嘴子镍铜矿、窑煤公司海石湾煤矿、

新增煤炭资源储量１３８７６万吨、铁矿石量２９９９万吨、铜

金徽矿业郭家沟铅锌矿等２５座国家级绿色矿山和７座省

金属量２２０９６吨、金金属量２４．９吨、铅金属量１５．２３万

级绿色矿山。编制完成煤矿、石油天然气、金属矿、非

吨、锌金属量７５．６９万吨、钒氧化物资源量２６万吨、晶质

金属矿、砂石黏土矿５个矿种的省级绿色矿山建设地方

石墨矿物资源量２１０万吨、花岗岩１２５９万立方米、Ｃ级矿

标准。

泉水允许开采量１７８２立方米／天。

【地质勘查】全省２０２０年共投入地质勘查资金５．７２

【矿业权管理】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省共设置非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１．６亿元，地方财政资金２．９２亿

油气探矿权８７１宗，其中部级发证 ４４宗，省级发证７８２

元（含省级地质勘查基金１．２亿元），社会资金１．２亿元。
全年开展基础地质调查项目５４个，投入资金８６４１．６４

宗、市级发证４５宗。
全省探矿权优势勘查矿种主要集中在金、铜、铁、

万元。其中开展１∶５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项目１１个、
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项目１个、１∶２５万区域地质调查
项目１个，调查面积２８３４平方千米，完成１∶２５万专题地
质填图２００００平方千米；开展区域地球物理调查项目１

铅锌等金属矿产。金矿勘查主要集中在酒泉、甘南、陇
南、天水；铜矿主要集中在酒泉、张掖、陇南、天水；

铅锌主要集中在陇南、酒泉；铁矿主要集中在酒泉、

张掖。

个，调查面积２２４００平方千米；开展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

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共有各类非油气采矿权２３３１个。

目１３个，调查面积７０平方千米；开展区域遥感地质调查

其中自然资源部发证１９个，省自然资源厅发证３４５个，

２个；开展１∶５万矿产地质调查项目９个，调查面积４３８７

市（州）自然资源局发证４５７个，县级自然资源局发证

平方千米；开展１∶５万矿产远景调查项目１６个，调查面

１５１０个。

积５２３３平方千米；开展＂甘肃省永登县树屏及周边地区
彩色丘陵调查与评价＂旅游地质调查项目１个。

矿权４９宗。共颁发采矿许可证３８个，其中新立４个、变

开展水工环地质调查评价项目５５个，投入资金

更１６个、延续１８个，划定矿区范围６宗，注销采矿权５

８６９４．８９万元。完成１∶２５万水文地质调查 １５０００平方千

宗。共颁发勘查许可证９６个，其中新立４个，延续７０

米、１∶５万环境地质调查与评估１５３０平方千米、１∶５万

个，保留１８个，变更４个，非申请注销５宗，注销１０

全年办理矿业权报件１６６宗，其中探矿权１１７宗，采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丨３１９

宗，公告废止６宗。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至２０１９年底，全省共开采８
大矿类、８０种矿产，矿山构成以建材和其他非金属矿产

为主，占总数的７８．１６？？其中，属县级自然资源局发证
的砖瓦用粘土矿８３６个，占总数的３５．８６？？？筑用砂矿

＂８·８＂特大山洪泥石流十周年巡展，地质灾害大讲堂直
播、大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在６市州开展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巡展和３次省市县三级地质灾害避险演练，
参与人员达１５万人次，发放宣传册１．５万余册。
全年投入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１２．３２亿元（其中中

２４３个，占总数的１０．４２？？从业人员中，能源矿产、建材

央财政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第一批３．６６亿

和其他非金属矿产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４４．８５？？
甘肃 ２７．８３？？工业总产值中，能源矿产、有色金属矿产所占

元，中央财政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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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生产规模统计，大中型矿山数量所占比重较低，

７．６６亿元，省级财政自然灾害防治补助资金１亿元）。实
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７６个，地质灾害排危除险项目
２４４个，调查评价类项目１１３个，监测预警类项目３０个，

小型矿山所占比重最大。大中型矿山中，建材、能源、

防治能力建设项目１０个，避险搬迁７８９６户。提前下达

贵重金属类所占比重最大。其中，能源矿产大型矿山１８

２０２１年中央财政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补助资金２．６７亿

个、中型１０个，黑色金属矿产大型４个、中型６个，有色

元，已完成实施方案和项目下达。

比重最大，分别为４２．０６？？２８．４４？？

金属矿产大型３个、中型１１个，贵重金属矿产大型４个、

中型２２个，治金辅助原料非金属矿产大型７个、中型８

个，化工原料非金属矿产大型２个、中型３个，建材和其

地理测绘与监管

他非金属矿产大型矿山３５个、中型７６个。
推进全省各级各类保护地内矿业权清理退出，各级

运行稳定，全年为省内外数十个行业３７０多家单位、近

各类保护地内５３６宗矿业权（探矿权３４２宗、采矿权１９４

２０００个用户累计提供高精度位置定位服务１２万小时。

【基础测绘】甘肃省卫星导航定位连续运行基准站网

宗），已退出４８３宗（探矿权３１１宗、采矿权１７２宗）。祁
连山国家公园内１１５宗矿业权已分类退出９３宗，大熊猫

图测绘与更新４．２８万平方千米（１７０９幅）。截至２０２０年，

国家公园内１１宗矿业权已分类退出９宗。

全省数字线划地图（ＤＬＧ）覆盖面积约３２．０８万平方千

全年完成酒泉、临夏、定西及甘南１∶１万数字地形

２０２０年，全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及使用费入库８．２９亿

米，覆盖率７５．３４？？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覆盖面积约

元，其中采矿权出让收益８．２３亿元，探矿权出让收益

３９．８４万平方千米，覆盖率 ９３．５８？？数字正射影像

２３１．４万元，矿业权使用费收入３２４．２９万元（含探矿权使

（ＤＯＭ）覆盖面积４２．５８万平方千米，覆盖率１００？？

用费２１４．４３万元，采矿权使用费１０９．８６万元）。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共受理办结＂法人或者其他组

【地质灾害防治】全省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１９６７８

织需要利用属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６８９件，

处，威胁人口达２４１．９４万人，威胁财产１１０５．７０亿元。全

向１７８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涉密基础测绘成果

年发生地质灾害１７１４起，造成１１人死亡、５人受伤，直

５８２２０幅（个）。累计提供专用政务用图保障１５０余次，

接经济损失１５．５４亿元，按灾害级别分，发生特大型地质

编制专题图件４１幅，提供各类地图１３００余幅，政务图包

灾害１７起、大型３９起、中型２９２起和小型１３６６起，按灾

３０套，地图４５０幅，地图集（册）约２０００册；为省联防

害类型分，发生滑坡１０９９起，崩塌２３３起，泥石流２２９

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湖北省及武汉市漫入甘肃人员
定位数据２２万余条，制作专题图件１５幅，报送每日专报

起，塌陷１６起，地裂缝 １３７起。发生的灾害数量是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五年总和（６５０起）的２．６４倍，因灾死亡人

７６期。甘肃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甘肃＂

数较去年同期减少８人。

公众版累计访问量约２０８万余次。完成定西市、临夏州两

制作省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５６期（红色预警１１
期，橙色预警１８期，黄色预警２７期），制作市级风险预

个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市级子站建设。向受灾地

警产品３７１期、县级２６２７期。自然资源部在陇南等重点

区提供３３个批次、约１６０３．１２ＧＢ数据量的灾前灾后正射

卫星影像。

县区安装８０处运行普适性监测设备，建成运行１８２个专

【测绘地理信息监管】全省共有测绘资质单位 ５０８

业监测点，发挥全省８３６４名群测群防员作用，全年成功

家，其中国有企业８０家，民营企业３２１家，事业单位１０７

预报地质灾害２７起，避险转移２２６７人，避免伤亡１７５４

家，按等级分，甲级资质２５家，乙级资质９０家，丙级资

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１．４３亿元。制定《甘肃省２０２０年

质２０５家，丁级资质１８８家。
省级抽检甲、乙、丙级测绘资质５０家，抽检比例

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印发《甘肃省陇南等地暴雨洪涝
灾害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地质灾害防治专项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省级群测群防宣传培训５次，参与６２１人
次。开展＂４·２２＂地球日、＂５·１２＂防灾减灾日、舟曲

３２０ ｜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９．８？？合格率９１．７？？？检测绘项目质量３０家，抽检比例
５．９？？合格率８９．７？？
受理地图审核审批１３件、共８１ＧＢ。其中纸质地图１１

件、审核纸质地图５３５幅，互联网地图２件。予以行政许

泊位９７．１７万个，其中公共停车场２３２５个，泊位３０．６３万

可核发审图号１５个，不予行政许可１个。受兰州市、酒

个；各类配建停车场２７０１个，泊位５４．８３万个，路内停车

泉市自然资源局委托转办地图内容技术审查４件，审批拆
迁永久性测量标志１个。

位（含临时停车位）１１．７１万个。印发《加强城市（县
城）停车设施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对全省６０８家网站（其中自然资源系统网站３８家、

指导各地落实住建部等四部委《关于加强城市地下

政府部门网站５２３家、新闻媒体网站４７家）开展互联网

管线建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强城市市政

１拿．

地图监管，鉴定地图图片２８３９张，发现问题图片９４３

地下管线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意见》的工作要求，各地开

张，已及时进行处置。

始城市市政地下管线排查工作，对辖区内已建成并投入

甘肃
年鉴

（供稿∶罗雨晨）

运行的城市供水、排水（雨水和污水）、燃气、供热等市
政地下管线及相关附属设施进行排查。

城市建设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制定印发《甘肃省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省级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甘肃省城市生活

【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０年，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推

垃圾分类工作评价考核暂行办法》《全省城市生活垃圾分

荐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０８３个，涉及总投资１１３８亿

类工作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至２０２０年底，兰州市作为国

元。启动《甘肃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监管平台》搭

家＂４６个重点城市＂之一，生活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

建，对各地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情况进行动态监管。会
同省财政厅向兰州市、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张

盖，覆盖居民９５．０９万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３５．４５？？已达到国家目标任务要求。

掖市、庆阳市、甘南州下达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专项资金

联合省财政厅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以＂景观亮化

共３１９２万元。全省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７．１１？？

过度化问题专项治理＂为重点，涵盖城市排水防涝、老

９３．９５？？已完成《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要求的９５？？８５？？总体目标任

旧小区改造、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污水处理提质增

务。全省已开工建设污水管网９４６．２５千米，开工率达到

完成＂景观亮化过度化＂问题专项治理报告。做好城市

１１７．１３？？其中建成管网８６６．６４千米，任务完成率达到

各类地下管线排查，在排查中清理各类市政地下管线存

１０７．２７？？

效以及污水管网建设等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专项检查。

在的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养护、维护

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９３座城市（县城）生活污水处理

检测长效机制。在重点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进行全

厂中，已有５４座达到一级Ａ排放标准，占全省总数的

５８？？已完成全省５０？？城市、县城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

面摸排，完善供水安全应急保障措施，加强对供水企业
使用药剂如液氯等危化品的管理，建立危化品使用台

Ａ排放标准的年度工作目标。开展２０２０年城市黑臭水体

账。对涉及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工作进行专项

环境保护专项行动，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１８条黑臭水体已

检查。结合全省住建领域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

完成整治工作达到初见成效整治效果。

大检查，成立４个督查组，对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安全

安排省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对嘉峪关市、酒泉

运行进行督查。尤其是对供（排）水和燃气企业的安全运行

市、陇南市供水水质进行普查，全省城市供水漏损率达

进行重点检查，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方式，共

到１０？？下。制定印发《解决城市环境治理问题专项方

抽查供水企业２４家、污水处理厂２０家，城燃企业３５家，

案》，指导各地推行道路机械化等低尘作业方式。截至

下发１７份《市政设施安全运行问题整改通知书》。结合全

２０２０年底，各市州所在城市建成区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省住建领域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大检查，将剩

８１？？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为７０？？，其他县市区建成区达到

余２９个积水点的整治作为督导重点内容，按照＂一点一

７４？？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为６０？？。完成打赢蓝天保卫战的

策，一点一方案＂进行整治。至１２月底，全省剩余积水

２０２０年目标任务。

点４处，为兰州２处，定西２处。

指导各地贯彻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对全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供暖保供工作情况进行通

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做好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嘉峪关市、天水市等１１个设市城市基本完成城市建

报，要求各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供热设备、管网
运行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精心组织、科学安排＂冬病夏

成区２０？？上面积达到国家要求。督促庆阳市做好海绵

治＂工作，做到早计划、早安排、早动手，科学统筹做

城市试点建设工作。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国家批复的２５６个
项目已完工２２７个，完工率８８．６７？？已完成投资４７．９３亿

好供热基础设施建设、设备安装的工作，坚决杜绝因供

元，投资完成率达到１０１．２？？
至２０２０年底，省各城市现有停车设施５０２６个，停车

２０２１

热设施设备改造建设而影响供暖工作正常进行的行为。
【老旧小区改造】２０１９年改造项目（７．９２万户、２５

个项目）有序推进、大部分已完工；２０２０年改造项目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 ３２１

Ｒ４

（１７．４５万户、７９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进展总体顺

敦煌等４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调研评估，通过现场调

利。至１２月底，两年的旧改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４５．７亿

研和查阅相关资料形成《甘肃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元，在旧改项目中新增配套停车位１１７３０个、加装充电桩
等充电设施１７３５个，配套建设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等公共

工作调研评估报告》。

服务设施６０个。

村镇建设

２０２０年，全省共申报落实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

甘肃 务１７．４５万户、改造小区１０２０个，整合项目７９个，计划
总投资７７．３亿元。争取中央财政补贴３批、配合省发改委
年鉴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２批。共争取落实中央补助资金

【农村危房改造】全省排查动态新增危房１４９ 户，已
全面改造完成。下达 ２０２０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１３．６３亿元（中央１２．８６亿元、省级０．７７亿元），由各地

２０２１ ２５．２９亿元，其中补足２０１９年项目缺口资金４．０８亿元，安

优先用于动态新增危房改造任务，剩余资金按涉农资

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实施

金整合要求统筹使用。组织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
安全保障信息核验，对全省２０１３年以来１３６．３万户建档

意见》，定甘肃省＂十四五＂期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任

立卡贫困户住房分鉴定安全、改造安全、保障安全逐

务目标、重点工作和保障措施，同时成立由省政府分管

户核验。

排２０２０年改造项目２１．２１亿元。

领导任组长的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印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联合省电视台开展明察暗

发《甘肃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试行）》，指导

访１１次，对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１０次，对一些重点

各地规范有序地开展改造。组织各地开展２０２１年改造计

部位设施配套不到位、保洁责任不落实、垃圾乱堆乱倒

划申报审核工作，最终确定甘肃省２０２１年改造计划为

的县（市、区）和单位通过电视曝光、全省通报的方式

２１２６个小区、１７．７万户。财政部下达甘肃省预拨资金９．６３

方法倒逼责任主体落实治理责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亿元。

推进全域无垃圾治理工作有力、有效、有序开展。在省

省住建厅与国开行甘肃省分行、农发行甘肃省分

电视台开设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宣传专栏《净美甘肃》，

行、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分别签订金融贷款支持城镇老

制作播出１２期，播出红黑榜３６条，通过正面典型引导和

旧小区改造战略框架协议，三家金融机构将对甘肃省

反面曝光相结合，对治理成效突出、取得典型经验的地

＂十四五＂期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供３００亿元的贷款

区进行宣传报道，对治理不力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集
中曝光。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和无人机航拍技术对全省８６

支持。
指导各地对照项目规模、改造内容、居民参与度、

个县（市、区）全面开展垃圾清理排查工作，全面排查

筹资机制、推进机制、管理机制等申报条件，择优推荐

清理整治各类垃圾堆积点４３２５７处，实现发现问题、反馈

老旧小区改造示范项目，兰州市城关区兰大二分部老旧

问题、整治清理、对账销号即时传输，提高排查整治清

小区改造项目等１０个项目成第一批示范项目。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按照住房和城乡建

理效率，全面解决垃圾堆积顽疾问题。联合省妇联在全
省建立６００个＂巾帼家美积分超市＂示范点，以参加清理

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

垃圾、清理环境进行积分的方式在超市兑换相应的生活

确定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督促指导各市州全面启

动非历史文化名城县的历史建筑普查、确定工作。至

物品，激发调动家庭成员积极参与到垃圾治理中来。研
究制定《全省全域无垃圾三年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成效考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共划定历史文化街区２６片，均由省政府

核评价方案》，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实地季度考核评

发文公布。共确定历史建筑１２４处，均由地方政府发文公

价，形成综合评价排名，在省级主要媒体予以公布，促

告，并在住建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数据信息平台

进各地垃圾治理工作深入开展。

上完成填报，部分城市历史建筑已完成挂牌，并开展测

【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对照任务目标和时间

绘建档工作。对市州开展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工作

节点，建立工作台账和任务清单，实施一月一调度工作

进行省级验收，对划定确定工作进展为零的城市县城进

机制；对进展缓慢的重点镇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对

行通报。印发《全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近期工．
作要点》（甘建城〔２０２０〕１９３号）和《关于加强历史文

工作滞后的县市区及时进行约谈通报；将１３个建设进度

滞后及６个已建成但未正常运行的重点镇，列入省政府及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甘建城〔２０２０】

省环保督察重点督办内容，督促地方加快建设进度，切

１９３号），指导市州开展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督促各地完

实落实建设主体责任。

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编

【传统村落保护】督促指导各地于２０２０年８月前采

制工作，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滞后的市州发函督办。委
托兰州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张掖、武威、天水、

集录入完成５４个传统村落基础数据填报工作，更新完善

３２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个２０１９年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村落的基础信

息。通过购买服务方式，统一设计制作花岗岩材质、有

增长６．９？？竣工面积８８１．３６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３０．７？？

民族特点的传统村落标志牌，完成甘肃省５４个列入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村落的挂牌保护，建设２个中国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甘肃省示范馆，已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

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１９６７．９２万平方米，同比增长１５．４？？

馆精品馆。

化周期已进入正常阶段。

至１２月底，全省商品住宅累计可售面积２９８６．０９万平方
米，商品住宅去化周期１６．２２个月，全省平均商品住宅去
【市场调控和监管】《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

住房保障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省２０２０年棚改计划新开工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严格房地产市场调
控评价考核工作的通知》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印发执行。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对兰州、天水、张掖、嘉峪关、庆阳

１１．６２万套，棚改基本建成４．８６万套，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等市主体责任落实和＂一城一策＂方案建立情况调研

４．０５万户。至１２月底，全省共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指导。下发《甘肃省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协调小组办

１６．６２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配套设施资金１７．７１亿元，落

公室关于对全省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主体责任落实及

实省级财政配套资金３．３８亿元，争取棚改专项债券资金

评价体系建立情况实施考核的工作方案》，会同省自然

４．０９亿元。

率为１１８．１？？？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完成投资

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全面考核。以市州为主体开展房地

３１２．４９亿元。发放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４．１４万户、

产市场整治和租赁中介行为乱象治理工作。印发《关

１４２０１万元，完成率为１０２．１？？兰州市作为中央补助支持

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见》，建立省、市、

新建筹集公租房的７１个重点城市之一，２０２０年计划新筹

县联动机制和纠纷调处机制，规范租赁服务收费，确

集公租房２５８６套，已开工２５８６套，开工率为１００？？制

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结合＂双随机一公开＂和厅

定印发《２０２０年住房保障工作要点》。印发《关于报送

信访工作要求，对部分市州整治情况进行抽查。全年

２０２０年第一批城镇棚户区改造实施计划的通知》，下发

开展督查整治４次，配合化解调处信访工作３次。印发

《关于重新核定２０２０年棚户区改造实施计划的通知》。全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贯彻落实〈关于提升房屋网

省符合申报条件的有１４１个，改造任务１１．１９万套，项目

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关于印发全国房屋网签备案

总投资９４８．１９亿元，专项债券资金需求３６０．４２亿元，其

业务数据标准的通知〉方案》《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中２０２０年棚改项目５０个，改造任务４．０９万套，专项债券

厅等６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房屋网签备案信息
共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通知〉的通知》等文件，全

务７．１万套，专项债券资金需求１８０．０３亿元。２０２０年国家

面完成１４个市州、８６个县区房屋网签备案系统与国家

下达甘肃省中央预算内投资基础设施配套资金１７．７亿

联网，实现全省新建商品房和存量房网签备案业务全

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配合省发改委将资金全部分
配下达到具体棚改项目。

覆盖，初步建立以房屋网签备案数据为基础的国家、

【公租房建设】２０２０年，全省 １４个市州全部实现公
租房信息系统数据联网共享。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制定

管等５部门印发《关于有效防范化解房地产行业金融风

省、市房地产市场监测体系。会同自然资源、金融监

险实施方案》。建设住房租赁政府服务平台，为租客网

房申请、受理、审核、分配以及后期管理的＂全流程覆

上租房提供新渠道。至１２月３１日，全省累计发布房源
５８６７９１套，其中公租房３９２９０１套，市场化房源发布

盖＂和各市、县全部建立并使用公租房业务管理系统的

１９３８９０套；实现房源交易１００４１笔；累计注册用户

＂全区域覆盖＂，通过对各地公租房申请、审核、分配业

３８８９８６ 户。其中∶本年新增社会化房源７８４５５套，新增

务流程的规范和统一，提升公租房管理的规范化、科学

化水平。
房地产市场监管

签约支付２１７５笔，新增注册用户１４７１７４户，新增监管备

案３８３００笔。
【物业管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会同省发展改革
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印发《关于整顿规范物业服务市场

秩序的意见》，会同省财政厅出台《甘肃省住宅专项维修

元，同比增长７．８？？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１１３２８．２６万平

资金管理办法》，出台甘肃省《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导
则》，配合省信访局对物业信访案件进行督办，协调处理

方米，同比增长３．２？？新开工面积３５３４．１１万平方米，同比

涉及侵害群众利益方面的问题。

【综述】２０２０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１３５５．６４亿

２０２１

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主体责任落

实、监测评价机制建立、防范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及

下发《甘肃省公租房信息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推进公租

甘肃
年鉴

资源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银保监局等部门，对全省

【棚户区改造】】２０２０年全省棚户区改造新开工１１．６７
万套，开工率为１００．５？？？改基本建成５．７３万套，完成

资金需求１８０．３９亿元；历年棚改续建项目９１个，改造任

，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３２３

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

住房公积金监管

，

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效果的调研报告》并上

【综述】 ２０２０年，全省住房公积金运行平稳，全年

报住建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建立省级和市级缓缴企业
公积金台账，指导各地陆续出台支持困难企业暂缓缴存

全省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１１４５．４９亿元，同比增长

和降低比例、保障职工贷款权益、阶段性提高职工租赁

８．９６？？？人贷款余额８７５．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７．５６？？？

提取额度等一系列助企惠民政策。全省有４２６家企业申请

甘肃 贷率７６．４６？？比上年末减少１个百分点。全年全省住房
公积金缴存额稳步增长。新增缴存额３２４．１１亿元，同比
年鉴 增长７．７３？？？取业务大幅增加，新增提取额２２９．９４亿
２０２１ 元，同比增长１０．３５？？？增个人贷发放额１９７．８７亿元，
同比增加１．７５？？？计结余资金２６９．５７亿元，同比增加

３２．６亿元。

缓缴住房公积金，涉及缴存职工８．０３万人，缓缴金额
３．７４亿元。同时，主动为缴存职工排忧解难，职工因受

疫情影响未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罚息。研

究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预案，及时跟踪了解阶段性支

持政策执行情况。
【存量二套房利率上浮调研】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对存量

２０２０年公积金办理量３２０万余笔，线上业务办理量

房二套房贷款利率不上浮，增量二套房贷款利率上浮的

２０４万余笔，线上办理率６３？？线上办理率同比增长
５２？？缴存线上业务办理量１２０万余笔，线上办理率

建议，对二套房的认定参照《关于规范商业性个人住房

６２？？？取线上业务办理量 ４２万余笔，线上办理率

期情况分析调研报告》《住房公积金贷款担保模式和风险

６８？？？款线上业务办理量２万余笔，线上办理率２１？？

防范调研报告》《甘肃省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逾期情况分

企业开办便利化服务工作在兰州市试运行，利用一体化

析调研报告》《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书面调研报告》

政务服务平台，及时取得企业相关数据信息，实时推送

《＂跨省通办＂服务事项调研报告》等５份调研报告。
【全国监管平台试点】甘肃省作为全国公积金监管

贷款中第二套住房认定标准的通知》，完成《个人贷款逾

至公积金中心，完成单位缴存登记业务办理，实现单位
缴存登记＂一网通办＂，兰州市全年接收省市场监管局推

平台的试点省份，推进落实省内公积金风险监管和整改

送兰州市数据１０６７４条，办理单位缴存登记业务１６９１

工作。６月中旬，参加住建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召开的监

笔，新增缴存职工５．３４万人。借助全省１２３２９住房公积金

管试点工作座谈会并进行交流发言。邀请住建部公积金

服务热线，开发政务服务平台住房公积金动端（陇政

监管司和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讲解全省住房公积金管

通）查询全省住房公积完成甘肃省政务服务网＂住房公

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从１０月开始对监管平台

积金查询＂应用模块统一身份认证改造工作。推进公积

整改实行周通报制度。全省整改疑似风险 １４８３项，整改

金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工作。推进落实住房公积金服

率６２．９３？？其中超比例缴存全部整改到位。指导各地因

务＂跨省通办＂，各地住房公积金业务大厅全部设置＂跨

城施策，推动提取、贷款政策调整到位。

省通办＂＂省内通办＂专柜，共计１０４个专柜，各地中心

全部梳理完成＂跨省通办＂＂省内通办＂事项业务流程并
依规主动公开。全省１４个市州和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全
部开通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按月冲还贷业务。印发《甘

工程建设管理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下达《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制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甘肃省住房公积金业务

作与验收技术规程》《村庄建设设计技术导则》《装配式
混凝土建筑评价标准》《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编制导则》

＂一网通办＂工作考核办法》，并实行月通报制度。

《健康节能建筑技术标准》等３９项编制和修编计划，召开

【公积金监管】推动全省住房公积金分支机构调整工
作，涉及分支机构调整的白银、金昌、平凉、酒泉市政

《装配式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干混砂浆应

府已报送移交实施方案，平凉市政府和金昌市政府移交

测技术标准》等３６个项目编制启动会，完成《复合地基

工作基本完成。兰州市印发《兰州市人民政府接收甘肃

褥垫层技术规程》《绿色建材评价标准》《既有居住建筑

省电力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窑街煤电集团公司

新增电梯技术导则》《庆阳市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图集》

住房公积金办事处实施方案》。各中心按照《甘肃省住房

《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节点构造图集》等３５项工程建设

公积金管理分支机构调整实施方案》要求，推进分支机

标准和标准设计的审查、报批、备案工作。开展工程建
设标准化知识宣传普及工作，在甘肃建投科技质量部和

肃省住房公积金加快推进＂一网通办＂工作实施方案》

构调整工作，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底完成移交。
两次召开审计整改推进工作会议，下发《甘肃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工作

的通知》，梳理问题清单，建立审计整改台账。完成《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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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术规程》《灌注桩施工技术标准》《黄土地区基桩检

省六建举办工程建设标准化知识讲座。以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为契机，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完成＂十三五＂全
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创建验收工作；做好人口老龄化

及养老服务联络工作；发布《既有建筑增设电梯技术导

省级二级造价师考试报名实行告知承诺制。全年共完成

则》《既有居住建筑新增电梯构造》图集，保障城市老旧

各类报名１２２１４５人次，其中勘察设计类５２５４人，一级造

住宅小区电梯改造任务的顺利完成，改善老年人和残疾

价师 ６８８０人，二级造价师１８７１１人，房地产估价师３８２
人，二级建造师９０９１８人。２０２０年，核发一级建造师、造

人居住环境。
【工程造价监管】印发《甘肃省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受

价工程师、二级建造师、监理工程师、勘察设计类等各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调整建设工程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类执业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共计８８６９人次。对符合条件

Ｉ门拿章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
工程计价调整的指导意见》，及时有效稳定建筑市场秩
序，化解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影响工程计价和结算过程

的１３家登记备案的培训机构和企业鼓励推行线上、线下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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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纠纷，维护发承包双方的合法权益，至年底，全省累计
６５６个项目、３６９家企业调整工程计价事项，调整计人的
金额为４５０２４万元。７６４个项目、１２４家企业按照不可抗
力的规定予以顺延工期。

相结合的培训方式。２０２０年度，已完成７９６７人二级建造

师继续教育数据收集入库工作，并完成技术工人培训数
据入库４８２３２人。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甘肃省发展和改革

【工程质量监督】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住建部门累计

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中推行施工过程结算的实施意见》，加强房屋建筑和市

监督房屋市政工程１３３９７项，房屋建筑面积２３０８５万平方
米，市政工程总长度３４７０．９千米，工程总造价６４２０亿

政基础设施工程结算管理，解决工程结算久拖不结的现

元。全年未发生质量事故，发生建筑施工安全事故２３

象，从源头防治拖欠工程款、农民工工资以及对民营企

起、死亡２６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近两年来

业和中小企业的欠款，优化建筑市场环境，至年底，１２８

全省工程项目获得飞天奖３６项，其中飞天金奖６项，国

个项目、８７家企业已享受＂施工过程结算＂政策。
形成《关于推进甘肃省工程造价改革工作的报告》。

家优质工程奖５项，国家鲁班奖２项。

对现行费用定额予以修订，制定《甘肃省建设工程计价

市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制定印发实施方案

规则》。修订《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条例》。发布

和工作手册，定期调度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和统计分析工

《甘肃省装配式建筑工程预算定额》及地区基价，以《甘

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甘肃省装配式建筑工

作进展，对１３个市州住建部门进行督导。至年底，排查
城市各类房屋建筑１９４７６ 栋，督促整改问题隐患１０１１

程预算定额〉（试行）及地区基价的公告》。开展＂甘肃

处，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９２份，实施罚款４５．５５万元。配合

省建设工程定额编制（修订）项目计划＂的征集工作。

教育厅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工作，督促各级住

编制完成《甘肃省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地区基价》

建部门强化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过程的质量安全监

《甘肃省安装工程预算定额地区基价》《甘肃省建设项目

管，推动幼儿园建设与全省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品质同步

工程结算编制规程（初稿）》，修编《甘肃省建筑抗震加

固工程预算定额》《甘肃省建筑维修工程预算定额》，开
展《甘肃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预算定额》《甘肃省房

屋修缮工程预算定额》编制。
印发《甘肃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关于对现行定

【工程安全监管】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及城

提升。
建立安全检查专家队伍，采取＂双随机一公开＂和
＂双重交办、双重督办＂方式，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督促整改问题隐患，对典型问题案例全省通报并提出针

对性措施要求。对全省进行全覆盖综合监督执法检查，

额水平及费用实际收支情况进行调研的通知》。会同兰州

共抽查项目９８项，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１７份、执法建议书

市造价站、白银市造价站对甘肃七建兰州新区圣厦建材
有限公司进行调研。协调兰州市造价站、白银市造价站

５４份，实施罚款４５１万余元。组织开展全省检测机构和

于４月底公布干混砂浆指导价。完成《关于＂甘南文旅会

查，共抽查企业３７家，下发整改通知２４份，执法建议

展中心ＥＰＣ总承包项目＂结算中有关问题解释及一次性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对８个市州进行专项督

４份。

单位估价表（补充定额）的批复》（甘建造价函〔２０２０〕

修订建筑施工质量安全重大事故应急预案，同时严

３０号）。完成二级造价工程师教材《建设工程计量与计价

格执行事故统计报送、挂牌督办、分析通报、警示约
谈、责任追究各项事故管理制度。２０２０年实施行政处罚

实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编写。

【注册管理】２０２０年度，受理各类执业资格人员各

３２次，其中暂扣企业安全许可证１２家，暂扣或吊销人员

项注册业务申报４８８５３人次。其中勘察设计、规划等５７３

安全证书２２人，停止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７人。
【督查检查】组织开展全省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安全专
项督查４次，施工安全专项执法检查４次，省级住建部门

人次，造价工程师２４０４人次，一级建造师７７４２人次，二

级建造师３６３３６人次，监理工程师１７９８人次。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３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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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项目１１３项，市县两级住建部门检查项目 ５５８１项，

标资格，对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实施罚款处罚 １６４１．４０万

省市县三级住建主管部门共下发质量安全隐患和问题清

元，对个人违规行为实施罚款处罚３０５．２９万元。持续推

单８７份、整改通知书１４４３份、执法建议书３３份，下发停
工整改通知书９０份、执法建议书７１份、罚款２７０１万余

进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
动，加大违规违法查处，加大典型案例曝光。修订《甘

元，并对相关企业的不良行为进行信用惩戒。组织开展

肃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联

全省建筑塔式起重机专项检查、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和建

合甘肃省建筑业联合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面向全省住

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设备专项检查，防止和遏制建

建领域对《甘肃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进行宣贯。印发

年鉴 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档案及
２０２１ 【事故查处】对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进行动态曝光，全
筑起重机械伤害事故发生；组织开展住建系统涉及危险

重大危险源数据库，加强重大危险源管控。

《关于实行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启

用＂甘肃省建筑业从业人员实名制管理平台＂，与省人
社厅＂甘肃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并库
建设。联合省人社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根治房屋建

年共实施行政处罚２７起，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１４家，暂
扣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３０人，暂停注册监理工程师执

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领域欠薪工作的通知》，向

业１１人。

全面推进全省房屋和市政工程建设现场＂实名制＂管理

【污染防治】制定建筑施工扬尘防治提升行动方

全省住建领域下发平台软硬件接入协议，会同人社部门

工作。

案，建立评价、分析、报告、督查等工作机制。２０２０

制定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住建部、国家发改委〈房

年，市县级住建部门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９１２份，行政处罚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推行

１７起．罚款５３．８万元。开展督查３次，下发整改通知书１１
份、执法建议书１０份，督促实施罚款处罚２４．５万元。至

工程总承包的通知》，结合甘肃实际，推进工程总承包模

１２月底，全省扬尘防治＂六个百分百＂抑尘措施合格率

式。２０２０年底，本地设计企业有３家单位申请取得施工
总承包二级资质，具备工程总承包＂双资质＂条件。联

达到了９８．５？？

合省发改委等１３个部门制定《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
工业化协同发展实施意见》。出台《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

建筑市场与工程招投标监管
【建筑市场监管】２０２０年全省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９３５

设厅等部门关于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

工程担保制度的实施意见》等纾困惠企政策，推行工程
担保制度，降低＂四类保证金＂额度。印发《甘肃省住

亿元，同比增长１？？实现增加值５５８．５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占全省ＧＤＰ比重达６？？

知》，会同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制定《甘肃省工程担保管

开展全省住建领域建筑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大

理办法（试行）》及相应的担保行业规定。推荐认定３家

检查，对全省１４个市州、兰州新区和甘肃矿区建筑市场

经营稳健、信誉良好的担保公司开展工程担保业务。

和建筑质量安全等工作进行实地督查，随机抽查在建房

２０２０年对武威、白银两市根治欠薪工作开展４轮包保督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９８项，总建筑面积６２４．６５万
平方米，总造价１６７．１４亿元；抽查市政公用行业７４家。
下发《质量安全问题整改通知书》１１７份、《市政设施安

导。至２０２０年三季度，全省住建部门共协助人社部门解
决欠薪案件１３６起，涉及项目１２２个，涉及企业１２３家，

涉及人员２１４３人，涉案金额３３９７．３１万元；住建部门单独

全运行问题整改通知书》１７份、《建设行政执法建议书》

解决欠薪案件９４起，涉及项目９０个，涉及企业１０４家，

５４份，执法建议书中涉及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共计
２８份。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

涉及人员３２４４人，涉案金额５０３０．３１万元。
【工程招标投标管理】２０２０年，全省招标投标业务

设行业专项整治的通知》联合招标办制定印发《甘肃省

在＂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电子招投标大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工程建设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方

数据系统＂在线受理。全年省招标办受理招投标项目１７９

案》，以正在进行招标投标活动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个，金额７８．９８亿元。出台《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施工程项目为重点，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工程建设行业专

设施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定标办法》。编制《甘肃省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标准工程总承包资格预审文

项整治行动。１１月，联合省市场监管局，发起建筑市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工程担保制度落实的通

场、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和园林绿化行业等部门
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２０２０年三季度，全省共

件》《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标准工程总承

检查房建、市政项目３９４３项，检查建设单位２３９９家，检

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标准工程总承包招标文件（适用于

查施工企业２５８２家，查处违法发包单位３家，违法转包

资格后审）》。推进招标投标工作规范化建设，起草《甘

企业１家，对１家企业吊销资质证书，３家企业限制了投

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投标评标办法》

３２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包招标文件（适用于资格预审）》和《甘肃省房屋建筑

《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设计招标评标办
法》《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构

管理办法（试行）》和《甘肃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勘察设计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勘察设计】甘肃省施工图审查除涉密项目外，全

部通过系统实行数字化送审。联合省财政厅印发《关于

建筑节能与科技

推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施工图审查工作的通知》，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印发《甘肃省绿色建筑创
建行动实施方案》。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起，省内城镇新建公

共建筑、各类政府投资民用建筑、新建８万平方米以上

通知》，指导各地开展施工图审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全

省施工图审查机构已增至１１家。
自动延续全国＂四库一平台＂中勘察设计企业资质

（含）的住宅小区、各类建设科技示范工程全面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建筑面积１万平方米以上（含）的政府投

有效期，保障企业不受疫情影响。修订《甘肃省优秀工

资公益性建筑，达到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兰州市和兰

大师评选办法（试行）》。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全省共完

州新区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用绿色建筑规模化
发展，促进城乡建设行业绿色发展。至２０２０年底，累

成施工图审查备案项目４０１１项。组织相关专家分４个督

计支持建设６７个示范项目，４个项目获国家绿色建筑

审查进行专项检查。检查出问题项目５２个，督促整改问

创新奖，２个项目列入国家绿色建筑典型案例，部分项

题１０９条，下发《建设行政执法建议书》２份，对检查发

目获零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星级绿色建筑、健

现的相关问题及单位进行全省通报。检查在兰州市注册

康建筑等性能认定。至 ２０２０年底，甘肃省绿色建筑竣

领取营业执照且承揽业务较多的省外勘察设计企业分支

工面积占城镇新建建筑竣工面积比例达到６８．７９？？超

机构（分公司）总计３４家。

额完成＂十三五＂期末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５０％

的目标任务。

与省地震局、省发改委共同牵头实施＂地震易发区
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完成第一阶段的抗震性能普查任

项目、甘肃省档案馆档案库可再生能源改造项目、永

查市政管线２３８６５条约１１３５４千米。在全省１３个试点县

昌县城关镇新农村建设空气源热泵建筑应用项目、榆

（区）开展甘肃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

中县生物高科产业园中深层地岩热供暖项目、通渭县

工作。

姜家滩小学中深层地岩热建筑应用项目。全省城镇新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全省全年共办理消

建建筑１００？？行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完成既有居住

防审批项目３４０８项，其中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１３６９

建筑节能改造１２０８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十三五＂
１０００万平方米的目标任务；督促并完成兰州市公共建

项，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８２５项，验收备案１２１４项。

筑节能改造试点１００．６３万平方米，超额完成５０万平方

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甘肃省建设工程

米的目标任务。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甘肃省建设

印发《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建

【装配式建筑】全省有经认定的国家装配式产业基

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管理办法（暂行）》。公布甘肃省建

地４个、省级产业基地１２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示范项

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第一批专家名单２５１人。编制《甘

目１个、省级示范项目３个。装配式钢结构年产能约５０万

肃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审查要点》《甘肃省建设工程消防

吨、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年产能约３０万立方米，兰州、天
水、嘉峪关等地已初步形成规模化发展的格局。颁布实

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文件资料汇编》。推进全省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信息化建设，印发《甘肃省住房和

施《装配式混凝土构件制作与验收标准》等５项地方标

城乡建设厅关于推进全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

准，正在编制《装配式钢结构住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作信息化建设的通知》。对全省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住建

程》等６项地方标准。在研装配式建筑技术攻关课题３７
项，甘肃建投兰州新区１０万平方米装配式钢结构住宅荣

部门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开展调研。

获中国钢结构金奖。全省已建成装配式建筑１２３．８万平方

城市管理执法监督

任务。

２０２１

查组对各市州和部分县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及消防设计

兰州市榆中县北山敬老院太阳能采暖光伏发电一体化

米，在建装配式建筑项目１２２万平方米。超额完成省政府
确定的到２０２０年底完成装配式建筑１００万平方米的目标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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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勘察设计奖评选办法（试行）》《甘肃省工程勘察设计

务，全省排查２０００年之前建成的城市老旧房屋２２３９７栋
约７６３６万平方米、排查市政桥梁２６２０座约７４．３千米、排

《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发布施行。完成

。，
Ｔ７１拿

【综述】印发《关于改进城市街区商户门头牌匾设置
管理工作方式的意见》《甘肃省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３２７

批事项管理措施》《甘肃省城市管理执法监督局关于开展

展平台建设培训。２０２０年底，兰州、嘉峪关等１０个市

对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及在建筑物、设施上悬

民乐县的城市大型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及在建筑物、设施

（州）完成市级平台建设，９个市（州）实现与省级和国家
平台联网，提前完成住建部平台联网任务。３８个县（市、
区）完成平台建设，１０个县（市、区）正在建设中。
【违法建设治理】对兰州、陇南、天水、临夏等治理

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的单位和个人（共计６７个）开展监

进度滞后的城市现场督促指导，特别针对省会兰州市城

甘肃 管抽查工作。指导全省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开展共享单车
年鉴 导市民形成单车停放至手机ＡＰＰ地图中标示点，促进市

市违法建设治理工作存量大、进度慢等问题，多次开展
现场交流座谈。至１２月底，全省累计治理城市建成区存

挂、张贴宣传品进行抽查的工作方案》等文件。对随机
抽取的兰州市榆中县、定西市临洮县、张掖市甘州区和

，

乱停乱放整治，推进定点取车、定点还车技术应用，引

２０２１

民形成规范停放的习惯。《中国建设报》以《打造共享单

量违法建设面积１３６３．４９万平方米，已全面按期完成全部

存量治理任务。
（供稿∶周静煊）

车治理＂兰州经验＂》为题，刊登介绍了兰州市城管委
在共享单车停放管理方面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配
合公安部门开展全省城市养犬管理专项治理行动和＂文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明养犬＂宣传活动，印发《城市养犬管理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印发《关于做好城市管理执法领域新冠肺炎疫情

【综述】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签

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加强户外管

合同额３４．１４亿元，实现营业收入２２．１６亿元。年内实现
资质升级，新增工程造价乙级资质、市政工程施工总承

控、街面巡查，防止聚集感染、流动感染、交叉感染、
二次污染，加强联防联控。制定印发《关于城市管理助

包二级资质及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全年获

力＂地摊经济＂增强城市活力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城
市管理执法部门对临时占道经营、越店经营、流动摊点

＂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集体一等奖＂＂甘肃十佳设计研究

等行为科学规划、规范管理，强化监管。印发《甘肃省

勘察设计企业＂＂环保企业３０年奖＂等多项荣誉，位列

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标准化和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
见》。在兰州市组织召开＂全省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标准化

＂２０２０中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综合实力５０强＂第３４名。
新增１名甘肃省勘察设计大师、１名深圳市勘察设计大

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省１３３００余

师、１名甘肃省领军人才，２３人获甘肃省高层次专业技术

名一线城市管理执法人员完成统一制式服装工作，７００多

人才津贴奖励，１人入选生态环境部重点流域生态环境保

辆城市管理执法车辆完成车辆编号和标志标识喷涂工

护（黄河流域）组专家，１人获甘肃省发明人奖。

院＂＂甘肃十佳卓越建筑企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优秀

作，实现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的统一。各地城市管

【重点工程】在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长江三角

理执法部门建立协管人员招聘、管理、奖惩、退出等制

洲、粤港澳大湾区执行南京江北新区长江大保护工程、

度，开展协管人员岗前、在岗培训。全省城市管理执法

兰州雷坛河水资源综合治理项目、乌梁素海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设计及

部门加大装备配备，配备城市管理执法公务用车５００辆，
租用或借用公务用车平台车辆２２０余辆，骑行车２６２辆。
对全省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城管执法和住建领域开展行
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评查行政许可和处罚案卷３８６卷。

ＥＰＣ总承包设计任务。中标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南京至马
鞍山城际铁路轨道交通项目，签订佛山市南海区红星运
河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参与研发的华南海岸带河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兰州市设置市城市管理委员
会，嘉峪关市设置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均为市政府工作

流微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集成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

部门；其他１２个市（州）在住建局加挂城市管理执法局

平。临汾市滨河西路与彩虹桥、景观大道立交桥项目获

牌子，承担城市管理执法职责。８６个县（市、区）中，

２０２０年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程奖。主持编制《黄河（兰

２４个县（市、区）单独设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为县

州段）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规划》及综合交通两个专项规

政府工作部门；４２个县单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为县

划。《甘肃水生态环境保护及水资源利用对策研究》《兰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１９个县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为
县住建局下属事业单位；１个县在县住建局加挂城市管理

州西宁城市群建设对策研究课题》通过甘肃省重点课题

综合执法局牌子。８６个县（市、区）中有３３个县城市管

立战略发展研究院，组织开展战略研究论题征集和汇

理综合执法局参照公务员管理。会同省工信厅、省网信

编。编制《城乡给水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行业、地

办联合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

方、企业标准３２项。获第四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技术创新

信办关于开展城市信息模型（ＣＩＭ）基础平台建设的指导
意见》要求，印发甘肃省平台建设和联网工作方案，开

成果奖１项，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学技术奖２项。获省部

３２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评审。与兰州交通大学等共建甘肃省给水排水协会。成

级科学技术奖６项，省部级以上勘察设计及质量奖５８

项，省级专利奖１项，国家授权专利３７项。申报甘肃省

效，配合设立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基金，筛选符合条件的

科技厅课题 ８项，立项甘肃省政府课题１项。

项目积极争取基金支持，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规

（供稿∶张 茜）

生态环境保护

范第三方环保服务市场，提升全省环境服务水平。
【应对气候变化】全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量提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甘肃省下降１７？？目标任
务；深化金昌、兰州、敦煌三个国家低碳城市和嘉峪关

Ｉ门拿章

为２６微克／立方米，较２０１５年下降２１．２？？国家要求

国家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建设，连续三年完成１０９家重点排
放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确定１９家发电企业参与

１０？？，１４个市州ＰＭ２．５首次全部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全面完成６５０余家重点企业的省级清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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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比２０１５年的１个达标城市增加了１３个；优良天数

洁生产审核。

比率为９３．７？？国家要求９０．４？？，较２０１５年提高５个百
分点。３８个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１００？？国家

省统计局等１６家部门单位、历时３年、组织近万名工作

要求达到９２．１？？，无劣Ｖ类水体；３５个地下水国考点位

人员、对３万多家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开展全省第二次全

极差比例为５．７？？国家要求３１．４？？；１７个地级城市集中

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向社会公开发布《普查公报》，形成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到Ⅲ类标准限值要求；１８条地
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完成整治并达到＂无黑臭＂等

甘肃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统一数据库，包括１６００余
张数据库表、４５００余个数据字段、２５００余万条数据记

级；全省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

录，摸清全省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和排放状况，通过

量较２０１５年分别下降９．３７？？１０．２９？？９．４６？９．３３％；

国务院污普办验收。

【综述】２０２０年，全省ＰＭ２．５（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２０１９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较２０１５年下降
２７．９３？？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全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省生态环境厅联合

【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
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全省完成固定污染源清理

【环保督察】开展全省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

整顿、排污许可发证登记２３０６３家，其中已发证２８４２家

治、督察＂回头看＂、＂４＋１＂专项执法行动等，督促各地

（包括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已登记１３９３４家，对６２８７家

落实党政主体责任，全力构筑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不需要或者暂不需要发证登记的排污单位进行分类处

以祁连山为重点的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和生态修复治
理已初见成效，全省自然保护区内新增人类活动疑似问

置，提前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工作任务。

题点位和面积呈现＂双下降＂趋势。

２０２１

污染防治

【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坚决打好疫情防控

阻击战，坚持＂两个紧盯＂，严密做好医疗废物、医疗废

【大气污染防治】坚持优化调整＂四大结构＂，深入

水处理处置，协调指导全省收集处置医疗废物１１７０１．９８

治理工业、燃煤、机动车、扬尘＂四类污染源＂，开展

吨，其中涉疫情医疗废物 ４４６．５７吨，严格做到日收集、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工业窑炉综合治理、柴油货车

日转运、日处置；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保障全

污染治理、大气污染＂冬防＂攻坚＂四大行动＂。累计完

省环境质量安全。出台４个方面１２条措施和５个方面２６

成４３台１５１６．５万千瓦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整治＂散

条措施，全力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开展非现场检查

乱污＂企业１０７２家，完成１３０６５台５７２１９蒸吨燃煤锅炉综

１９４６次，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对各类企业一对一帮扶
３２７５次，支持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持续健康发展。
【生态环境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合整治。建成运行煤炭集中配送一级市场１０８个、二级配

制度改革，开展１４例损害赔偿案件，推动４９万立方米土
壤修复、１８００亩土地复耕、１９００亩土地造林绿化。在渭

与维护电子化闭环管理机制建设，打通＂天地车人＂一

体化监控系统。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开展战略合作，

河流域、黑河、石羊河流域开展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试点。借助信息化科技手段，建成覆盖全省的＂天空

联合兰州大学共建大气组分超级站。省会兰州市空气质
量改善取得标志性、历史性突破，ＰＭ２．５年均浓度首次达

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为３４微克／立方米，较２０１５

用，科学统筹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倒逼责任

年下降３４．６？？在北方１５个省会城市（直辖市、首府）

落实。

送网点２９００个。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网格化＂监管体
系。完成全省道路货运车辆＂三检合一＂、汽车排放检验

中排名第１位；优良天数首次达到３１２天，创历史新高，

【环保产业发展】省生态环境厅配合省发改委开展

较２０１５年增加６０天，在北方１５个省会城市（直辖市、首

全省环保产业现状调研，支持鼓励环保产业发展壮大，

府）中排名第２位；亚洲空气清洁中心发布的《大气中国

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助推环保产业市场扩容增

２０２０∶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中，兰州市在全国

资源管理 城乡建设 环境保护｜３２９

１６８个重点城市中综合评分排名第６位，＂兰州蓝＂已成

为＂常态蓝＂。

环境监管

【水污染防治】立足水污染治理、水资源节约、水生

【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

态保护，围绕＂保好水、治差水＂，推进水源地保护、城
市黑臭水体治理和重点流域综合治理。全面完成县级及

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２０２０年版）》，厘清职责边界；

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整治任务，

出台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开展柔性执法。
实施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甘肃 完成２０３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任务。
年鉴 １８条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完成整治并达到＂无黑
臭＂等级。１４２个国家重点镇中１３３个建成污水收集处理

加强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开展执法大练兵和比武竞赛

２０２１

活动，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推行＂信用＋环境执法＂监管

新模式，实现环境管理事前防范监督和事后惩戒并重。

设施，全省城市、县城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９７？？９３？？

开展＂四个专项行动、一项排查检查＂，共检查企事业单

较＂十二五＂末分别提高１２？？３１？？全省城市、县城污

位及水源地２２１１９家次，发现并推进整改问题２４７６个。

水处理率及地级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理处置率明显提升，

推进挂牌督办问题整改，中铝兰州分公司等４个生态环境

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
【土壤污染防治】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

部挂牌督办问题解除挂牌，对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５

利用率９８．９４？？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１００？？完成全省耕

家企业实施省级挂牌督办。２０２０年，立案查处各类生态
环境违法案件９２０件，拟处罚金额５４９７．７１万元，执行

地质量类别划分，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实现受污染耕

＂四个配套办法＂案件１１５件。实行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

地安全利用面积６．７１万亩、严格管控面积１．５３万亩。完
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更新发布《甘

法，省级收到有效举报２２７件，发放奖励资金３．１万元。做

好生态环境信访，受理信访投诉１０９４５件，办结率９９？？

肃省２０２０年度疑似污染地块清单和污染地块名单》《甘肃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建成１５个省级环境应急物资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建成１７４１个

储备库，组建１５支应急救援队伍。组织全省沿江河湖库

国控、１１８４个省控土壤环境监测点位，实现所有县市区

企业完成环境风险评估和环境风险等级划定，与相邻５省

全覆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累计完成２６８９个建制

（区）签订流域上下游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加快危险废物

村农村环境整治任务。
【黄河流域污染防治】履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利用处置能力布局和建设，深入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
理，促进源头减量和末端治理，严格落实危险废物全过
程监管，抓源头、管中间、建机制，防范各环节环境风

量发展污染防治专责组职责，举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甘肃）高峰论坛＂，研究制定甘

险。组织全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辐射环境安全管

肃省黄河流域污染防治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推进黄河

理省级督查及全国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化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编制。在

开展环境应急演练，组织开展＂陇原行动——甘肃２０２０

全国较早启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调查工作，

年核与辐射事故综合应急演习＂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５

完成甘肃省黄河流域４个水系３６条重要干支流８大类２２

起，全省生态环境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围绕＂６·５＂环境日＂５·２２＂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低碳日等重大环保纪念日，开展

小类排污口排查工作。初步建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基础

数据库和成果展示系统，形成＂２＋４＂成果报告，形成

＂流域—水功能区—控制单元—行政区域＂的流域空间管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持续推进环保设
施向公众开放，共接待参观群众３２８批次，总人数５３７８０人

控体系，协调生态环境部安排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１．２亿元专门用于黄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并将２０３个水污

次。加强舆论宣传阵地建设，实时监测舆情态势，增强舆

染防治项目（总投资１０６．４亿元）纳入中央水污染防治项

论引导的话语权。召开新闻发布会９次，在新华社等央媒发

目储备库，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系统性治理，被生态环境

稿１２０余篇，各类媒体平台发布信息１３４００余条，阅读量达

部列为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三个试点省份之

８２００万人次，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先后２次被

一，黄河流域１４条河流１８个国考断面水质全部为优良，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６．８？？

央视报道。２０２０年＂双微＂关注量增加一倍多，被生态环

境部表扬为＂发布优质内容较多的账号＂。
（供稿∶章雯雯）

３３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教育 科技

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策，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和保障机

教 育

制改革。
【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２０２０年，制定《甘肃省关

【综述】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１．５５万所，在

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甘肃

校生５３４．８万人，教职工４２．８万人，专任教师３７．８万人。

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其中幼儿园８０８９所，在园幼儿９５．８３万人，专任教师５．３

推动创建学校体育＂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

万人；普通小学５２５２所，在校生２００．９１万人，专任教师

技能＂教学模式。新增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５２

１５．１万人；普通初中１４７２所，在校生８７．４１万人，专任教
师８．１万人；普通高中３６４所，在校生５１．５８万人，专任教

所（总数达到１３１所）、校园排球特色学校５２所（总数５２
所）、校园冰雪特色学校３７所（总数达到６６所）、全国青

师４．６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１８４所，在校生１９．４６万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１４０所（总数达到８９０所）、全国

人，专任教师１．４万人；特殊教育学校４４所，在校生２．１５

足球特色幼儿园１１４所（总数达到２７６所）、全国青少年

万人，专任教师１０９２人；普通高等学校５０所，本专科在

校园足球试点县１个（总数达到６个）、全国青少年校园

校生５８．１１万人，专任教师３．１万人；研究生培养机构

足球＂满天星＂训练营１个（总数达３个）、全国青少年

（不计校数）１４个，研究生４．８５万人，专任教师１０４人；

校园篮球＂满天星＂训练营１个。
【考试招生】２０２０年，制定规范民办中小学招生入

成人高等学校５所，成人本专科在校生６．４４万人，专任教

师３８６人；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３２个，专任教师２２７人；

其他各类高等学历教育在校生８．０７万人。

学工作的政策，实行公办民办中小学同步招生。出台
《甘肃省高考综合改革工作推进方案》《甘肃省关于进一

【教育综合改革】２０２０年，出台《甘肃教育现代化

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召开全省高考综

２０３５规划纲要》《甘肃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合改革工作推进会议，甘肃省高考综合改革２０２１年秋季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甘肃省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

启动。出台《甘肃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

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甘肃省深化教育教改革全面提

法》《甘肃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建立

高义务教育质量实施方案》《甘肃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２０２０年全

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实施意见》《甘肃省产教融合型试点
建设实施方案》《甘肃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规划方案》

省高考录取率达到８５．２？？

《甘肃省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实施方案》等一揽子改革政

（包括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经费和教育费附加）达到

【教育投入】２０２０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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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２．９９亿元。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累计下达甘肃省教育专项

成４２３所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新增普惠性学位９万余

经费１１３．７５亿元。２０２０年共发行地方政府教育专项债券

个，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９１．２？？修订《普惠性民办

５．７亿元，支持１１所省属本科和高职院校改善办学条件。
下达省属高校政府债务救助和高校化债以奖代补专项资

园认定扶持管理办法》，完成１８６所无证园治理。评审认

金３０３８９万元。

原创幼儿故事绘本素材征集活动，形成甘肃特色＂学前

【教师队伍】全省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合格

定省级示范性幼儿园２１所，总数达到１１６所。开展首届

教育绘本＂。

率分别达到９９．９９？？９９．９５？？９７．１６？？出台《甘肃省中

【义务教育】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９６．６？？

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实施师德违规情况报告备案制

实施学位扩优计划，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５６人以上大

度。出台《甘肃省省属师范类本科院校公费教育实施办

班额比例下降到０．４４？？６６人以上超大班额全部消除。

法（试行）》，依托西北师范大学招收４００名公费师范

全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

生。近 １６万乡村教师每月享受到不低于４００元的生活补

９９？？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全省所有县市

助。２０２０年培训教师１１．８万人次。评选９７名省特级教

区全部实现均衡发展目标。

师（总数达到１３６９名），评选省级陇原名师１６名（总数

【高中教育】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９５？？实

达到２０１名）、省级骨干教师１０４名（总数达到３０００名）

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投入中央和省级补助资

和省级农村骨干教师１８８名（总数达到１００００名）。实施人

金４．２亿元，改善２００所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省级示

才工作＂五个一＂计划，２０２０年全省拔尖人才评选教育系

范性普通高中达到６５所，普通高中特色实验校达到８９

统占５６？？高校人才流失引进比例由５年前的１∶３．３下降

所。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提升＂２０２０年教育厅

到１∶７。

长突破项目。省级中职示范校达到４３所，国家级中职示

【教育信息化】全省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１００？？实
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召开全省教育信息化暨厅长突破

范校达到２３所。

项目推进会。＂互联网＋支教＂教育厅长突破项目覆盖１７个

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

县区１７５所中小学校（教学点）５８４个班级９．２万名学生。
在全省建设１４个智慧教育示范区、８４个智慧教育标杆校。

【高等教育】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４４？？

【法治教育和学校安全稳定】出台《甘肃省专门学

教育部、甘肃省政府召开部省合作整省推进职业教育

校建设方案》。全省法治副校长配备率达９０．８９？？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甘肃省中小学安全条例》。出台《全

发展打造＂技能甘肃＂启动大会，印发《教育部甘肃

省教育系统安全管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学校

肃＂的意见》。３所高职院校进入国家＂双高＂建设计

安全管理包抓机制工作方案》《全省教育领域专项整治实

划。全省２６个职教集团中３个被认定为国家首批示范

施方案》等一揽子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的政策措施。

性职教集团。教育部连续将甘肃省列为职教改革成效

全省学校食堂实现１００明厨亮灶＂，专兼职保安员配

明显并予以支持的５个省份之一。省属本科高校８个学

备率达到７７．２？？报警系统配备率达到８１．０２？？视频监

科排名进入全国同类学科前３０？？获批国家级一流本

控系统配备率达到９４．１２？？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封闭化

科专业建设点６７个、一流本科课程３６门。新增博士硕

管理基本实现１００？？目标。

士学位授权点８０个。发布《甘肃省高校新文科建设

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

【合作交流】甘肃省政府与中国矿业大学签署省校

＂十项行动＂》，２个基地获批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战略合作协议，与甘肃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内一流

培养基地，３２个项目获批教育部新工科、新农科研究
与改革实践项目，２８个本科专业通过国家工科或医学

大学达１２个。省政府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共建
兰州交通大学协议。省教育厅与内蒙古、陕西、青海等

专业认证评估。出台《甘肃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

省份签署教育合作专项行动计划。举办２０２０年度＂一带

业若干措施》，２０２０年全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一路＂高校联盟论坛和第一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线

７５．５１？？

上美术书法艺术展活动。召开全省教育外事工作会议。

【特殊教育】全省随班就读资源中心达到８６个、随

兰州理工大学与乌克兰文尼察国立技术大学共建孔子学

班就读资源教室１９６个，超过３０万人口的县（市）独立

院获批，甘肃省高校在境外共建孔子学院数量达到７所。

设置特教学校目标实现。全省所有市州均成立特殊教育

基础教育

省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９６．８？？

指导中心，所有县区均成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全

【学前教育】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９３？？完

３３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张永华）

专升本招生考试共有６８１４人报名，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８４８２

招生招考
【普通高校招生】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共有２６３１４２人报名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比２０１９年减少３６６５人。其中∶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考生３２８０人，占报考总数的

２１．４４？？？役大学生士兵３５人，占报考总数的０．２３？？
省属２０所本科院校计划招生９６７０名，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６９１１
名。共录取１００４０人，完成招生计划的１０３．８３？？

理工类考生１３６８７８人，文史类考生９８１５０人，中职生

【普通中专招生】２０２０年，在甘肃省招生的省内外

２８１１４人；应届生２０８４６５人，往届生５４６７７人；少数民族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共１１０所，招生总计划６２６５３名。其

考生１７４００人。全省共设１５个考区，２０３个考点，７３９３个

中，外省学校招生计划４２７８名，省内学校招生计划５８３７５

考场，其中∶理科考场４３０９个，文科考场３０８４个。

名。招生计划总数中包括招收五年制高职大专班及＂３＋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共录取考生２２４２１３人，总录取

２＂大专班的院校６所，计划招生２０８名；联合办学４３

率８５．２１？？较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５８个百分点。按层次分；本

所，计划招生２００６０名；普通中专１０１所，普通中专计划

科共录取１１９０２６人，占录取人数的５３．０９？？录取率

招生４２３８５名。实际录取３８４０７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６６５

４５．２３？？高职（专科）共录取１０５１８７人，占录取人数的

人。其中，五年一贯制及＂３＋２＂录取１８３人，联合办学

４６．９１？？录取率３９．９７？？按科类分；理工类录取１０４０７４

１２８８４人，普通中专录取２５３４０人。

人，占录取人数的４６．４２？？文史类录取５６４１０人，占录

【专项计划招生】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教育考试院加大

取人数的２５．１６？？体育类录取１９２０人，艺术类录取

精准扶贫专项计划、革命老区专项计划和省内少数民族

１３２３２人，中职生录取２４７６３人，高等职业教育综合评价

紧缺人才培养专项计划招生力度。据统计，各类＂专项

录取２３７０３人，残障生及职教师资单招录取１１１人。

计划＂在甘肃省计划招生１６５４３名（其中本科计划１２４５０

省教育考试院按照教育部部署，组织实施高职扩招
工作，报名１３０４０人，共计录取８４４１人。

名），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４７名。共录取考生１５３９０人，比原

【研究生招生】共有６００３４名考生在甘肃省报名并确

专项计划未完成），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５０人。其中∶本科录

认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推荐免试生２２３５名，总

取１２３６６人（包括高校专项３０５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４０

报名人数６２２６９名，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６９３４人，增幅１２．５？？

人；高职（专科）共录取３０２４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１０

全省共设兰州市、天水市、平凉市、张掖市、庆阳市、武

人。共录取５８个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考生１４８５９２

威市、白银市、定西市、酒泉市９个考区、１９个报考点。

人，其中本科７３７６６人，录取率４１．７２？？比２０１９年增加

０．７９？？强化考生资格审核，采取＂单列计划、单设批

名，增幅２１．４？？其中硕士研究生１７０９５名（含少数民族

次、单独录取＂的方式，拓宽农村、贫困和民族地区考

骨干９９名，农村师资９１名，录取推免生１２４０名、单考９

生升学渠道，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名、大学生士兵计划６０名），包括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高等教育自学

１５５５１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１５４４名；博士研究生

考试共开考６０个专业（其中专科１２个，本科４８个），报

１４３９名（含少数民族骨干２４名，思政教师后备１５名，高
校辅导员４名，两课教师３名），包括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考５５０１５人（其中，社会长线３３３８７人、应用型专业

１４２９名，非全日制博士研究生１０名。

线８８４９４科次、应用型专业３３７９７科次、专接本２２３６０科

报考点。
【成人高校招生】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成人高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共有６３４０６人报考（含免试生１５人），比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

１４２８９人、专接本７３３９人），１４４６５１科次（其中，社会长

次））。报考科次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总体持平。全省９所高

校开考２６个应用型专业，招生２０８９人。全省１０个自学考
试应用型专业社会助学组织登记备案考生８４６２人。２０２０

年共培养自学考试毕业生３３３３名。

年增加５９９５人。其中∶专科起点升本科报考３９３５５人，

【非学历教育考试】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共开设６项非学

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３９１７人；高中起点升本科报考３７６２人，比
２０１９年增加９０２人；高中起点升高职（专科）报考２０２８９

历教育考试项目，组织考试９次，共计报考６３万余人
次。其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考３３８２１１人

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１７６人。全省１４个市（州）共设置１７

次；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３９３０人；全国高校

个考区，６５个考点，２２２６个考场。共录取考生５４２３１人

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报考３７３９７人；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

（包括２１名免试生），录取率８５．５３？？其中，其中专科起

考７５０８３科次；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报考４８６科次；

点升本科录取３３８０９人，高中起点升本科录取３１２８人，
高中起点升专科录取１７２９４人。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考１４３３３６人次；教师资格考试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普通高校

甘肃
年鉴

计划减少１１５３名（主要是高职专科层次１０７１名建档立卡

甘肃省共录取研究生１８５３４名，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３２６４

新增白银市、定西市、酒泉市、兰州文理学院四个

面门拿Ｔ∶

（面试）报考３１８５３人次。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２０２０年，全省高中学业

教育 科技｜ ３３３

水平考试分夏季和冬季２次，全年参加考试人数约５１．７

次外国人才引进项目２项，聘请外籍兼职合作研究生导师

万，共涉及１９个文化科目（含民语类及翻译科目）和信

１８名。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全年招收本科生 ９７人、硕士研

息技术上机考试。
门课程的命题制卷工作，并分别为３１个省（区、市）（含

究生５３人、博士研究生４７人、语言进修生３０２人。
（供稿∶兰州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２０２０年，西北师范大学设２６个专

全国考办）提供１２门课程２６１套全国统一命题试卷清

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省级教学团队３

样。２０２０年申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题２５７ 门。命
制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试题３０套。开展２次高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省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命题工作】２０２０年，共完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２６１

，

甘肃

年鉴 等教育自学考试征题和２次甘肃省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卷库
２０２１

征题工作，共征集试题２５０套。

１６项，省级创新创业教学改革项目４项，２名教师获得省

级教学名师奖。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７５人，硕士研究３１６８
人，各类普通本科生４６５５人。学校获批省级以上纵向项

（供稿∶赵 俊 高 辉 何小虎）

目２３５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２５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５２项。获批教育部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

部分学校

实验基地、甘肃省融媒体工程研究中心、甘肃长城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教育信息化战

【兰州大学】２０２０年，兰州大学获批２个国家级基础

略研究中心等４个省部级研究基地和甘肃省社会科学普及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１６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２项
国家级教学比赛二等奖、６项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

示范基地。获批＂海智计划＂项目两项。获批国家级大

践项目、４项教育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全年本科招

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训练工程项目１４项，８８７３名家庭

生４８８５人。增列资源与环境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土
木水利、生物与医药、林业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全

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入学。与白俄罗斯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２７项、省级８９项。获批甘肃省大

年研究生招生５５６０人，其中硕士４６６０人、博士９００人。

国立大学等７所高水平大学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完成摩尔
多瓦自由国际大学、波黑萨拉热窝大学孔子学院、苏丹

获创新创业国家级奖项１４项、省部级奖项９０项，优化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转隶工作。组织５１名留学生赴敦

＂互联网＋就业＂模式，学生总体就业率８７．８９？？推进

煌参加＂重走丝路·探寻中华文明之旅＂主题文化体验

＂双一流＂建设。开展２０２１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

活动。
（供稿∶朱海滨）

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连
续第三年实现＂零核减＂；＂双一流＂引导专项执行率达

【兰州理工大学】２０２０年，学校３门本科课程入选首

１００？？新增自然科学类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研究基地 ４４

批国家级一流课程，３１门课程入选省级一流。１０个专业

个，其中国家野外站２个；人文社科类省部级及以上重点

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７个专业入选省级一

研究基地４个。获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项目１

流，３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新增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项、课题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１９９项，国家

专业，新建１５个教学科研实验室，新增虚拟仿真实验教

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３２项，首次获批１项艺术学国家

学项目８项。获批省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２５个。立项建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获中国专利金奖１项、全国创新争先

设国家级双创项目６５项。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１２５

奖１项、省部级科学技术奖２２项，获

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

类）优秀成果奖９项，２个智库入选中

孝育部师德师 风殖设地物所仪线。

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学校加入中泰

高等教育合作联盟，成立＂一带一
路＂高校联盟高加索素分盟。入选教育
部首批＂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培养创新
实践基地＂建设高校、＂共建＇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部省品牌培育项目＂
首批建设名单。获批教育部港澳与内
地大中小学师生交流计划项目９项、对

台教育交流项目２项，国家留学生基金

委创新型人才培养项目３项。获批高等
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２个、国家高层

３３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４月２７日，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西北师范大学）揭牌

项、国家级创新创业奖励４项。一本招生扩大至１８个省

作会议框架下中外导师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３

份。学校分别有１０个、６个专业入选＂双万计划＂国家

名。１项＂春晖计划＂合作科研项目获教育部立项资助，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遴
选建设红柳特色优势专业１１个、重点专业１２个。现有２０

２项＂国际杰青计划＂获科技部立项资助。新增＂虚拟现
实技术与应用系统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成立＂兰州交通

个省级重点学科，４个国防特色学科方向。有５个博士后

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所＂。

科研流动站、６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２３个一级学科硕士、
１４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有７０个本科专业，其中国家特
色专业建设点６个，教育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２
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１个；１４个专业通过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评估），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的＂第一

（供稿∶王丹）
【西北民族大学】２０２０年，学校新增１４个校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获批省级一流课程２１门、教学团队２

个、教学成果培育项目１５项。新增２７个实习基地，学生

方阵＂。＂测绘科学与技术＂（０８１６）一级学科获批增列硕

学科竞赛获国际级奖６项、国家级奖２９项。共有１１５８４门
次课程（教学班）开展线上教学，参与学生４３７８０５人

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９４项，其中国家级

次，主讲教师１２６３５人次。＂专业必修＂类占比３６？？

自然科学基金 ７０项、国家级军工项目５项、国家和教育

＂专业选修＂类占比２１？？通识平台必修类占比２０？？

部社科项目８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及课题５项。获

＂学课平台必修＂类占比１５？？本科招生６２００名；预科

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１项、国防科技进步三等奖１
木工程材料创新研究中心（长江学者平台），成立酒泉先

招生３９３名；本科第一志愿录取人数为６１３６名，第一志
愿录取率为９３．１？？学校录取的６５９３名本、预科新生
中，少数民族考生４１４３名，占６２．８４？？涵盖５０个民族。

进技术研究院、敦煌设计形态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

录取博士研究生４３人（含４名骨干计划），其中，少数民

学校获批承办乌克兰文尼察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
院，完成相关转隶工作。获批＂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

族学生２７人，占６２．７９？？？士毕业生４３人，占１００％；
在职人员１７人，占３９．５３？？２０２０年录取硕士研究生７１０

合作会议＂框架下博士生招生名额９名（全省共２６名）。

人（含５０名骨干计划，５名退役士兵计划），其中，学术

招收国际学生１４８名。制定２６个本科专业、３８个研究生

型３４０名，专业学位３７０名；少数民族学生１９６人，占

专业的中英双语课程体系。制定、修订国际学生管理制

２７．６０？？？届本科毕业生３４８人，占４９．０１？？？学本科

度规定。５８名国际学生顺利毕业，２名国际学生获＂中国

毕业生７００人，占９８．５９？？同等学力考生９人，占

政府优秀来华留学生＂荣誉称号。

１．２７？？已获硕士学历研究生１人，占０．１４？？获批国家

项。授权发明专利１３７项、转让３６项。建成西部先进土

（供稿∶马雪琴）
【兰州交通大学】２０２０年，兰州交通大学１６个专业获
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现有１１个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

务项目８０余项，全口径科研经费突破１亿。

（供稿∶刘 璇）
【甘肃农业大学】２０２０年，学校立项５个校级专业综

项目获批甘肃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新增４个本

合改革试点项目。获批１０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获批２

科校外教学实习基地。２０２０年共授予博士学位４５人，授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获批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

予硕士学位１５９９人。１３个项目获得甘肃省就业创业能力

项目４项、甘肃省教学团队２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提升工程项目立项，新增智能计算与大数据等１２个创新

１个。学校获科技成果奖１４项，获批＂国家林业草原高

创业基地。新增３个省部级科研平台、３个厅局级科研平
台、１个全国铁路科普教育基地、１个中国科协＂海智计

寒草地鼠害防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甘肃省枸杞无

划＂工作站。 １０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１６个省

全球排名前１？？完成７个博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

（区、市），一本录取率约为９１？？２０２０年毕业学生７７４７

组织农业硕士（包括７个领域）、兽医博士（硕士）、林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２２人，硕士研究生１３９３人，本科生

业、中药学４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参加全国专业学位水平
评估。录取研究生 １３３５人，研究生年底就业率为

害化栽培工程研究中心＂。植物与动物科学学科进入ＥＳＩ

７６．７４？？录取本科生 ４６９０人，本科生年底就业率为
８５．４３？？获批＂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１项，经费７万元。

为９１．１６？？签订《兰州交通大学（ＬＺＪＴＵ）与维尔纽斯

２名教师被２０２０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录取，１名

格迪米纳斯技术大学（ＶＧＴＵ）＂４＋２＂双学位项目合作协

学生被乌克兰互换奖学金项目录取。２名博士生被国家建

议书》，组建建筑学五年制本科专业＂天佑建筑国际班＂

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录取。

并完成项目班首批招生工作。新增丝绸之路产学研用合

２０２１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项、冷门绝学研究专项２项，横向服

流本科课程。２个项目获批国家第二批新工科项目，１６个

８３．８３？？其中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１００？？硕士研究生就
业率为８１．８４？？本科生就业率为８３．０８？？高职生就业率

甘肃
年鉴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２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３项、国家

点和１９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５门课程获批国家级一

５４５０人，专科生８８２人。２０２０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

面门拿Ｔ∶

（供稿∶石万里 马文龙）

教育 科技｜３３５

，

【兰州财经大学】２０２０年，学校推荐审计学等１５个

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成立越野滑雪、旱地冰壶、

专业申报２０２０年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数字

滑轮、旱地冰球四支代表队。获批立项各类科研项目１１４

经济＂和＂跨境电子商务＂２个新专业，撤销＂产品设
计＂专业。获批省级教学团队２个，省级教学成果奖培育

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７项。招收本科生２５６９人，
首次实现在全国１８个省（市、自治区）第一批次招生。

项目１４个。创新创业教学改革项目３项，＂３Ｓ＂技术应用

毕业３７３８人，其中本科生２６６７人、研究生３６８人、成人

实验教学中心获批省级实验示范教学中心。强化统计学

教育７０３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６９．３？？获得博士学位授

甘肃
年鉴 以及法律硕士等５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的新增申报工作。组
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组织完成理论经济学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２０２１

予单位、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公共管理、工商管理、汉

语言国际教育、电子信息与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织和审核应用经济学等６个学科参加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

增列监狱学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

工作，金融学等７个专业学位授权点参加全国专业学位水

授权点下自主设置军事法目录内二级学科以及国家安全学

平评估。录取博士研究生１８名，硕士研究生７９６名。国

交叉学科。完成８个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绩效考核。招收研

家级项目立项１３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１１项、

究生６３３人。１４名毕业研究生考取一流大学博士研究生。

（供稿∶杨进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项。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１项、省科技计划项目３４项、省社科规划项目９项、省
高校科研项目２９项。成立兰州财经大学黄河流域生态保

学２个本科专业。获批省级教学名师２名、省级创新创业

护和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生态产品价值有关研究

教育教学名师１名、省级教学团队１个、省级创新创业教

成果入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
（供稿∶侯志峰 余 茜）

育教学团队１个、省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１０项、省级创

【甘肃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０年，学校新增２个本科专业

赛奖励１３７项，其中，国家级奖励１０项，省级奖励１２７

开始招生，１１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１个

项。获批准立项各级各类科研项目１３３项，资助总经费

本科专业通过学位认证。新增６所教学医院，２所实践教

７９８．７９９万元，其中纵向科研项目１０５项，资助总经费

学基地。有２４个本科专业和９个专科专业招生，其中本

４２７．２９９万元；国家级科研项目５项，省部级科研项目３０

科一批次招生专业达到５个。新增中医博士专业学位、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硕士学术学位３个

项，地厅级科研项目７０项。获得甘肃省科学技术奖１

学位授权点，获２个目录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新

项目３７７项。１０个项目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建６个公共卫生硕士（ＭＰＨ）研究生实践基地。留学生教

计划项目，２０个项目获批甘肃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育新增１个留学生招生专业，招收留学生专业达到４个。

项目。招生４５０６人，毕业３４０９人，就业率为８６．７７？？参

新增４个国家学生来校学习。全年立项纵向项目１２０项，

加＂一带一路＂高校联盟线上论坛、纪念路易·艾黎１２３

共计经费１５４８．６５万元；横向项目１０项，共计经费１２１．３

周年线上研讨会，参与由教育部牵头，４所国内外院校共

万元。设立１２个校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防治

建的新西兰培黎实训基地项目，向教育部提交学校关于参
建＂新西兰培黎实训基地＂的方案。学校与俄罗斯奔萨国

专项。招收专科生３７１５人，博士研究生４４人，硕士研究

生１０５０人，具有本、硕层次学历留学生３３人。毕业学生
本科２３５９人，硕、博士研究生３４９人，本科毕业生就业
率为８１．２１？？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为８５？？

【兰州城市学院】２０２０年，学校申报会计学、建筑

新创业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３项。学生获得各级各类学科竞

项，甘肃省农牧渔业丰收奖１项。立项支持学生创新创业

立大学合作项目２０名学生在国内进行免费线上教育。
（供稿∶马晓娟）
【天水师范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申报＂人工智能＂

（供稿∶陈晓强）

＂数字媒体艺术＂２个专业，获批教育部第二批新工科项

【甘肃政法大学】２０２０年，政治与行政学、公共事业

目。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和新工科项目４项，有甘肃省教

管理、环境设计等３个专业获批省级一流专业。制订了

育厅２０２０年教学成果培育项目１２项、教学团队２个、实

《甘肃政法大学本科学生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方案》，把劳

育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面向西部民族地区网络安

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教学名师１名。新建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１个，完成３６８１名本科生和１９７名研究生的学位授

全人才需求的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获教育部第二

予工作。校外各级各类项目１７７项，获批省级协同创新中

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一院两校＂协同培养

心１个，成立＂伏羲智库＂，组织申报甘肃省工程研究中

藏汉双语法治人才综合改革研究》等１２项教学成果培育

心１个，市校共建重点实验室１个。２０２０年，天水师范学

项目获省级立项，《实践为主型公共管理专业教学团队》

院录取各类普通考生４５４０名（其中硕士研究生３３１名），

《面向网络空间安全的人工智能教学团队》等２个教学团

授予学士学位３７９１人、硕士学位１９７人，毕业生就业率

队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学校获得全国范围内招收冰雪

８３．３８？？签署《天水师范学院与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

３３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合作备忘录》《澳门科技大学与天水师范学院教育学术交

团队１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教学成果奖培育

流框架合作协议》等８个校级合作协议；完成《陕西师范

项目８项。二维设计基础课程被教育部评定为首批＂国

大学天水师范学院对口支援（校际合作）框架协议》《陕
西师范大学 天水师范学院教师教育校际合作协议》的签
署工作，招收１０名外国留学生来校学习，引进外籍高层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完成９门一流本科课程的立项，９
门省级一流课程申报工作。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
获立省部级项目１５项；厅局级以上项目４５项。立项校级

次人才２名，推荐５名教师赴海外深造访学。

科研项目４６项。立项２０２０年度兰州文理学院大学生科研

面门拿Ｔ∶

（供稿∶王晓辉）

能力培养计划项目４０项。共录取考生３４３０人，其中本科

【河西学院】２０２０年，经省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１８０人，专科４１０人，专升本６９０人，预科１５０人，录取

学校被推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教育、农业、旅游管

率１００？？２０２０届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９１．３３？？报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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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被推荐为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现已上报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审批。研究制订《河西学院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规

生３２５４人，报到率９４．８７？？同比增长３．０３？？１０２名本科

划》和《河西学院＂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建设规

本，占比５６．３３？？

毕业生考取研究生，占比５．６７？５０名毕业生考取专升

划》，推进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建设，学校《大学计算机

（供稿∶张 婷）

基础》课程被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植

【兰州工业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顺利接受教育部本

物学》等８门课程被认定为＂甘肃省省级一流本科课
程＂，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园艺、临床医学

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学校新增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２

和护理学５个本科专业被认定为甘肃省２０２０年度＂省级

个，获批省级创新创业试点专业１个，培育校级一流专业
７个。疫情防控期间，开通在线课程６６４门，完成５个本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物联网工程、菌物科学与工

科专业学士学位授权评审和４６３名教师听课评课。获批各

程、工商管理（第二学位）３个新本科专业。学校获得省

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１０项、省级教学团队２

级各类科研项目８０余项，其中省重点人才项目、省自然
科学基金计划项目、省高等学校产业支撑计划项目等３２

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２人获＂甘肃省教学名

项。获省机械工程学会科学技术奖、省电子学会科学技

师＂荣誉称号、１人获＂青年教师成才奖＂，３个项目立项

术奖１１项。创新与合作通过搭平台、设基金、立项目、

为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实践项目＂。２０２０届毕业生４８３１

建团队、创课程、办竞赛，构建＂六位一体＂创新创业

人，就业率达到９０．８１？？

教育教学体系。申报甘肃省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工

（供稿∶河西学院）

程项目，获批智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经费３００万元。大学

【陇东学院】２０２０年，学校被甘肃省学位委员会确

生创新创业各类学科技能竞赛中，获国家级奖励５９项，

定为２０２０年新增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备选）。陇东道情皮

省级奖励１８５项。构建＂一体系四融合＂创新创业育人模

影传承基地获２０２０年全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式，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校地合作。

《南梁精神概论》获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获批省级实

（供稿∶牛广文李 静）

验教学示范中心１个。学校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中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申报２个省级教

国软件专业人才培养工程（ＣＳＴＰ）等９家企业联合成立

学团队，１０项省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增列金融数学和

陇东学院微软ＩＴ学院。成立庆阳数据信息产业研究院。

网络工程两个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组织实施＂２０２０年新

获批２０２０年高校新型智库研究项目１项。获准科研项目

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补助专项＂５个项目的培训任

２３０项，资助总经费２３２３万元，其中，获批国家自然科

务，全年累计培训３６８人次，获培训经费９８．２万元。学校

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８项。３个项目获批教育部

被批准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完成１３项省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１０个项目获评省级高等

校级双创项目结项工作，推荐申报２项国家级双创项目、

教育教学成果培育项目。２个项目获批甘肃省高校创新创

２９项省级双创项目，申报２个省级双创教改研究项目，

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２０年，引进高层次人才１
人，引进特聘教授２人，签约博士２４人，教师外出攻读

推荐１个省级双创教育教学团队。组织学生参加第十二届

博士学位１８人。２０２０年学校在职博士７１人，招录３１名

＂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金奖１项，铜
奖１０项。获批数学、设计学２个国家民委重点学科，获

辅导员和７名编外专业技术人员。获批省级教学名师、省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项、

级教学团队各１个。完成招生４４６３人，２０２０届毕业生年

省自然科学基金１项、省社科规划项目１项、教育厅科研

度就业率达到７２？？上，３４２名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

项目８项、横向科研项目２项。结项科技部＂三区＂人才

（供稿∶文静茹）

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１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项、省

【兰州文理学院】２０２０年，兰州文理学院被列入新

教育厅科研项目１１项、校级科研项目１３项。录取本预科
新生 ２９４９人，一志愿率为９６？？？次承担普通＂专升

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单位。获得省级教学

２０２１

教育 科技｜３７

４

本＂招生任务，完成５４７人招生计划。新生实际报到率为

师工作司首批全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案例，２

９６．５７？？与甘肃政法大学联办法学（双语）专业６０人，
报到率１００？？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６０．６？？
（供稿∶敏兰）

名教师入选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首批全国＂双师型＂教师

个人专业发展优秀案例。与连云港徐圩新区等联合共建
产业学院９个。新增校企联合技术研发中心３个、应用技

【甘肃医学院】２０２０年，集聚学院优质资源，集中力

术协同创新中心９个。２０２０年立项各类科技教研项目１２３

量推进＂双万计划＂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被评为省级一流

项，结题８２项，学校被甘肃省科技厅认定为第三批省级

专业建设点，医学遗传学被评为首批国家级线下一流课
程，基础护理学、护士人文修养、病理学被评定为省级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学校化工博览馆获批兰州市１００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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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线下一流课程，８个教学改革项目获批高等教育教学成果
２０２１

普教育基地之一。招生录取５９８３人。学校与加拿大荷兰

学院合作的会计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首次招生４７名；

培育项目。申报预防医学、中医学和针灸推拿学３个本科

在校留学生 ８６名。２０２０届毕业生 ４５９９人，就业率

专业；获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层次护理学、药学两

９７．５４？？其中，毕业生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占７５．９８？？

个专业和专科层次护理、药学、中药学三个函授专业。

在世界５００强、全国５００强、民营５００强、化工５００强企

２１７５名学生分批次送到全国１０个省、市７１家实习基地，

业就业占６８．６２？？

（供稿∶张建祥）

建立５家教学基地，安排见习６８９次。拓展科研申报渠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省级教

道，获批立项省科技项目２项，甘肃省人文社科项目１
项，省哲学社科项目１项，省高等学校创新基金项目１５
项，平凉市第五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７项，甘肃省普通高

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８项，获批甘肃省职业教育信息化能
力提升建设项目３项、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

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研究课题３项。科研成果发表学术论

项、甘肃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１２门，省级大学生创

文１５４篇，其中ＣＳＣＤ２２篇，中文核心８篇，中国科技核

心７篇，编写著作教材４７部，获得新型实用专利３８项，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２６项，结项１２项；获批甘肃省
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２项、甘肃省教育厅第三批职

软件著作权３９项。获批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业教育名师工作室２个；获全国煤炭行业教学成果奖特等

计划项目１１项、省级２２项。整体就业率达９２．５５？？面向

奖１项、一等奖４项。立项科研项目６０项，结项科研项目

全国１８个省录取本科学生１５８０人，专科学生６４９人，专

５６项，其中与中南大学联合申报并立项国家自然基金项

升本６２０人，报到率９２．２８？？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９４个百分

目１项，与兰州大学成功申报甘肃省气候资源开发与灾害

点，成人教育招生２８１８人，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９２９人，接收

防控重点实验室。立项技术协同创新项目９项，获批授权

平凉、白银两市乡村医生４５６名成人学员集中开展培训。

实用新型专利６６项，软件著作权１９项。招生计划６３４７

（供稿∶练 成）

人，报录取新生６２６０人，实际报到６００８人，报到率为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２０年，停招３个专业，

９５．９７？？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４２？？省内普通文理类录取分

开设＂水环境监测与治理＂＂信息安全与管理＂＂汽车车

数线均上升至全省高职院校第２位。２０２０届毕业生４３５７

身维修技术＂＂数字图文信息技术＂４个新专业。推进１＋
Ｘ证书制度试点工作，获批教育部试点１＋Ｘ证书累计达到

人，已就业４３３０人，就业率为９９．３８？？

（供稿∶高兰德 张 雪）

２３个。煤化工、大型化工装备维护检

修、基于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群
建设的高职教育等３个虚拟仿真教学系

统获省级立项。实施 ＭＯ０Ｃ＋ＳＰＯＣ＋翻
转课堂等模式改革，《石油化工技术高

水平专业群人才核心能力培养数字资
源平台》等２个项目获省级信息化能力
提升建设项目立项，《＂一带一路＂背
景下石油化工国际化现代学徒制人才

流。

Ａ．付岔

培养模式研究》等７个项目获省级教学
改革研究立项。新引进教师５４人，其
中，博士９人、硕士３６人，教授１人，

国读沿量

副高１人，中级职称１人。开展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自主评审工作，新晋升教

授７人、副教授２０人。入选教育部教

３３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２０２０年，举办新入职教师培

中心、民警心理行为训练场等３９个实验实训场所，各类

训班，开展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说课活

实验实训仪器设备总值１．０８亿元，训练场（馆）１２个，

动。建成省级骨干专业２个，在线精品课程７门，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１０门，普通在线课程３７１门。教育教学改革

与基层公安机关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实习基地４３个。在
校学生７３４８人。教职工３５５人，其中专任教师２９７人，具

研究项目４项，英语项目２项，创新创业项目２项，创新

有教授、副教授职称教师１３３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创业慕课１项。省级教育创新团队４个。调整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４４．８？？具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教师１２１人，其中博

ｈ门拿窄

级＂２＋１＂人才培养专业课程计划。开展４个工种全国考

士５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４０．７？双师型＂教师１９０

证工作。推进现代学徒制和１＋Ｘ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

柳工集团建立现代学徒制试点班。新增１５个＂１＋Ｘ＂证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６３．９？？学院有左家湾和皋兰两个
校区，占地面积１９４８．５亩，校舍建筑面积１７．６万平方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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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制度试点项目，累计获批教育部＂１＋Ｘ＂证书制度试点
项目２４个，开展学生考证和教师培训，实现＂课证融

资源数据库２个。

米，图书馆藏纸质图书８２万册，电子图书２０万册，电子

通＂。获评首届甘肃省黄炎培职教奖——优秀学校奖。在

２０２０年，学院刑事侦查专业成功获批省级骨干专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有５人在四个项

业，整合７个公安类专业资源，建设社会治安管理与服

目中获得＂优胜奖＂（甘肃省共１２个），３人入选国家集

务、刑事侦查技术及应用２个专业群。组建安保技防学院

训队（甘肃省５人入选），并获得甘肃唯一＂西部技能之

和网络安全教研部，建设网络空间治理警务技术和安保

星＂称号。师生荣获国家、省级专业奖项两百多项。获

技防２个专业群。

批各级课题立项９５项，结项９２项，发表论文１９２篇，申

２０２０年，学院科研工作中，１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请专利４５项，出版教材著作２３本，科研成果获奖１０３人

６项省级科研项目以及４个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达到中期验

次。完成高职专科录取４４０９人，甘肃工商技师学院录取
５３７人。２０２０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９９．８３？？２０２１届毕业

收水平，１１个项目获得教育厅重点改革项目和科技厅省
级科研立项，其中２项实现自然科学基金和青年科技基金

生签约率８４．７８？？专升本考试录取５３６人，录取人数占
２０２０届毕业生总数的１８？？

项目两个突破。
２０２０年，学院共举办各类培训班９７期，培训人数

（供稿∶苏文力）

１０２６５人。其中培训民警９３０４人，其他社会人员９６１人。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经省政府

招收＂专接本＂新生１８２０人，组织２１８０人自学考试，通

批准，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甘肃开放大学（甘政函

２０２１

过率达到８５？？录取函授生４９人。

〔２０２０〕１３３号）。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经省政府批复同

２０２０年，学院首次实现高中生综合评价和中职升学

意，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改制为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

考试招生。录取新生３３６７人，招生计划完成率和录取报

院（甘政函〔２０２０〕１４１号），隶属甘肃开放大学管理。

到率分别达到９７．７？９３？７５人超过二本线，文、理

开设开放教育本科（高中起点）专业５个，开放教育本科

最低录取分数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００分。１９２４名应届毕业生

（专科起点）专业２９个，开放教育专科专业３９个，＂新兴

中有１６５９人就业，其中公安系统公务员岗位４１１人，国

产业工人培养和发展助力计划＂试点专业１２个，开放教

家基层项目、辅警及其他就业１２４８人，２０２０年就业率达

育＂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科专业９个；开设成人专科

到８６？？

专业４０个，普通中专专业２２个，成人中专专业１２个。开

（供稿∶陈 裕）

放教育在籍生８２８２６人，毕业生１６３２９人，招生２６４３３

人。省校成人专科（高职）在校生５０５１人，毕业生２８６５
人，招生２２１３人；省校与其他院校及奥鹏等合作办学的

科 技

网络本、专科在校生６０９人，毕业３０１人，招生１人；省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校与其他院校合作办学的成人本、专科在校生３６７人，毕
业１２４８人，招生２１５人。省校中专（中职）在校生３９８８

达到５５．１？？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Ｒ＆Ｄ）投入强度

人，毕业生１５８５人，招生１３１７人。

１．２６？？２０１９年），技术合同成交额２３３．２亿元。争取国家
各类科技项目７９８项，获得资金支持６．４亿元。高新技术

（供稿∶常秀芝）

企业数量达到１２２９家，较上年增长１６．８３？？下达研发费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内设机构１９个，
其中１２个教学训练机构、６个行政机构、１个培训中心；

用补助７７４０万元。获批建设７个国家级创新基地平台。２

共开设２４个专业，其中１０个公安类专业、１４个与公安工

【科技体制改革】２０２０年，组建甘肃省同位素实验

作紧密相关的普通类专业。学院建有电子物证实验室、

室等３个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平台。制定出台《关于

痕迹检验实验室、ＤＮＡ实验室、安检安防综合实验实训

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引领的意见》（甘政发

名科技工作者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奖。

教育 科技｜ ３３９

装置（ＨＩＡＦ）＂和＂加速器驱动嬗变
研究装置（ＣＩＡＤＳ）＂建设进展，服务

：：一

甘肃

年鉴

区

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战略。推
进落实兰州地区＂一院三所＂与甘肃
省国资委战略合作协议，２０２０年 ＂一
院三所＂与省属企业新签订各类技术
服务合同额达２０６５万元；与甘青两省
科技厅建立长效沟通机制；与定西市

人民政府签署院地合作协议，确定７个

２０２１

方面重点合作领域；加强与甘肃省科
学院在人才培养、平台建设、项目申

请、资源共享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协
７月１６日，正威电子信息产业园的第三期项目——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高铁导线项目

建成投产

调推动枸杞、油橄榄等生物资源高值

化利用分别落地西部宁夏和云南，为

地方带来 ６８００万元经济效益，为研究

〔２０２０】４６号）等政策措施。推进省级科技计划管理改
革，调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流程，安排资金３．９亿

所争取３０００万元横向经费。分院部分科技成果如近代物

元，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等年度科技计划。改革省级

有机高分子材料在纳米层面的复合杂化和工业化应用

科技奖励政策，增设特等奖。
【重大科技项目】２０２０年，获得各类国家科技计划

等，多次写入甘肃省主要领导的报告和讲话。＂碳离
子治疗系统在武威肿瘤医院正式接诊患者＂入选甘肃

项目（课题）７９８项，争取科研资金６．４亿元。围绕寒旱

省＂２０２０年十大新闻＂＂。２０２０年经分院推荐的项目获

理所的碳离子治疗装置、兰化所的凹凸棒石高值利用、

农业、生态屏障保护等重点方向，布局１３项科技重大专

甘肃省科技计划支持１２００余万元。近物所＂碳离子

项。组织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２８项。入

治癌研究及大型肿瘤治疗装置研发与产业化＂获科技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１１９４家，较上年增长７６．１？？入库企

进步特等奖。２０２０年各单位获各类奖励１４项（省级特

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５．３亿元。在特色优势领域布局

等奖１项，一等奖２项，全国创新争先奖２人，专利奖３

１５家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跟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项，先进集体１项，先进个人２项，兰州市优秀科技工

范区建设，在路径选择和发展目标上形成示范。

作者３人）。

【科技交流合作】制定《甘肃省加强创新能力开放

（供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合作实施意见》，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开放合作。立

【甘肃省科学院】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科学院完成高技术

足＂一带一路＂区位优势，线上线下开展中俄科技创新

产业园项目相关的可研报告、修详规划、初步设计及施

年活动，承担国家科技援助项目和政府间合作项目７项，

工图；完成高技术产业园建设前期专项报告的编制及评

实施国列高端外专项目１８项；新认定省级国际科技合作

审工作；完成建设用地的所有手续办理及建设围栏及场

基地和引才引智基地各１０家。甘肃省科技创新及引才引

地的平整；与甘肃一安集团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暨高技术

智成果，荣获第１８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最佳展示

产业园融资协议；开展入列２０２１年专项债申报工作，初

奖。受理办结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４２３件。
（供稿∶何建武）

步完成《高技术产业园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编制工作；
完成项目施工单位资格评审、公开招标工作及临电施工
用电工程设计招标工作；完成创新基地控制价及清单编

部分科研单位

制、控制价评审询价比选等多项工作。共签订横向项目

２００余项；下达２０２０年度院科技产业化项目１０项，组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２０２０年，中国科学院兰州

织验收产业化项目１１项；共组织申报各类科技项目９１

分院向甘肃省政府呈报《关于碳离子治疗系统产业化进

项，立项２０项。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６项并全

展情况的报告》。协助近代物理所争取地方支持３８００万元
建设甘肃省同位素实验室，一期工程已于９月底开工；争

部通过初审，其中２项获批立项；兰州市城关区科技计
划项目立项１项。组织申报２０２０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

取＂大型中微子探测阵列ＧＲＡＮＤ＂落地甘肃；助力甘肃

４５项，其中８项获批立项；组织申报２０２０年度院列科

发展凹凸棒石产业，协调兰化所帮助地方建设甘肃黏土
矿物功能材料创新中心；跟进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

技计划项目２８项，其中５项获批资助。参与国家重大

３４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战略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

任务，独立承担该任务中的第九项任务的两个重要子
专题；获得绿色矿山评估机构服务能力认证证书和

肃社会科学在线升级研发工作有力推进，院内外网、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平评价＂五星级等级证书；生物
研究所。开发出牛粪无害化基质产品、奶牛养殖场废

站运维效能提升，大数据共享平台建设通过验收。
２０２０年，中国知网授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知识创新

水纯生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及微生物菌剂制备生产和生

服务应用示范基地》荣誉牌，成为获此殊荣的全国１０

物质炭制备生产线等；传感技术研究所。以巨磁阻

家单位之一。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董汉河研究员主持

１拿．

ＭＥＭＳ传感器系列研发为主导，相继攻克研发巨磁阻薄
膜器件制备、ＭＥＭＳ关键工艺技术研发等核心技术，在

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历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研

自旋电子理论、ＭＥＭＳ传感器核心结构设计、ＭＥＭＳ工

历史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国两

甘肃
年鉴

艺技术研发以及ＭＥＭＳ器件研发等方面取得较为显著
的成果；磁性器件研究所。成功研制磁力阀、磁力纱

会期间，＂关于加快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为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的提案＂，被

管等关键技术产品，形成超临界二氧化碳无水染色核

全国政协列为２０２０年重点提案督办调研项目之一。《陇

心技术１０余项，解决该染色技术的＂卡脖子＂难题；

上学人文存》文化建设项目被列入甘肃人民出版社重
点图书选题和《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十

自然能源研究所。投资 ３０００万元的可再生能源产品中
试基地与创新平台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项工作已进

甘肃社会科学在线、华夏文化资源云平台三大门户网

究》项目，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西路军

区基金项目实现零的突破，《面向馆藏大幅面文物的数

二五＂规划纲要》全省学术积累优秀社科成果出版建
设工程，现已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又一个标志性
品牌，涉及１５个学科领域。

字化采集与智能修复关键技术研究》的成功获批立

（供稿∶杨雪琴）

入收尾阶段；自动化研究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

项；纳米应用技术研究室。在甘肃、新疆、河南等省
份２０多个农技中心、合作社及农户开展纳米农作物种

植试验，取得良好的应用示范推广效果。与北京交通
大学共同成立＂微纳材料与器件联合实验室＂。

气 象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平均气温８．８℃，较常年同

（供稿∶李小波）

期偏高０．６℃；降水量５０６．５毫米，偏多２６？？为近１７年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２０２０年，学院新上项目１２０余
项，合同经费１．７亿元，到位经费１．６亿元。结题验收项
目９６项，登记省级科技成果５０项。完成８００余份作物种

第二多。暴雨日数偏多，范围广、影响大，陇东南受灾

质资源抗逆性鉴定。育成新品种１６个，鉴选出牛肉面专

重；大风、沙尘天气少；寒潮、强降温天气偏少，共出

用小麦品系２０个。甘肃省农业科学院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现３次区域性强降温天气过程。２０２０年总体气候条件较

等奖１项（协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７项、三等奖５项，

好，水资源评价为丰水年，人体舒适度较高，但区域气

省专利二等级２项、三等奖１项，省农牧渔业丰收奖７
项；审定（登记）新品种３４个，授权国家发明专利２３

严重；夏季高温次数偏多、范围小、持续时间短；冰雹
日数较常年偏少，但范围为近三年最大，局地受灾较

候事件和气象灾害对农牧业、生态环境、人体和水资源

造成一定影响。

项，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软件著作权７５项，

【气温】２０２０年，全省平均气温８．８℃，较常年同期偏

品种保护权６项；制定颁布实施技术标准２２项；发表学

高０．６℃，但为近６年最低。２０２０年各地平均气温，张掖

术论文３７９篇，出版专著７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新机

市南部、武威市南部和甘南州西部为１℃～５℃，酒泉市

制，促进＂政科企＂＂产学研＂联合，推进跨行业、跨领

北部、武威市北部、白银市、兰州市中部、天水市、平

域合作。探索科技成果推介新方式，成功举办＂第二届

凉市东部、庆阳市、甘南州东南部和陇南市北部为９℃～
１３℃，陇南市南部为１３℃￣１６℃，省内其余地方为５℃￣

甘肃省农业科技成果推介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展示

立科技成果孵化中心，８家企业入驻开展成果转化活动。

９℃；与常年同期相比，酒泉市南部、武威市和定西市西
部、甘南州中北部、庆阳市和陇南市南部接近常年，其

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的合作，签订技术服务协议近４００

余地方偏高０．５℃～１．５℃。

推介４００项科技成果，发布１００项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成

２０２１

份，在全方位服务农业产业发展中实现成果的知识价

２０２０年全省各月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１０和

值。推进＂陇薯入藏＂＂陇薯出国＂，提升＂陇字号＂良

１２月气温分别偏低０．１℃和１．２℃，其中１０月为２００８年

种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以来最低，１２月为２００６年以来最低；１—３月均偏高

（供稿∶方 蕊）

１．６℃￣２．１℃，均为近３年最高，其余月份偏高０．１℃～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１℃。１月—３月全省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偏高

社科数字化建设工作取得新突破，科研考核系统、甘

０．５℃～４℃，１０月与１２月平均最高气温偏低，１１月平

教育 科技 ３４

均最低气温偏高。
【降水】２０２０年全省平均降水量５０６．５毫米，较常年

同期偏多２６？？为近１７年第二多（２０１８年，５１４．５毫米）。
２０２０年各地降水量，酒泉市北部为１１～１００毫米，
酒泉市中南部、张掖市、武威市、兰州市和白银市为
１。

甘肃

１００～４００毫米，甘南州东南部和陇南市东南部为８００￣
１２５０毫米，省内其余地方为４００～８００毫米。与常年同期

年鉴 市、庆阳市西部和陇南市偏多２￣７成，酒泉市、张掖市
西部和武威市东北部偏少２～８成，省内其余地方接近常
２０２１ 年同期。
相比，白银市南部、定西市、甘南州、天水市、平凉

２０２０年全省各月降水量与常年相比，３、４和９月分

１２０

ｓ⑩９

《％）８０
每８

化旦士事新因日汕
导唯

４０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１２月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各月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变化图（？？

在７月７日、７月２７日、７月２８日和８月２６日。

别偏少３２．３？？３１？２７？？其余各月均偏多，８月偏多

【大风沙尘】２０２０年全省大风、沙尘日数较常年偏

１０２．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多，１１月偏多２５？？但为近３
年最少，１２月降水偏多４４？？为近５年最多，其余各月降

（区）出现扬沙、浮尘天气，均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５９

水量偏多８？？３８？？

：

量

县（区）出现大风天气，较常年偏少，为２０１０年以来最
少，主要出现在２月中旬、４、５月上旬和６月下旬的酒泉

市、张掖市、武威市、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和庆阳

，士国群２，所工。

市，造成部分区域农作物受灾。
【寒潮、强降温】２０２０年全省寒潮、强降温较常年同

期偏少。７１县（区）出现寒潮天气，主要出现在１月上
旬至６月上旬、９月中旬至１２月下旬，其中２月１５日—１６
日９县（区）出现区域性特强寒潮，３月９日—１０日、１１

补普 可

ｐｙ

少。５月３日民勤出现１次沙尘暴，分别有２６、２９县

平均气温 ——平均最高气温 ——平均最低气温

ｍ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各月平均气温、平均最高和最低
气温距平变化图（℃）

【暴雨洪涝】２０２０年全省２３县（区））出现暴雨，暴雨

月２１日—２２日和１２月３０日１４县（区）出现特强寒潮，
最低气温在－２５￣－１０．２℃之间，２４小时降温３．４℃￣１２．７℃，

４８小时降温６．９～１６．１℃。年内共有３４县（区）出现强降

温天气，主要出现在２月上旬至３月下旬、５月上旬、６月
上旬、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下旬，其中２月１３日一１６日、３
月２６日—２７日和１２月２８日—３０日出现区域性强降温天

气过程，４８小时降温５．４℃￣１５．１℃。

日数较常年偏多。暴雨主要出现在８月的白银、定西、平
凉、庆阳、天水、陇南和甘南７市（州）。暴雨引发山

域主要为定西、甘南、平凉、天水、陇南等市州，尤其

洪、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和城乡积涝，农经作物及基础

正值农作物和林果关键生育期，４、５月出现了近１０年最

【年景评述】２０２０年气候条件对农牧业影响较大的区

设施损失巨大。年内１０县出现极端日降水事件，较常年

多的霜冻，并且强度和范围较大，５月河西、定西和庆阳

偏多。６月２６日静宁县和８月１７日文县日降水量破建站

等地出现低温冻害，河东大部出现冰雹，灾害造成冬、

以来极值。

春小麦和玉米及苹果、桃等受损；夏季降水偏多，虽有

【冰雹】２０２０年全省２７县（区）出现冰雹天气，较

效缓解了前期旱情，但暴雨造成陇东南农作物受灾；秋

常年同期偏少，但范围为近三年最大，局地冰雹灾害

季连阴雨过程多，利于小秋作物生长；冬季冬麦区大部
降水偏多，封冻墒情良好，总体利于冬小麦返青和经济

影响大，主要出现在兰州、定西、平凉、天水和甘南
等市（州），尤以５月冰雹造成农经作物、基础设施等

受灾较重。

林果的萌芽。
２０２０年降水资源等级为异常丰水年，为２０１７年以来

【高温】次数偏多、范围小、持续时间短。２０２０年全
省共２０县（区）出现３５℃以上高温天气，较常年偏多，

连续第四个丰水年，是１９９１年以来第三高。但降水分布

但为近５年最少。敦煌、瓜州、鼎新和文县４县（区）高

河东降水明显偏多，尤其是大雨以上日数偏多明显，区

温持续１０～２５天，其余地区１～８天。４６县（区）出现

域性暴雨和连阴雨日数偏多，对黄河上游甘肃段各支流

３２℃以上高温天气，较常年偏多。年内区域性高温出现

水系和水库蓄水有利，但同时也给防汛抗灾工作带来较

３４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不均匀，上半年河西降水偏少，酒泉部分水库干枯，而

大压力。

部门用于灾害抢险；组织市县地震部门１００余人次参加监

９月）甘肃省平均植被指数ＮＤＶＩ为０．３２８４，较近２０年同

测预报业务各类培训。
【地震灾害预防】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放管
服＂改革。理顺重大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监管机制和

期平均偏高１３．５？？为２０００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高值，

监管流程，落实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事前事中事后

仅低于２０１８和２０１９年。植被指数越高表明植被长势越

监管要求。２０２０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地震安全监管检

拿章

好，２０２０年生长季甘肃省植被长势偏好，同时也反映出
近２０年甘肃省植被长势为持续向好的态势。

查工作。此次检查共完成＂十三五＂时期的重大工程９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０年５月—９月，甘肃省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

多、气温偏高，气候条件有利于植被生长，生长季（５—

全省气候舒适日数为１０１天，接近常年同期，大部分

项，高层建筑５８项，２００９年以来学校建设工程５０７７项，

医院建设工程７２３项，一般建设工程２７４９项。

区域人体舒适度较高。武威市南部、定西市北部和甘南
州６０天以下，酒泉市北部、张掖市北部、武威市北部、
白银市、兰州市南部、天水市大部、陇南市北部、平凉

安全性评价单位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情况，抽查在甘肃

市和庆阳市为１００～１６０天，陇南市南部为１６０～２００天。

发现的不合格的安评报告责令进行整改。印发《甘肃省

（供稿∶蔡元成）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监管。２０２０年检查省内５家地震

２０２１

省内开展的１１项工程项目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对抽查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暂行）》（甘震发

〔２０２０〕】４０号）。组织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技术审

地 震

查。组织专家对华亭工业园区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项
目报告和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建设项目区评报告进行技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共发生２．０级以上地震６９次。

术审查。

其中，２．０￣２．９级５７次，３．０￣３．９级１１次，４．０￣４．９级１次，

采用地质地貌调查、条带状填图与地球物理探测、

最大地震为１月３０日酒泉市阿克塞县４．２级。２０２０年省内

钻孔勘探、槽探等相结合的技术途径，开展武威市活动

地震活动强度不高，主要呈现西强东弱的特点。空间

断层探测与地震危险性评价工作。完成区域地震构造环

上，２级以上地震分布特征不明显，３级以上地震中有８

境专题报告及区域地震构造图编制，进行区域地震构造

次集中分布于甘肃中西部地区，４次在甘肃东南部地区。

环境专题数据库入库检测及修改；对野外断层推测点进

时间上，８月发生２级以上地震最多，共１０次；９月发生

行电磁剖面试验性探测；通过综合探测，查明武威市目

地震次数最少，共３次。另外，３级以上地震主要集中发

标区内主要活动断层的地表准确位置、规模、活动性及

生在前半年。

地震危险性；提供标绘在１∶５万或１∶１万地形图上的主

【监测预报】强化震情跟踪与研判，加强全省震情监
视跟踪工作组织与协调，健全省、市、县地震部门和地

要活动断层分布图、地震危险性概率分布图和地震危害

性评价图。

震台站紧密结合的震情跟踪工作机制，制定《甘肃省震

【地震应急保障】推进新形势下＂全灾种、大应

情监视跟踪和应急准备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南北地震带

急＂管理模式，提升地震应急工作能力。印发《省防震

北段构造协作区震情监视跟踪工作机制，制定《南北地

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２０２０年防震减灾工作要点的通

震带北段构造协作区震情跟踪工作方案》；深化会商机制

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下半年地震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通

改革，完善测震和地球物理学科强震短临预报指标体

系，细化＂全国震情会商技术方案＂。完成２０２０年全国两

知》，安排部署防震减灾重点工作。召开省防震减灾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通报震情趋势，研究确

会、十九届五中全会及２０２０年国庆、中秋＂两节＂地震
安全保障服务工作。

定防震减灾工作措施。协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
对年度地震重点危险区涉及的８个市州和部分县区开展地

推进＂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甘肃子项目＂

震灾害防范应对准备专项检查。向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单

建设，完成预警项目一般站安装调试运行，初步形成烈
度速报能力。台站土建完成１００？？完成设备采购；办结

位和相关市州通报问题，制定印发整改方案，向国务院

９１个新建基准站征地手续；完成１００个新建基准站租

地，主体完工新建基准站１０７个、基本站１００个，改建基
准站５７个。成立甘肃省地震局地震预警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

抗震救灾指挥部报送整改落实情况。编制完成《２０２０年
甘肃省地震重点危险区地震灾害预评估与应急处置要点

报告》，组织专家评审后分送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
成员单位和相关市州政府。派出地震现场工作队参加宁
夏海原西北片区纪念海原大地震１００周年联合应急救援演

争取资金９７万元，支持市县地震监测项目；在洪涝灾害

练、协同开展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重大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
演、参加白银市地震灾害及危险化学品事故综合应急演

期间，筹措经费６５万元，下拨给陇南、甘南等市县地震

练，检查地震现场工作队实战工作能力。

强化市县地震核心业务，优化市县地震台网建设，

教育 科技 ４３

１Ｐ０

甘肃

推进搜救基地配套项目建设，年内协调完成主体验
收、室外管网设计和施工招标、供电设计手续办理等工

和科技人员作题为《黄土工程新技术的研发和理论分

作。完成地震应急装备库建设，完成地震应急装备搬迁
登记入库工作，强化地震应急设备装备保障。实施大震

科学技术处等单位的３０余名科技人员参加交流。
由白银市人民政府、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和甘肃省地

应急物资储备项目实施，完成统招分签和自行采购项目

震局共同在白银市举办纪念海原地震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

合同签订、验收入库工作。

会。此次研讨会有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学术交流】２０２０年，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陈涛研究员等一行三人莅临甘肃省地震局开展调研和
年鉴 学术交流活动，共同研究探讨电磁学科的地震预测预报

２０２１

问题。局科学技术处、西部强震室、预报中心、监测中

心等单位的１０余名同志参加交流。
兰州理工大学董建华教授应邀为甘肃省地震局专家

３４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析》的学术报告。兰州岩土地震研究所、预报中心和局

究院、兰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
所、南京工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上海市地震局等十

余家学术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全省１４个市州地震部门代表

１００余人参会。

（供稿∶许丽萍）

文化 旅游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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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力

文化旅游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共接待游客２．１３亿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１４５５亿元。

立长期合作关系，大流量进行文化传播和旅游宣传推

广，全年媒体发稿量达８０００余篇（条）。组织开展甘肃文
旅与携程集团＂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合作，
开拓甘肃旅游市场；联合甘肃银行推出甘肃＂城市印
象＂系列信用卡，开展吃、住、行、游、购、娱等优惠

２０２０年底，永靖炳灵寺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区正式列
入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名单。全省累计建成Ａ级景区３５７

活动；授权第三方公司设计推出如意甘肃彩车系列文创

家，其中，５Ａ级景区６家，４Ａ级景区１０７家，３Ａ级及以

产品，放大＂交响丝路· 如意甘肃＂彩车的宣传效应；

下景区２４４家。共有星级饭店３９７家，旅行社７４７家，持

证导游１０８６２人。世界文化遗产７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组织修订印发《＂引客入甘＂补贴实施办法》，激励各相
关文旅企业创新方式方法开挖掘拓市场；邀请中央电视

单位１３２处；公共图书馆１０３个、文化馆１０３个、乡镇综

台科教频道《味道》栏目组制作播出＂兰州美食＂、《味

合文化站１２２８个，乡村舞台１６８６５个；娱乐场所１５４５
家、互联网服务场所１４０６家；国家级非遗项目６８项，各

道·我的家乡菜·定西篇》等专题节目。

类非遗扶贫就业工坊１０６家。
【文化旅游宣传推广】２０２０年，开展＂你是人间四

１５００余种。组织省内１３０余家文旅企业分别参加青海

月天＂——甘肃文旅致敬医务人员健康休养活动、＂联通

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山东首届中国国际文化

陆海丝·助推双循环＂——甘肃文旅＂环西部火车游＂
主题推广营销活动和＂丰收了·游甘肃＂冬春文化旅游

旅游博览会、２０２０重庆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和第１５
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等，展出文创产

惠民活动等三大主题推广营销活动。参与＂疫去春来·

品、旅游商品７６类２８０余个系列。嘉峪关＂雄关万年历

江山多娇＂全国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征集展示活动，申报

香薰拼接组合＂获得２０２０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银奖；甘肃

推荐十大特色主题旅游线路，其中＂大梦敦煌·丝路经

典＂＂千里风情·黄河水韵＂等４条主题旅游线入选全国

华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研发的＂敦煌故事自在一旅行套
装系列＂获得铜奖，甘肃省文旅厅被大赛组委会授予突

百条精品旅游线路。优选读者杂志等８家省内外优质广告

出贡献奖。在２０２０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获２金６银４

平台进行省市整合宣传，在文旅融合、乡村旅游、大型
主题活动和常态化发布旅游产品线路等方面共同开展主

铜和最佳贡献奖，甘肃省旅游协会被授予突出贡献奖。
敦煌研究院取得注册商标１０８个，省博物馆文创中心拥有

题宣传。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省内外３０多家媒体建

注册商标２个。

【文化旅游商品】全省文化旅游商品和文创产品达到
２０２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第二届中

文化 旅游 体育｜３４５

列——＂陆上丝绸之路之旅＂推广活动；举

办首届丝绸之路（甘肃）国际微视频展暨首
届中国（甘肃）青年短视频创作精英挑战赛、

首届＂一带一路＂百校结好美术书法艺术展
２防

：

够结境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活动、＂纪念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１２０周
年国际书法邀请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

故Ｍ必维修零社零明

啉常端

佛教遗产展＂＂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与
日本秋田县县厅共同策划举办＂走近丝绸之

路上的明珠———魅力甘肃文化旅游图片
展＂，参与＂２０２０中日旅游在线商洽会＂、
２０２０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东盟博览会、上
海进博会等及其他在国内举办的国际文化旅

游会展。申请加入＂港澳青少年内地游学联
盟＂，推荐选送敦煌市莫高里工匠村———非

９月１２日，＂春绿陇原＂经典陇剧唱响最美乡村
【文艺创作与活动】省文旅厅组织全省文艺工作者开
展＂艺术战疫＂文艺创作活动，创作３６００多部（幅）涵

文艺作品，全网浏览量超过１５００万次。话剧《七先生》
入选文化和旅游部＂２０２０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
持工程＂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舞剧《彩虹之

人。设计并细化的＂交响丝路非遗之旅＂＂涛涛黄河非遗之
旅＂２条行程线路，入选中国旅游报组织的＂全国非遗主题
旅游线路征集宣传活动＂。与腾讯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达成

战略合作，共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

活动和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打造＂花开敦

【全域旅游】完成嘉峪关市、平凉市崆峒区、张掖市
肃南县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初审验收工作；启动

煌＂＂大路西行＂＂朝圣敦煌＂三大陇原美术创作品牌活
动以及敦煌系列、黄河系列、长城系列、民俗系列实景

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认定工作。２０２０年全省
基本实现崆峒山、嘉峪关、麦积山、鸣沙山—月牙泉４个

演艺项目。
【文化交流合作】２０２０年初，省

＂欢乐春节＂活动，演出 ４４场，现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参与２０２０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购物节＂相关活动。《甘肃非遗辞典》
编纂工作完成，即将出版。全省１０６家非遗扶贫就业工坊

吸纳就业人口５０８３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２５５户２０７８

路》入围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评剧目。甘肃
美术馆《丝路丹青——甘肃美术馆馆藏作品精品展》、甘
肃天庆美术馆《寸笺之道——清末民初名人书信交流
展》首次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

荷兰等１４国２３个城市举办２０２０年

临摹体验＂项目，入选２０２０年度港澳青少年内地游学产
品。敦煌市成功入选２０２１年＂东亚文化之都＂。

盖戏曲、曲艺、舞蹈、音乐、美术、书法、文学等抗疫

文旅厅组织艺术团组在美国、法国、

遗保护传承基地＂敦煌泥塑，敦煌壁画古法

Ｙ

＂丰收了，避甘肃＂ 冬卷文化廉避惠民活动启动仪式

经丝侧之路（中回）旅行商大会

观众达５万余人次。参加２０２０＂中国

α 少中它∶０７－合充Ａａａ（ｙ０ｍ０华的白

Ａｎ

文莱旅游年＂＂中国马来西亚文化旅
游年＂开幕式及系列宣传推广活动。
通过＂畅游丝路＂＂陇原遗韵＂＂陇原

食韵＂＂陇原艺韵＂系列的展示，向
驻新加坡、泰国、德国等２０多个国家

使馆、中国文化中心、旅游办官网及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ｉｋｔｏｋ、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新媒体
推广宣传。在线参与＂澳门世界旅游

经济论坛＂，参加＂中国—阿联酋旅

会

秒轮六势钢
牛收寸峰苦角

师阴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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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西“

游线上合作论坛＂＂中阿文旅产品数
字展＂活动、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
主办的２０２０台湾＂美丽中华＂线上系
３４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ｌ１月５日，由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中国旅行社协会共同组织的＂丰收了·游甘肃＂冬
春文化旅游惠民活动暨丝绸之路（（中国）旅行商大会在敦煌举办

５Ａ级景区以一级以上公路与高速公路相连，４Ａ级景区以

基本建设工程的文物考古调查及考古工作。推进敦煌

一级公路与主通道相连。全省累计建设自驾车旅居车营

学、简牍学、长城学等人文社科研究，出版《甘肃省基

地４４个，总投资约３７．３亿元。
【旅游招商引资】省文旅厅加强与新奥集团、复星

本建设考古报告集（一）》《战国戎人造车》《肃南马蹄
寺石窟群》等考古报告和学术成果。

集团、依文集团、泰康集团、华侨城集团等国内大型民

【博物馆建设】甘肃简牍博物馆建设工程主体封

营和国有企业联系，签订文化旅游战略合作协议７１个，
签约金额２７６亿元。新奥集团投资２００亿元的＂敦煌奇迹

顶，平凉市等１６家博物馆晋级国家一、二、三级博物

Ｉ门拿Ｔ

馆。２０２０年推出新陈列展览 １５个、专题展览 １５０多个，

世界＂项目正式签约。组织省内各文旅企业共同发起成

甘肃省文物局与甘肃省教育厅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

立甘肃文旅企业家俱乐部，创办刊发专栏文章１８期。

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实施意见》，推进文物领域

甘肃
年鉴

【智慧旅游建设】策划开展＂甘肃文旅杯＂国际短
视频展与微视频创作大赛，近１００个国家２０００多部作品

参赛。疫情发生后，发起宅家游丝路 快拍丝路 快游

甘肃两次快手大Ｖ培养计划，＂＃宅家游丝路＃宅家看甘肃
好风景 ＃宅家听甘肃好故事 ＃快拍丝路快游甘肃＂４个话
题挑战活动，累计创作发布短视频超过１４４２８个、播放总
量超过１０亿次，开展直播超过１８００场、在线观看人次超

２０２１
博物馆、云直播、云讲解等文博服务新业态，推出线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出台文博单位防疫指南，拓展云游

展览３９个。
【文物科研】２０２０年，开展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
研究课题６２项，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７项，立项
省级文物研究课题５１项，授权文物保护技术专利１３项，

完成技术标准２部。

（供稿∶王 杰）

过２２００万。举办网络宣传暨短视频创作推广培训班，建
办＂如意甘肃＂网红直播孵化基地。融入新华社民族品
牌工程、携程＂ＢＯＳＳ直播带货＂等活动，＂引客入甘＂

直播带货累计达到９７３万元。

档案管理
【创新与发展】全年审核、推送各类信息４０００余

（供稿∶张 萌）

文物工作

条，拍摄制作＂脱贫攻坚奔小康＂＂追寻先烈足迹＂等
主题微视频７部，在全省１２７种期刊社会效益考核评价中

《档案》杂志被评定为优秀等次。开展档案法律知识、档

案业务考核和技能竞赛，开展网络教学，组织收看《中
【文物保护改革】甘肃省文物局联合甘肃省纪委监

委、公检法等八部门出台《甘肃省涉案文物管理移交暂

国疫情防控 ７０年》《党史故事１００讲》等，开展警示

教育。

行办法》。深化博物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武威市、张掖

【档案资源建设】２０２０年，接收、征集各类档案资

市、大地湾等８个博物馆成立理事会。推进文化体制改

料５万卷（件）、专业档案３种７４３４卷（件），照片档案

革，完成甘肃省文物商店转企改制工作。实施中华文物

２万张，声像档案资料超过２万分钟，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媒体传播精品工程，敦煌研究院＂云游敦煌＂小程序

档案１．４６ＴＢ，重大活 动资料、视频、照片等数据

和甘肃省博物馆文物表情包项目入选中华文物全媒体传

２７３ＧＢ。研究开发＂甘肃省档案馆双套进馆数据检查报

播精品推介项目，《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入选优秀国

送体系统＂，接收１．９７万件２０万页档案数字化副本数

产纪录片。

据。推进国家重点档案著录工作，扫描民国档案７６万

【文物保护管理】２０２０年，颁布《酒泉市锁阳城遗
址保护条例》《嘉峪关市黑山岩画保护条例》。实施榜罗

幅，著录３０万条。加快馆藏１９４９年后档案数字化进

镇会议旧址、东灰山遗址、崆峒山古建筑群、雷台汉
亿元，实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１３２项。甘肃省分１４个单

条，归档目录５．６７万条，数字化扫描２１８万幅，仿真复
制１１０幅，馆藏档案数字化资源达到２５８１万画幅。
【档案信息化】２０２０年，推进ＡＫ替代工作，一期

元开展石窟寺专项调查，完成石窟寺景区游客承载量核

项目暨馆综合协同办公系统项目正在实施。推进甘肃省

定公布工作，实施莫高窟、天梯山石窟等５个石窟寺数字

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平台建设。完成馆藏系统项

化保护项目。编制完成《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保护利
用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

目招标工作。投入２６５万元，推动中心机房及网络布线

墓、果园—新城墓群等５处国保单位保护规划。投资３．１７

【考古发掘】开展天祝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宁县

度，案卷级目录著录０．７万条，文件级目录著录６．１万

改造。完成省档案馆电子政务内网接入、设备安装调试

工作及内网终端节点分级保护评测工作。

石家及遇村遗址、礼县四角坪遗址、锁阳城遗址等重点

档案安全】档案馆对现有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和更

考古发掘项目１０余项。天祝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夏河
白石崖溶洞遗址列入＂考古中国＂项目。完成７３项配合

新，投资 ４５０万元对后库管理处围墙和河堤进行重建。
筹措资金 １００万元对消防系统、监控系统、电梯进行维
文化 旅游 体育｜３４７

修升级改造。对馆藏４８万卷案卷级和４０万件文件级及

一家完成编纂出版任务的省份。

其他类别档案清查，建立馆藏档案台账。开展网络安全
应急演练，完成备份一体机重删功能的系统升级改造，备份

【年鉴编纂与出版】２０２０年，落实《全国地方志事业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和《甘肃省地方志事

数据１６Ｔ。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对地方综合年鉴规定的任务，

（供稿∶郭潇月）

，。

扭转由于重志轻鉴导致年鉴工作整体滞后的局面，实现全

省１０１种综合年鉴当年编辑、当年出版发行的目标。

甘肃 文史研究
年鉴 【文化交流】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先后组
２０２１

在２０２０年第七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年鉴类）评
选中，甘肃省１部省级年鉴、４部市级年鉴、８部县级年

鉴被评为精品年鉴。

织馆员、研究员参加中央文史馆和各省区、市组织的文

【史志信息化建设】《甘肃地方史志网》（甘肃数字

化交流活动１０多次，书画作品参展５次。组织部分馆员
研究员和机关干部分别赴内蒙古馆、山西馆、福建馆、
云南馆、浙江馆、陕西馆、重庆馆等兄弟馆进行文史考

方志馆）累计完成志书、年鉴及地情资料上传８３４部、６

察和馆务交流。组织馆员、研究员赴兰州、庆阳、陇

现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中内容容量最大网站，史志信息

南、白银等地开展历史文化考察和送书画下基层活动。
【文化成果】依照著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出资近３０
万元，对甘肃文史馆首任馆长、清末进士杨巨川著《梦

化建设位居全国前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建成史志业务

游四吟》和张克复、刘大林等馆员的文史书画著作给予
资助出版；全年编发《甘肃文史》四期，出版《工作通

讯》一期，刊登文史类５０多名馆员研究员的文章１００余

亿字、１１．４万幅图照，并实现全文检索，累计浏览量达
７７．５万人次。《甘肃地方史志网》（甘肃数字方志馆）是

在线编辑系统。由各级地方史志部门协助进行史实把关

的《中国影像方志》甘肃部分专题节目顺利播出，累计
播出３１个县（市、区）专题３１集，其中２０２０年播出阿克

塞、迭部、庄浪、环县、卓尼、甘谷、积石山、和政、渭
源、康乐、陇西、岷县、静宁、靖远、泾川等１５个县

篇（首）４０余万字。
【调研咨政】２０２０年，馆里先后组织馆员、研究员围

（市、区）专题１５集。《甘肃史志》等刊物和载体刊发一批

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旧志整理】２０２０年，开展旧志整理工作，省地方
史志办公室组织完成清乾隆《甘肃通志》点校出版，配

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建设、文化大省建设等专题调研。
向省政府提交的５篇建言报告分别获省政府领导批示。馆

学术质量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省内外理论学术文章。

合相关部门启动实施＂丝绸之路文献——甘肃地方志＂

员、研究员为地方的文化产业发展、加快文化旅游融合

旧志系列整理出版工程，从全省现存的１８９种２０００多卷

发展等工作出谋划策，做规划。

旧志等古籍资料中，甄别遴选《甘肃通志稿》等有代表

（供稿∶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

性的６２部、共３０００余万字精品旧志进行逐年整理出版。
《甘肃通志稿》影印本进入出版环节。２０２０年，兰州市地

地方史志工作
【地方志书编纂与出版】２０２０年，全省出版乡镇（街

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出版《皋兰山新志稿校注》、榆中县地
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出版民国时期《兴隆山志》，平凉市地

方史志办公室整理出版《平凉旧志辑珍》等。

道）志５２部、村（社区）志８２部，正在编纂乡镇（街

【地情资料编研】全省地方史志部门研究编写一批

道）志７６部、村（社区）志４０部。２０２０年，全省地方史

独具地方特色的地情资料著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

志部门在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确

编写《甘肃史地考述》《甘肃史地编研》《甘肃志鉴编

定以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等８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天

研》，合作编写《甘肃７０年建设改革发展纪事》，编写的

水市麦积区麦积镇街亭村等５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酒泉

《甘肃简史》《甘肃历史学术研究论丛》已出版发行；兰

市敦煌市月牙泉镇月牙泉村等１２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兰州历史图录（１９００—

的名镇名村志编纂为带动，推进村、镇志编纂工作。２５

２０１８年）》，永登县和榆中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分别组织编

个名镇名村志编纂全面展开，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志

写《金城村史》系列丛书，武威市地方志研究中心组织

中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志》已出版发行，陇南市宕昌

编写《武威市党史系列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专题资料

县《哈达铺镇志》、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志》《金崖镇

汇编》《武威市扶贫开发专题资料和口述资料汇编》，民

志》，永登县《连城镇志》《红城镇志》，甘南州临潭县

勤县地方志研究中心组织编写《民勤方言拾遗》，白银市

《新城镇志》，兰州市西固区《河口村志》，庆阳市正宁县

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白银民间小戏曲》，平凉市地

《罗川村志》等志书编纂取得积极进展。省地方史志办公
室编纂的《甘肃抗日战争志》进入出版阶段，是全国第

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平凉史略》《赵时春文集校

３４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注》，庆阳市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编写《铁链桥沧桑

——宁县米桥镇纪事》，临夏州永靖县地方史志办公室组

目文章４２篇、教育部基金项目文章７篇、其他基金项目

织编写《永靖民俗》《永靖告比文化》，广河县地方史志

１１篇。全年组织专家刊发９个专题文章，期刊评价数据

办公室组织编写《乡音的味道》等地情资料。

继续保持在较好位次，连续９年被评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
报》（２０２０年版）统计源期刊，学科影响力指数排名位列
４６种图情类期刊第１０位。

（供稿∶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图书馆工作

（供稿∶祁自顺）
博物馆工作

２０２１

万，外借图书２８．６万册次；检索文献信息２万余条，解答
咨询７４００余次，实现原文传递２３００余篇，为省委宣传部

【综述】至２０２０年底，馆藏珍贵历史文物、自然标本８

舆情中心报送意识形态领域舆情信息２００余条；举办各类

万余件（组），馆藏文物尤以新石器时代之冠的甘肃彩陶、

读者活动２０４场次，其中举办周末名家讲坛２２场、书画

汉代简牍文书、汉唐丝绸之路珍品、佛教艺术宝萃、古生

名家系列讲座４期、少儿周末亲子活动１８期、彩虹花少

物化石和近现代革命史料等独具特色。基本陈列５个，《甘
肃丝绸之路文明》《甘肃彩陶》《甘肃古生物化石》《庄严妙

儿绘本故事会１６期、阳光影院１８场、陇上文化行系列活

动１２２场、＂陇右寻珍＂推广活动４场。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文化共享工程甘肃省分中心完
成２０２０年度数字图书馆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

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秀奖。

设、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等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的

集柜架，文物按质地分类、分库（柜）保管，珍贵藏品

申报工作，推进＂陇上文化视界平台＂和＂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云平台甘肃专区＂功能的优化完善工作。完成

均有专用柜存放。建立总账、分类账及文物卡片。

《丝绸之路上的甘肃》《华夏文明在甘肃》等１５个项目的

账目整理补充，征集文物３３６件组，接收文物捐赠３７件

评审验收，正式出版发行《陇上百工》微纪录片。组织

组，接收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的化石、动物标本和

开展全省相关图书馆开展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中央转移

矿石标本１１７件。２０２０年暑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野外采

地方支付项目验收，完成９个图书馆共计３４个分项目的

集昆虫标本９００余只、植物标本４０余件。对３３批次７７０９

验收工作。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完成甘谷县、泾川县图书馆，

件（组）涉案文物进行鉴定评估。完善信息资料数字化
管理系统。分类整理民国图书１０００册。建立１５１４张照片

甘肃医学院图书馆等６家单位馆藏８００余部近 １．６万册古

资料档案，整理旧底片 ４００张，建档保存纸质图片资料

籍的普查著录，审校数据５００余条，协助兰州市图书馆完

１１１４张。

相——甘肃佛教艺术展》《红色甘肃——走向１９４９》，先后
【藏品管理】２０２０年，省博物馆库房内配置手动式密

２０２０年，新建纸质文物档案５０００份，完成动物标本

成１０００多部未分编古籍的鉴定整理。年内新增１０部古籍

【网络数字化建设】２０２０年，省博物馆采用人防和技

和３家单位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六批全

防结合方式，维护展厅智能导览系统、网络（有线、无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累计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线）系统、展览多媒体设备等多个信息化系统。对馆藏

总数达３０６部，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共７家。省古

丝绸之路类、彩陶类精品文物２０７件（组）数据进行移动

籍修复中心暨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

端展示，对基本陈列进行ＰＣ端虚拟漫游沉浸式展示。

重点推进馆藏《河西宝卷》修复及省博物馆馆藏纸质文

２０２０年完成馆藏精品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１５３４件（组）

物修复项目等工作，全年完成修复古籍５７种４８９册１．８万
叶。配合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工作项目策划中华传统晒书

精品文物以及＂红色甘肃——走向１９４９展览数字化＂项

沙龙、黄河流域古籍保护会议及反映甘肃民间古籍抢救

采集。

修复的纪录片。
【科研工作】２０２０年，共有２项成果获批省社科规划
项目，１１项成果获甘肃省第五届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成

果奖。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改革
开放以来甘肃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完成全部研究任务

及验收审计工作。
馆办学术刊物《图书与情报》全年出版６期，刊文
１１３篇，其中国家自科基金项目文章２２篇、社科基金项

甘肃

年鉴

【读者服务】２０２０年，接待读者５７．６万人次，新办理

读者证６０００个，流通书刊６００余万册，其中外借人次１４．３

１拿．

目１５０件（组）珍贵革命史料，文物的二维、三维图像
【陈列展览】２０２０年，共推出、引进以及参与展览２９

个，其中举办原创类展览３个，引进临时展览８个，赴外

原创展览７个，遴选文物参与国内外展览１１个。
【文物保护修复】２０２０年，全年保护修复文物９４件，

古籍图书３３函２００册，动物标本２００件。对馆藏６０函２６３
册古籍图书进行数字化采集和保护。完善文物保护基础
设施，推进文保中心实验室平台建设，采购金相显微
镜、超景深显微镜、Ｘ射线荧光能谱仪、测色仪等仪器设

文化 旅游 体育 ３４９

备。申报甘肃省文物局彩陶研究保护基地。

【公共文化服务】２０２０年，完成外展任务２２天，服务

体 育

观众９．４８万人次。在临夏、定西等贫困地区学校开展品

，

牌少儿活动，共举办活动４７场。２０２０年在学校授课２７
次。＂高歌新时代＂惠民电影展映活动１０场。２０２０年新

年共发布稿件２５８６条，总点击量为３５２７６９次；对甘肃体

招募志愿者２８６人，现有志愿者在册人数１２２９人，其中

育官方微信平台进行版面完善调整，制定平台管理办

甘肃
年鉴 计研发６０余件文创产品上市销售。
２０２１

青少年志愿者５５３人。志愿者全年完成讲解服务２１０场
次。在文创工作上，对彩陶、铜奔马元素进行挖掘，设

【体育文化】甘肃省体育局门户网站进行改版，２０２０

法；挖掘体育头条号功能，除推送新闻外，探索直播功

能，全年直播１１次。大型体育赛事开展体育书画，体育
影视，体育摄影，体育会展等活动。组织文史资料的征

（供稿∶何雅云）

画院工作

集收集、整理研究工作。探究体育健身和体育竞技的文
化内涵和文化特征，全年共组织结项体育社科类课题２０

余项。建立省、市、县三级体育宣传文化工作合作机制。
【体育创新】２０２０年，组织开展＂抗击疫情，居家健

【＂朝圣敦煌＂美术创作工程】２０２０年初，启动

身＂系列体育健身活动。利用甘肃体育官方微信平台连

＂朝圣·敦煌＂——甘肃画院美术创作系列工程之二＂传

续发布３０期＂抗击疫情，甘肃体育在行动＂居家科学健

承启新·潜心践行＂２０２０年学术活动。
【文艺抗疫】２０２０年，甘肃画院突出＂抗疫防疫＂
主题，以文艺为载体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创作精品力

身视频教程。举办＂七彩童年＂甘肃省２０２０年线上亲子
体育活动，参与家庭达到９７８６组，参与人次２９３５８人。
疫情期间，全省体育网络赛事活动、主题示范活动、规

作。先后创作美术书法作品３０余幅，在多个新媒体平台

模性赛事活动达１０８７项，累计４８９．８万人次参加。探索竞

进行网络展览推送，助力文艺抗疫。通过社会平台，先

技体育改革发展和体教融合新路子，与兰州文理学院签

后义捐作品和捐款２０余万元。

订＂省队校办＂羽毛球队合作协议。

【艺术成就】２０２０年，甘肃画院１３名业务人员创作

【体育工程】推进基层体育设施建设，全年争取中央

作品计８７幅上报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的＂脱贫攻坚主

集中体彩公益金和本级体彩公益金１０５０２万元，建成２０

题展览＂，甘肃画院有５幅作品人选，３幅作品入展、２幅

个笼式足球场、６１６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１００个

作品获得金奖。４幅书法作品入展中国国家画院、黄河水

乡镇和社区体育健身中心，全省实施行政村农民体育健

利委员会主办的＂黄河文化主题书法采风创作展＂和中

身工程总数达到１６３５４个，占全省行政村总数的９８？？七

国国家画院主办的＂汉隶十二品新探·刻石书法研究与
创作系列展＂，其中１幅被中国国家画院收藏。１４幅作品

里河体育场、兰州体育馆改造工程、白银国家雪上训练

入展甘肃省政协主办的＂甘肃省政协美术书法作品展＂，

作正式启动，完成立项工作。全省建成各类体育场地
７０３９５个，人均体育场地达１．７２平方米。

１４人被聘为政协书画院画家。在《人民日报》《新美术》
等多种美术专业期刊发表作品６０余幅，其中国家级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１篇，省级刊物发表论文３篇。４幅作品入
编《２０２０年文旅部全国画院创作人才高级研修班结业
展》作品集；１幅作品入编《＂十三五＂文化和旅游部全

基地项目推进顺利；临洮国家训练基地二期工程前期工

【体育产业项目】２０２０年，体彩总销量达到３１．５９亿
元，全国排名第２３位，占全省彩票市场份额为５３．９２？？

同比增长３．９？？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

国画院创作人才教学成果展》作品集。１人被聘为中国美

的实施意见》，促进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发展。扩大群众体
育消费，规划、落实甘肃省兰州市、白银市等国家体育

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１人当选中国林业文联美术

消费试点城市的启动工作。

家协会常务理事。

３５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刘志忠）

（供稿∶王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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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全省卫生总费用为９３５．０１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

卫生事业

出３４２．５０亿元，社会卫生支出３２２．１７亿元，居民个人现
金卫生支出２７０．３４亿元。人均卫生费用３５３１．７６元，卫

【综述】２０２０年，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２６２５０家（含村卫生室），其中，医院７０５家，三级医院
４８家，二级医院２０９家，一级医院６９家，其他３７９家；

生总费用占ＧＤＰ的１０．７２？？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２４６３６家（含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为６０２６．２１万人次（占

服务中心（站）６７１家，街道、乡镇卫生院１３６８家，村

卫生室１６４２１家，其他门诊（诊所）等６１７６家；专业

５１．９９？？，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为５２４．１３万人
次（占４．５２？？。２０２０年全省医疗机构出院人数４５２．８８

公共卫生机构８７３家，包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０２家，

万人，与去年相比减少６４．７９万人。其中∶医院３６１．６７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９家，妇幼保健院（站、

万人（占７９．８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７２．６５万人次

所）９９家，急救中心４家，卫生监督局（所）等其他

（占１６．０４？？；专业公共卫生机构１８．３９万人次（占

机构６５９家；其他卫生机构３６家。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共有床位１７７９２９张。其中∶医

院床位１３８６１０张（占７７．９０？？，卫生院床位２８６５０张

全省各类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１１５９１．０８万人次，

其中，医院总诊疗人次为５０４０．４５万次（占４３．４９？？，

４．０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２０２０年，在白银市、庆阳

市及陇西县、临洮县、成县、甘谷县等７个县区扎实推

（占１６．１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床位４２６７张

进试点工作。实施公立医院试点工作，４家国家试点医

（占２．４０？？，妇幼保健院（所、站）床位５２３４张（占

院、４５家省级试点医院健全现代医院制度。建成紧密

２．９４？？。每千人口床位数６．７２张。

型县域医共体５９个，派驻县级业务骨干１５３４人、帮建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共有人员达２３７８２３人（包括乡

基层专科１５７个、设置联合病房１２４个。

村医生１５７７８人和卫生员２２８５人）。２０２０年卫生人员

中∶卫生技术人员１８８９３２人【其中∶执业（助理）医

医疗卫生

师 ６６３９６人，注册护士８５２６４人〕，其他技术人员９３５６

人，管理人员８４８５人，工勤技能人员１２９３５人。每千
人口卫生技术人员７．１４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
师２．５１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３．２２人。

【医疗服务建设】２０２０年，推动县域医学中心和急危
重症救治中心建设，提升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和
分级诊疗病种救治能力，推进心电、病理、检验等五个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３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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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学中心，胸痛、卒中、创伤等五个危重救治中心

定全省住宿场所、游泳场所、美容美发场所和沐浴场所

建设。加强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医疗服务与

２４２９１家，评定率为９６．０３？？联合省委网信办等７部门开

保障能力提升项目，为全省８３３个服务人口万人以上乡镇
卫生院配备ＤＲ机、彩超或Ｂ超、生化分析仪、心电图机

展为期半年的医疗美容专项整治行动，全省共监督检查
医疗美容机构１３１５家。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回头看行

四种设备，为村卫生室配备健康一体机。５４３家基层卫生

动，全省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１４２６７家。规范各级卫生健

机构达到国家基本标准，８０家达到国家推荐标准，建成

康行政部门执法监督行为，查处各类违法案件６４６９件。

社区医院４５家，建成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６家。

年鉴 率达到９８．４０？？
２０２１

全省乡村一体化管理率达到９８．８２？？绩效工资考核落实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２０２０年，实现电子健康卡省

【中医药产业发展】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若干措施》。争取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

疗中心和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项目。下拨专项资金１．３

市县乡村五级医疗机构应用全覆盖。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

亿元，用于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等１５个项目。加强
３２个贫困县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启动县乡村三级中

发卡２２３９．３９万张，在线挂号５３７０．７６万次、检查２４１９．４１

医适宜技术培训工作，组织实施全省所有县级中医医院

万次、开方６９３１．１７万次、取药５１５２．７７万次、收费

不少于４５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少于

５２０３．４９万次。实现远程医学信息平台省市县乡四级全覆

６类、村卫生室不少于４类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实施１５个

盖，共接入３７１０家医疗机构，累计开展远程会诊７０２０

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项目，评审确定２０２０

例，远程影像３４２７例。推进互联网医院发展，建成甘肃
省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实现与国家医疗机构认证系

年度甘肃省皇甫谧中医药科技奖５６项。启动党参、黄
芪、肉苁蓉等食药物质的生产经营试点工作。开展中医

统、医护人员资格认证系统、甘肃省处方流转平台对

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评估工作。

接。建成兰大二院、省妇幼、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互
联网医院６家，完成在线问诊７０８５例、在线复诊１０２８

【疾病医学防控】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持续做好死因监
测、心脑血管疾病监测、伤害监测、慢阻肺监测工作。

例。拓展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搭建省医学影像共享

年内共建设３个国家级、３个省级示范区，所有市州均开

交换平台，推动医学影像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开发

展示范区创建工作。推进慢病防、治、管＂三位一体＂

完成电子病历协同客户端，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开

工作机制建设，建立集筛查监测、诊断救治、健康管理

放患者电子病历调阅权限，协助医生全面了解患者既往

为一体的医防融合管理模式。依托甘肃省慢性病管理信

病史，辅助做好进一步诊断和治疗。通过＂健康甘肃＂

息系统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管理质量、管理数量双

ＡＰＰ和＂健康新甘肃＂小程序推行甘肃健康出行码＂智

提升。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率４．４８？？？患者

慧＂防疫。

发现率未达到４‰的县较２０１９年减少１１个。为贫困人口

【医疗卫生综合监管】组织开展全省不合格消毒产品

精准制定＂一人一策＂＂一病一方＂健康帮扶措施，做好

回头看监督检查，共检查消毒产品经营单位３３６２家，评

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重性精神病等４种慢病签约管
理工作，强化省级专家对基层签约医生

的业务帮扶和质量管控。
【妇幼健康服务】推进妇幼保健机
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有１９家

市县妇幼保健机构通过二级甲等评审。

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完善电子证照
应用，会同公安、人社、医保等部门做
立立

好＂出生一件事＂便民服务，通过评审

确定７家省级孕妇学校示范基地。加强
母婴安全和孕产妇系统管控，指导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做好妊娠风险筛查、评估

和分级分类管理，组织开展两次省级新
生儿和孕产妇死亡病例评审。规范全省

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技术应用的监督管

理。实施出生缺陷防治人才和基层产科
８月２８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 医师培训项目。推进甘肃省贫困听障儿
三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暨中医药在呵护人类健康中的使命论坛在陇西县开幕 童救治、多种遗传代谢病和先天性结构

３５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畸形救助项目，实施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加强新生儿安

民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统筹层次低、政策不统一、基

全管理，开展０￣６岁儿童近视防控工作。

金池子小、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

【老龄健康服务】省卫健委联合民政等１１部门印发
《促进医养结合事业快速发展专项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门诊慢特病】２０２０年，将５种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病
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城乡居民门

年）》。为６５岁及以上居家老年人提供＂２１１１＂式健康管

诊慢特病病种扩大到５０种。推进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

理服务（即∶ 开展两次医养结合服务、一次免费体检、

门诊用药保障工作落实，２０２０年，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
员享受＂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待遇１６．９９万人次，政策范

一次中医药体质辨识服务、至少一次失能评估与健康指
导）。建立老年病专科联盟、医养结合专科联盟，成立省

围内报销比例达到５０．３？？

级医养结合质控中心，推动全省老年医学规范快速发

【医保基金监管】印发《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

展。全省建成医养结合服务机构９１家，医疗机构与养老
机构签约８３９对。全部医疗机构开通老年人方便就医绿色

度体系改革的实施意见》《甘肃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
管理规定》《甘肃省医疗保障基金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

通道，落实门诊诊查费等老年人优待政策。

等政策文件。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２０２０年，全

【职业健康防治】完成职业病防治５个监测、２个基

约２．１亿元，曝光典型案例６５起。

规划评估，省级随机抽查４６０家重点行业企业、１９９家涉

【药品集采和降价】２０２０年，推进国家组织集中带
量采购三批１１２个中选药品、首批冠脉支架１０个中选结
果落地执行。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５８？？最高降幅

动，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及＂回头看＂检查。对
矿山、冶金、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开展监督检查。统

９６？９６个同通用名药品主动降价，降幅３０？？上。

筹加强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做好体检机构管理和质量
控制考核，举办３期诊断医师培训，完成职业病防治管理

２０２０年三批带量采购药品实际节约费用超过１０亿元。冠
脉支架平均降幅９３？？最高降幅９６．７９？？参加省际联盟

信息系统与国家报告系统对接和体检个案上报工作。

公立医疗机构跨区域联合人工晶体带量采购，中选的４６

（供稿∶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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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９６９０家，查处４３３８家，追罚基金

层防治能力提升项目工作。开展职业病防治＂十三五＂

及放射防护医疗卫生机构。持续推进尘肺病防治攻坚行

拿章

个人工晶体在全省落地执行，降幅５３．２６？？最高降幅达
到８４．２１？？年可节约资金１１８５．７万元。通过＂挂网目录

医疗保障

管理＂＂三色九段线价格管理＂和＂动态调整＂的阳光挂
网采购机制，降低耗材虚高价格。２０２０年，全省高值医

【综述】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用耗材共有１５００家企业的５．１４万个产品挂网，累计采购

３６１．９万人，基金收入１５７．１亿元，支出１２３．５亿元，基金

金额８５．７６亿元；体外诊断试剂共有７７０家企业的２．１万个

当期结余３３．７亿元，基金累计结余１９８．２亿元；城乡居民

产品挂网，累计采购金额１３．６８亿元。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２２２８．５万人，基金收入１８３．９亿元，支
出１５９亿元，当期结余２４．９亿元，基金累计结余８９．７

亿元。

疾病预防控制

全省城镇职工享受待遇（不含药店购药）８９９万人

【预防接种服务和免疫规划】继续夯实常规免疫接

次，政策范围内基本医保住院报销比例７６．１９？？政策范

种工作，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保持９０？？入托

围内住院报销比例８２．３９？？城乡居民享受待遇人次共

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覆盖率１００？？连续２６年保持无

２５７５．１万人次，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

脊髓灰质炎状态，在５个市州２０个县完成两轮补充免

比例６０．６２？？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达７２．２１？？建档

疫，报告接种率均达９０？？上，在１４个市州和兰州新区
５４个县开展集中查漏补种工作，报告接种率达９５？？上。

立卡贫困人口基本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比普通人高５个百分

点；大病保险起付线为２５００元（比普通群众低５０？？，分
段报销比例为６５？５？？比普通群众提高５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为８９．３３？？

出生医院建卡率由去年的４４？？升到８３？？扫码接
种率从４３？？升到１００？？信息系统覆盖全省１４个市州、
８７个县区、１４１２个乡级和３３０９个村级接种单位，覆盖率

１００？？累计报告５４６２７９０名儿童的接种信息，２００９８４３名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从２０２０年开始，全省城乡居

成人的接种信息。实现与国家药监局疫苗追溯协同平

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市州行政区为统筹单位，建立覆盖范

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

台、国家卫健委委员会全民健康系统实时数据交换。建
成健康甘肃 ＡＰＰ宫颈癌疫苗、带状疱疹疫苗的网络预约

管理＂六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结束全

接种模块。

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县级统筹的历史，解决以往城乡居

全省非免疫规划疫苗实施阳光挂网采购，２０２０年共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３５３

，

有８６个县区在省级药品采购平台进行线上采购交易，共

阳性１０７８４人。２０２０年全省中转布病项目开展高危人群筛

采购狂犬疫苗、乙肝疫苗等２０类８９种非免疫规划疫苗

查５１９８３人，进行布鲁氏菌抗体检测、阳性人数１７０３

１９２１８５６支，交易额达３．２８亿元。
【传染病防控】２０２０年，全省传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人，阳性率３．２８？？？年度报告布病病例３００４人，发病
率１１．３９ ／ １０万。

综合率９９．９１？？高于２０１９年同期水平。２０２０年全省共报

【食源性疾病防控】２０２０年全省有１３２２家医疗机构开

告法定传染病３０种７６１５９例，死亡１４７例，报告发病率

展食源性疾病监测工作，共采集到病例信息２１６８９份。其

甘肃 ０．５６／１０万，低于２０１９年同期水平。

２８７．６７／１０万，高于２０１９年同期的发病水平，死亡率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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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承担病例生物样品采集的１５家哨点医院共报告病例
信息４３８２份，占全部病例信息的２０．２０？？采集到病例生

完成岷县、甘南州等１１县送检的鼠肺样本 ４８８份汉

物样品３５５９份，样品采集率为８１．２２？？对采集到的生物

滩／汉城病毒核酸检测，疑似病例血清汉坦病毒ＩｇＭ抗体
检测２４份。完成某高校诺如病毒暴发疫情标本２３２份检

样品进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大
肠埃希氏菌、诺如病毒检测，共检出阳性３８１例，总阳性

测及部分标本的序列测定。

率为１０．７１？？２０２０年，全省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共

２０２０年全省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１１５０例，与去年同期（１３７７例）相比减少１９．７？？全省

报告食源性疾病事件９０起，发病５６０人，死亡２人。与去

年相比报告事件数下降５．２６？？发病数上升１．４５？？

（供稿∶邓 煦）

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９０４７例，现存
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７５０９例，累计报告死

亡１５３８例。

红十字会事业

全省肺结核报告发病率逐年下降，由２０１６年的
５８．１３／１０万，下降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６．１８／１０万，达到肺结
核发病率下降到５５ ／１０万以下。

【慢性病与精神卫生综合防控】开展死因监测、心脑

【应急救援】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红十字会向陇南、甘
南、天水、定西洪涝及平凉、庆阳冰雹等受灾地区紧急

调拨救灾款物合计４３１．８５万元。

血管疾病监测、伤害监测、慢阻肺监测。截至 ２０２０年

【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器官捐献】２０２０年，完成

底，全省死因监测报告死亡率为５０５．３０／１０万，２５？？县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高分辨血样检查１０人次、体检志愿者

区达到６００／１０万以上；两个国家监测点心脑血管事件报

１５人次，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５例；完成人体器官捐献

告发病率为８６．３３／１０万。全省共建设７个慢病国家级示范

１３例，捐献大器官４０个，角膜１８对，１４７９０人报名登记

区、４个慢病省级示范区，覆盖全省７个市州。

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全省造血干细胞累计入库志愿者

２０２０年，全省在册管理患者１１７０８１人，平均报告患

４．２万人，成功实施捐献４０例；累计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

病率４．４４？？规范管理率达到８７．４？？面访率达到

３１０６８人，完成器官捐献５２例，捐献大器官１４２个，捐献

９２．８４？？平均服药率为７２．２４？？项目管理核心指标均达

角膜５１对，捐献遗体７６例。

到国家要求的平均水平。全省６５岁以上严重精神障碍在

【红十字会改革】２０２０年，共有１２个市、２８个县

册患者１５３６１人，规范管理率为９０．４２？？全省建档立卡

（市、区）印发红十字会改革方案，平凉市及６个县区和

贫困人口在册患者４９２７４人，规范管理率为９２．３５？？

定西市７个县区印发改革后的红十字会三定方案。全省市

【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控】完成６８５２例大骨节病患

级红十字会全部理顺体制。庆阳市、平凉市、白银市设

者、１０９６例氟骨症患者、４１０例慢型克山病患者药物治
疗，８０例大骨节病患者和１１例氟骨症患者手术治疗。全
省８６个县（市、区）及嘉峪关市碘缺乏病、３７个大骨节

立红十字会党组。

病病区县、２８个克山病病区县和８个饮水型砷中毒病区

元，捐赠物资价值２．２７亿元。全省各地累计发动志愿者１

县病情均达到消除标准，达标率为１００？８个饮水型氟

万余人次，志愿服务时长２３５２８１小时，红十字志愿者参

中毒病区县达到控制标准，控制率为１００？？全省以县为
单位麻风患病率控制在１／１０万以下；麻风患者规则治疗

与社区健康监测、入户排查、科学防控知识宣传、公共
区域消杀等社区联防联控工作。完善物资调度机制，调

率为１００？？？者开始联合化疗后２年内新发生畸残控制

整充实储备物资数量、种类。加强红十字救援队培训演

在１０？？内；密切接触者年检查率为１００？？？重麻风不

练。联合省爱卫办印发《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

良反应治疗率为１００？？？行地区医务人员培训率≥

通知》，开展社区备灾、应急救护培训等志愿服务和健康
知识宣讲活动。

８５？？新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率达１００？？

【新冠疫情防控】２０２０年，全省红十字会系统共计
接受社会捐赠款物４．５４亿元，其中，捐赠资金２．２７亿

至２０２０年底，累计开展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

【人道救助】２０２０年，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究所抗体阳性聚集性事件复核检测１８７８７人次。复核确认

争取天津市红十字系统捐赠款物价值１５１４．４３万元，福建

３５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省红十字会捐赠扶贫物资价值４５１万元。向天津、青岛、

能力的提升和区域肿瘤中心的建设发展。２０２０年，组织

福州、厦门市４市红十字会推荐一批符合互联网众筹特点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９９项，省级重点实验室、临

公益项目，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２０２０年＂公益厨房＂
消费扶贫活动，组织各级红十字会为扶贫助农＂红品＂

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各类平台２５项，省市各级各类项目
２４５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６项，省级重点实验

直播带货。

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及各类平台５项，省市各级各类项

全省各级红十字会筹集３５０余万元，开展＂红十字博

目２８项，共获科研经费２７９万。依托甘肃远程医疗会诊

Ｎ门拿育

爱送万家＂活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澳门红十字会援

网络和省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完善５个层次医联体管

助２２８万元，实施５个＂人道基金博爱家园＂项目。中国

理体系，扩大医联体范围，深化医联体内合作内涵，提

甘肃

红十字基金会＂小天使基金＂拨款７５万元资助白血病患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助推分级诊疗。

儿２６名，＂天使阳光基金＂拨款１５８．５万元资助先心病患

（供稿∶甘肃省人民医院）

儿１４８名。为４０名艾滋病感染者发放生产自救资金８．２９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第二人民

万元。联合省人民医院、兰大一院开展＂天使之旅＂先

医院总收入３．６３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４？？？中医疗收入

心病儿童筛查活动，共筛查１０３０人，成功手术１１８人，

３．０９亿元，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２？？住院患者１６６１７万人次，
门急诊患者３２０３１４人次，实施各类手术３４１３台，平均床

资助医疗费用１２４．５万元，开展心理关爱活动５次。

（供稿∶刘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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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使用率７７．７２？？平均住院日１１．５２天。医院实施绩效改

革，全年绩效发放金额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２９．１３？？全年共购

部分医院机构

置医疗设备３６５台（套），总金额达４４５３．４６万元，其中５０

【甘肃省人民医院】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人民医院为肾病
透析、肿瘤放化疗等重症患者提供不间断医疗服务，强

元。开展骶骨肿瘤完整切除术、膝关节单踝置换术、重
度ＤＤＨ髋关节置换术等新技术新业务５５项。医院电子病

化孕产妇和新生儿医疗服务管理，坚守母婴安全底线；

历达到省级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４级，完成国家智慧医

优化诊疗安排，加强发热门诊管理，做好患者引导分

院评级２级评审。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共计１１台（套），总金额达３６４０．４６万

流、预检分诊，落实发热病人留观制度，执行＂一人一

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甘肃省精神卫生专科联盟成员单位

诊一室＂，引导患者分流就诊，减少人群聚集，严格门急

增至１１１家，精神卫生校园联盟成员单位增至４家，＂平

诊预检分诊、发热门诊等重点区域感控管理，落实院内

安甘肃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中心＂在医院挂牌。精神卫

非重点部门和普通病区院感措施，加强急诊急救预检分

生中心成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精神障碍队列研

诊，细化疫情期间的急诊急救工作流程。推进肿瘤、静

究＂协作单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为甘肃首家中国

脉血栓栓塞症防控、专项合理用药等多学科诊疗的基础

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呼吸分会＂呼吸介入培训中心＂，

上，２０２０年，结直肠癌ＭＤＴ跨院专家团队初步形成，提

国内知名呼吸介入诊疗专家、介入微创呼吸分会主任委

升疑难复杂病例的诊治能力；加大死亡病例多学科讨论

员＂柯明耀教授名医工作室＂落户医院。医院被确立为

工作力度。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在甘肃省率先全

第三批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精神卫生中心

面推行电子健康卡，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身份认

被确立为甘肃省第二批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医院与四川

证和便民服务。２０２０年患者预约挂号率达到８３．６２？？预

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签订对口支援合作协

约取号率９１．９６？？

议，加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第二医院＂网络联盟
医院＂，医院骨科、精神卫生中心、消化科、烧伤整形美
容科等与华西对口科室建立紧密型专科联盟。
医院作为省内首批网络医院取得运营牌照，开通微医

２０２０年新引进彩色光谱ＣＴ，肛肠科、胸外科、泌尿
外科、妇科、心外科、普外科、小儿外科７个专业开展达
芬奇机器人手术，手术量累计达２５００余例，２０２０年胃外

科手术、结直肠癌手术分别为排名全国第二和第九。提
升疑难病例诊治能力。推进国家肿瘤学科疑难病症诊治
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国家卫健委胃肠肿瘤诊治重点实验

问诊平台、华西医院网络会诊平台、甘肃省互联网医院平
台，年累计问诊３４７５人次，远程会诊５１次。医院获批科研
项目３５项，资助总经费达５２２．８万元，其中省部级项目７

室的建设，投身抗击新冠疫情，从核酸检测到试剂盒研

项，，资助经费３７８万元。２０２０年，医院柔性引进骨科、妇产

发及咽拭子采集优化，全面助力甘肃省疫情防控，承担

科、神经科、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等高级专家４人，调入引进

包括国家８６３计划、９７３项目、＂十五＂重大科技攻关以

甘肃省领军人才、博士硕士生导师、甘肃省著名专家、副

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大课题项目６３项，与甘肃省外
科肿瘤分子诊断与精准治疗重点实验室、肿瘤诊疗中

高级以上职称等人才５人，特聘泌尿外科、影像科国内著名
专家２人。以紧缺人才方式引进硕士研究生２５人。

心、肿瘤多学科诊疗相结合，助推甘肃省疑难病例诊治

（供稿∶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 ３５５

，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２０２０年省第三人民医院引

会。开设多学科联合门诊，提供超声、放射、心电、内

进乳腺科、耳鼻喉科、眼科、病理科、康复科５名专家，

镜等院内集成远程服务和多学科现场会诊。组织申报国

柔性引进１１名省内外知名专家。累计招录专业技术人员
１８０人。共派出５０余名医护人员到省内外三甲医院进修

家传染病区域中心、国家呼吸区域中心及国家心血管病
区域中心。新门诊综合楼新增４２４张床位，新增手术室

学习。２名在编人员考取博士研究生。６名同志被评定为

１８间，新建急诊ＩＣＵ、精准医学中心、创伤中心等新的

全省卫生健康行业骨干人才；３名同志被评定为全省卫生
健康行业优秀青年人才；１人获＂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先进工

诊疗平台。引进全球首款彩色光谱ＣＴ、全国顶级的多条

甘肃 作者＂称号。门诊量同比增长１４？？？诊人次同比增长
年鉴 ６８？？？院人次同比增长１３？？？术量同比增长５０？？？
２０２１ 人平均住院天数同比降低４．７？？？疗和其他业务自有收

检验流水线（生化免疫、血球等）、全自动发药机、西北

地区第一台最先进的以色列心脏 ＥＣＴ（Ｄ—ＳＰＥＣＴ）等一批
先进诊疗设备。２０２０年医院门急诊接诊１７８万人次；出
院患者６．８万人次，实施各类手术５．３万例。建成４０００平

入较去年增长３０？？医院通过评审成为三级甲等综合医

方米综合实验平台；疫情期间，牵头承担省科技厅疫情

院；荣获全省＂精神文明＂单位和全国＂平安医院＂

科研攻关重大项目进行科研攻关；研发核酸检测试剂盒

称号。

并获批应用；建立疫情防控系统，对疫情传播规律及影

医院有４１个临床医技科室，拥有１．５Ｔ新光纤核磁共振

响因素进行研判。

设备、１２８层ｘ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设备（ＣＴ）、全数字

各类科研项目立项１１４项，获批经费７０００余万元，

化通用型血管造影系统（大Ｃ）、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Ｂ超）等多台先进高端医疗设备，为周边５０万群众提供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２项。成功获批１个甘肃省
重点实验室、１个甘肃省创新研究基地、４个临床医学研

安全、有效、质优医疗服务。

究中心。出版专著共１４部。获批实用新型专利１４６项。

医院重新创建一流高压氧方舱，成立乳腺肿瘤整形
科，肝胆外科成立西北＂内镜微创保胆培训基地＂，经皮

１３６人获得＂陇原人才服务卡＂。新增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３人、甘肃省高层次人才津贴人员８人、甘肃省行业

经肝穿刺肝内外胆道结石取出术（ＰＴＣＬＳ）手术填补省内

骨干人才８人、优秀青年人才５人。１５个专业学科分别入

空白，疼痛科使用微创技术开展乳突刺骨术治疗神经性

围＂２０１９年度西北区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各专科声誉

耳鸣、耳聋术、拨针联合药物定点注射治疗＂梅杰氏＂

排行榜榜单Ｔｏｐ５，２３个专业学科获得提名。在医信天下

综合征等效果显著，骨科首次线上举办ＳｕｐｅｒＰＡＴＨ微创

＂２０２０年中国医院影响力排行榜（ＣＨＥＲ）综合榜＂中，

全髋关节置换手术研修班，介入肿瘤科陆续开展脾动脉

医院位列全国第５３位。获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４项、

部分栓塞术、动静脉溶栓治疗术，ＣＣＵ完成三维标测下

甘肃省国际科技合作基地２个。获批教育部＂国际组织人

室上速、房速射频消融术，开展大容量抗核磁起搏器植

才培养创新基地＂。初步建立院内ＥＲＡＳ信息化平台。与

入、急诊冠脉介入等心脏危重症患者诊疗技术，新开展

国际创伤生命支持（ＩＴＬＳ）学会协作，建立西北首个

的病理科和耳鼻喉科填补医院多年学科的空白；成立全

ＩＴＬＳ培训基地。启动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外科医师培训

省老年失能失智评估中心，拟订甘肃省老年病专科联盟

考评认证基地＂建设工作（中国第七家）。

实验室，放射科开展冠状动脉ＣＴＡ成像、头颅ＣＴ磁共振

（供稿∶车世平 田青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２０２０年，引入ＤＲＧ系统并探

的灌注成像，超声科开展超声声学造影、经皮经肝胆囊

索运用相关指标助力医疗质量精益运营。新增神经重

建设标准和六项医养结合省级评定标准；成立基因扩增

置管引流等新技术，病理科建成标准Ｐ２级实验室。创建

症、风湿免疫２个质控中心；改进外科手术质量及效率，

＂无陪护服务＂模式，为住院老人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实
行＂互联网＋护理＂模式；建立出院患者回访机制，推行

四级手术占比稳中有升；引进甘肃省首台第四代达芬奇

家庭护理服务；实行信息系统分层挂号、缴费等服务；

通外科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重症医学科专业基

在门诊大厅、候诊区、检查室等候区设置无障碍设施，
放置轮椅、电子血压计、雨伞等便民设施。

地；更新门诊ＶＩ导示系统标识，配备＂二次分诊叫号

（供稿∶蔺 云）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２０２０年，医院建立药品跟踪

诊量约８．４７万人次，同比２０１９年增长１１．３８？？手术量约

７．３４万台次，同比去年下降７．６０？？出院人数约１０．９０万

监控制度。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投入使用，为

人次，同比去年下降１４．６１？？床位使用率７７．５９？？完成

广大患者提供更加微创、精准的治疗。开展ＭＤＴ讨论

医院视觉识别系统（ＶＩ）、导向和内部环境提升项目。医

４３２期，其中新增开展新冠肺炎ＭＤＴ病例讨论９９期。成

院被授予＂兰州市科普基地＂单位。２０２０年，兰州大学

立加速康复专科护理小组，制定２３个病种的加速康复护

第二医院成功入选国家眼耳鼻喉疾病（眼部疾病）、血液
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骨科与运动康复５个国家临

理路径。成功申报成立甘肃省护理学会加速康复护理分

３５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机器人、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并实施手术１１８例；成立普

屏＂。门诊量约１８８．３８万人次，同比去年下降６．３６？？急

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获批全国首批加速康复外科试

心骨科组和创伤中心专家门诊），开展手术２３４例。急救中

点医院。录取本科生３６８人，毕业３６５人，３６１人获得学

心全年接诊急诊患者５４４９５人次，同比增长１７．６？？？救

位，推免生２９人。完成２０１６级本科生３７７人、甘肃医学
院９０人的实习；录取硕士研究生２５５人、博士研究生１１６

危重患者３７４０人次，同比增长４３．９？１２０＂出诊３２５６车
次，同比增长１７．２？？新增开设门诊诊疗中心１１个；专病

人，其中学术学位５人，专业学位１１１人。招收留学生３

门诊１４个，医院专病门诊开设数量达到４１个。

２０２０年，医院门诊挂号 ９４８４２７人次，同比增长

人。毕业２９８人，其中硕士１８４人，博士１４人。硕士就业
率８７．７？？博士就业率１００？？

４．０９？？？诊诊疗１１８３１６８人次，同比增长２．９４？？？治入

医院因公出国（境）３人，留基委＂西部地区人才培

院４８５１８人次，同比下降５．３８？？？位使用率８４．９？？平均

养特别项目＂获取资格１人，＂瑞土互换奖学金项目＂获

住院日１２．３天，手术１６６１１台，同比增长３．９６？？科研项

取资格１人；赴国内外进修学习９２人，接收外院进修人
员６８３人；与意大利尼瓜尔达医院召开＂医路领航·国际

目立项６６项，较上年增长１００？？？织项目科研验收３３

云＂桌会，举办１０余次国内学术会议。

５项。全年申报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９项、省级继续教育

项，取得专利２３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开展在研新药项目

２０２０年，获批１９项国家基金（面上项目２项、青年

项目３２项。甘肃省中医院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国家

科学基金２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１５项）。项目资助率达

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依托单位，重

１８．４４？？同比去年提高５．７８？？组织申报科研项目７３４

新组建国家中医应急医疗队和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开展

项，其中纵向科研项目获批１８２项。获批省级科研基地３
项，获批校级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基地项

布病抗体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中医院新增甘肃宝石花医院、通渭县

目５项。引进科研仪器预约系统，透射电镜、高内涵成像

人民医院、庆城县人民医院、宁县人民医院等５家医院为

分析系统、小动物活体成像系统等高精尖大型科研设备

的投入使用；举办萃英科技协同创新论坛４０期。处置

医疗联盟成员单位，医院有联盟成员单位８７家，分院（中
心）１９家，有８个专业的专科联盟，脊柱微创椎间孔镜技

＂５·２７汽车南站重大交通事故＂＂６·８临夏州某学校接触

术联盟遴选成员单位３５家，签约单位２１家；风湿骨病专

性反应或群体性癔症＂＂６·１１红古区发生中储粮直属库

科联盟签约单位６５家；脊柱外科专科联盟签约单位２９家。

坍塌事故＂３起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制定《布病管理

（供稿∶裴学军）

及诊疗工作方案》，抽调专家赴事发地对相关人员开展布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２０２０年，医院本部门

病管理、诊疗咨询等工作，共免费检测５９４１人次，核对

诊５４．８７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９？？预约率６０．４２？？住院

患者信息６５０４人、阳性病例９２４人。
（供稿∶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２．３５万人次，同比下降８．５４？？年床位使用率为７８．６８％；

【甘肃省中医院】２０２０年，医院加强＂门诊一站式服

手术２３４０台次，同比增长１０．０１？？完成日间手术１５１

务＂建设，多平台、多渠道开展预约挂号服务，全年预约

例。抽查病历８４３７份，病历合格率９６．６０？？全院上报院

挂号２１３４１５人次，同比增长３２．４ ？？加强＂住院患者一站

感病例１５０例，感染率为０．５２？？环境微生物监测合格率

９６？？医院抽调５名专家参与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处

强＂中药智能煎配一站式服务＂建设，完成５．３８万张中药

理，共接诊布鲁氏菌检测者１６４１例。全年出院患者随访

处方、２１．７１万服饮片煎煮，同比分别增长３７．２？？

８１２４人次，回访率４５．７２？？满意度９９．４０？？共接待、处

４０．４？？加强＂后勤一站式服务＂建设，全年累计接收报

理医疗纠纷８２起。其中已解决８０起，未结２起；总赔付

修５９７３件（次），临床满意度达到９０？？上。推广＂冬病

额６．６万元，同比下降４０．０４？？组织疑难病例ＭＤＴ会诊

夏治＂＂秋分贴＂等中医特色疗法，完成穴位贴敷１３２７０人

２１次，远程会诊５０次。医院心血管中心获批国家中医心

次，同比增长２１．２？？全年调剂处方２１３．２４万张，同比增

血管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长３７．２？？申报院内制剂中药特色品种纳入医保报销目

９３例。心血管三科首次成功开展３例血管内超声辅助下

录，科研制剂中心实际注册院内制剂品种共９５种。＂甘肃
方剂＂、扶正避瘟丸等院内制剂获批在全省医疗机构调剂

冠脉支架植入手术；脊柱外科成功开展首台显微镜辅助
椎间盘摘除椎间融合手术等。本部、北院、西院全年接

使用。胸痛中心开展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总量

待医保住院患者总计２．７５万人次，同比减少１５．３８？？门
诊患者２４．２４万人次，同比增长２．６７？？医保总垫付金额
５６４．８１万元。医院体检中心全年完成体检１．６９万人次，同
比增长１５？？

１７６例，同比下降２４．４？？？治急性心肌梗死患者９７例，

８５．７？？？展动脉拉栓８例，同比增长１６６？？？展脑血管
造影７２例，同比增长２００？？？展脑动脉瘤栓塞２例，同

比增长１００？？创伤中心收治患者１０７９２人次（包括急救中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平均住院天数为１１．０３天，同比减少０．３７天。完成三四级

式服务＂建设，优化入院及出院结算流程、缴费流程。加

同比增长３？？卒中中心开展静脉溶栓２６例，同比增长

Ｎ门拿育

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南院区）项目获省发改
委正式立项，获批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和疫病防治基

卫生健康 红十字事业｜３５７

地依托中医医院；ＭＤＴ、专科联盟建设、合理用药等重

门诊量达１７０．１１万，住院病人达７８１９９ 人次，手术量

点工作有所突破。

２４０６６台，分娩数达２１５０３人。出院患者满意度调查

中药饮片处方１１．８３万张，７８．９７万服；调配中药配方颗粒

４０２９９人次，总满意率９８．１６？？？诊患者满意度调查
４０１２７人次，总满意率９７．４４？？２０２０年，医院成立疫情

处方１０．０９万张、２８．９３万服；调剂新冠预防方２０料，２．３

应急处置工作委员会，研究制定《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新

万服；调剂新冠肺炎确诊处方８９张，２３７服。销售制剂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方案》。召开疫情防控工作

２０２０年，药品销售１．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４？？调配

ＲＰ

甘肃
年鉴 肃省首个获得制剂备案号的内服酒类制剂，＂扶正屏风合
１２４４．７８万元，同比减少１５？？滋阴润燥丸等７种制剂首
次获得中药传统制剂备案号，其中＂参茸补益酒＂为甘

２０２１

会议３０余次，分层级进行隔离防护物品正确使用培训、
演示，总计约３５３２人次。完成核酸采样、检测约１０万人

次。紧急组建发热门诊、隔离病房；整合人员和设备资

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中风康

源，抽调人员开展预检分诊和一线救治。组建外派医疗

复膏两批、花样年华膏一批、流金岁月膏一批，膏方临

队１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３批、支援兰州市肺科医院４批

方加工２４料。共接待患者５．４８万人次，其中门诊４．９５万

支援兰州新区后备医院７批。选派３４名人员援鄂；派出

人次，同比增长７．４８？？？院５２６８人次，同比增长

重症医学骨干、ＥＣＭＯ团队进驻兰州市肺科医院救治重症

８．７４？？床位使用率８９．４２？？手术１５２１台，同比增长

患者；选派骨干团队参与兰州新区后备医院工作，共计

１８．５４？？北院重症医学科（ＩＣＵ）、妇产科及内镜中心正
式成立并投入使用。医院西院接待患者３．２４万人次，其

８５人次均平安返回。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妇幼保健院获批第一批国家级新生

中门诊３．０２万人次，同比增长１．０６？？？治住院患者２２４８

儿保健特色专科建设单位。新开设耳鼻喉头颈外科、高

人次，同比下降４．４６？？手术４８７台，同比增长３９．４６？？

危儿健康管理中心、创伤骨科、颜值管理中心等。

对外交流派出４人赴巴西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工作，无人
感染新冠肺炎，并于２０２０年底安全回国。共接诊、应急

２０２０年，全院科研立项 ５４项，较 ２０１９年上升
２８．５７？？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１项，省级重点研发计

救治巴西患者及华人华侨患者１０００余人，开展义诊６０余

划２项，际合作计划专项１项，省科技计划（创新基地和

场。医院获批宣传部２０２０年中国巴西国际中医药合作基

人才计划）１５项；科研专项经费∶２３５万，较２０１９年上

地宣传项目，２０２０年第五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合司中

涨６．９０？？？研获奖∶９项，其中∶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

一吉中心项目。

奖１项，甘肃医学科技一等奖１项，甘肃医学科技二等奖

（供稿∶杨文强 苏宇晨）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３５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３项，甘肃医学科技三等奖５项。

（供稿∶赵 枫）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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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加大

省委省政府部署

防疫物资生产，大力支持防疫防护生产体系建设，建立

防疫产品收储制度，支持全社会参与疫情防控，建立疫

【综述】１月２１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情防控信用奖惩机制。有序组织实体经济复工复产，分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

级分区域推进复工复产，分行业推进复工复产，加大用

总理批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电支持。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减免中小微企业房

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租，补贴企业研发成本，办理延期纳税，降低企业融资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对疫情防控给予特殊重视，

成本，加大担保支持，缓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完善应对方案和措施，坚决遏制疫情发生蔓延。突出重

加大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加大拖欠中小微企业

点地区、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坚持科学防控、依法防

账款清理力度，鼓励中小微企业参与省内重大项目建

控、联防联控，遵循相关医学规程，全面做好疫情防控

设，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允许新购

工作。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

设备成本税前扣除，减免运输疫情防控物资增值税，减

求，尽可能防范和减少传染源。要从人员、场所、设

备、药物、资金等方面，充分做好应对疫情的各项准

免疫情防控进口物资纳税，给予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续贷
支持，发行企业债券，增加信贷规模，加大融资金融机

备。配足医疗救治队伍和力量，跟进开展技术培训，有

构奖励扶持力度，用好央行专项再贷款政策，设立省级

力有效做好疑似病例排查、隔离和诊治工作，切实加强

专项贷款，设立肉、奶和小麦等粮食进口储备专项贷

医务人员自身安全防护。强化属地管理，靠实地方和部

款。着力推动稳定就业，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

门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及时消除疫情隐患。统一指

度，有序组织劳动力输转，实施援企稳岗政策，鼓励就

挥，迅速建立组织系统，形成完整的防控网络。２月１４
日，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坚决打赢

近吸纳农民工就业。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抓好
春耕生产，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做好特色农产品调运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
意见，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销售，建立鲜活农产品季节性收储机制，鼓励发展冷链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以实行分

线下消费服务，推广外贸发展新模式。积极承接产业转

物流。培育新业态新消费，支持旅游等行业发展，加快
发展新商业模式，着力打造＂中央厨房＂，大力发展线上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３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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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给予省外转移企业运费补贴，加大省外转移企业税

落实，科学作为，千方百计遏制住疫情蔓延的势头。要

收奖励，给予资金注入支持。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大力

客观分析、认清形势，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加强对

简化下放审批权限，实行＂不见面审批＂，开辟采购招标
绿色通道，保障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加大

流动人员的监测和防控，加强高铁站、火车站、汽车
站、机场、酒店宾馆、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场所、公

突出贡献者奖励。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靠实政治责任，，

共交通工具的检查管理力度，加强农村疫情防控和医疗

狠抓任务落实，强化组织引领，营造良好环境。

机构防控管理，措施要足、设施要全、力量要够，严防

【政策制定】１月２６日，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年鉴 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２０２１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

交叉感染。要想尽一切办法加强防疫物资储备，保障防

控需求。
按照《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肺炎疫情防控调度工作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省疫情防
控工作情况，审定《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作方案》，全省确定１０２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做好病例

情防控工作方案》。

生院设置发热门诊。向社会公布１０２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２月１３日，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０
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集中救治工作，同时在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和乡镇卫

的肺炎救治定点医院名单，各级医院和疾控机构重点岗
位２４小时在岗，其他岗位待命随时到岗工作。

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应对

【减少群众聚集】下发《关于春节期间暂缓举办大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

型文化展演展览及聚集性群众文化活动的通知》，要求从

施》，安排部署贯彻落实事宜。
【安排部署】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

１月２３日起，省内各文艺院团、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在

春节期间，按照＂非必须、不举办＂的原则，最大限度

会议，同时套开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

减少大型公共活动，尽量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暂缓举

控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１月２７日对当

办大型文艺展演、展览及聚集性群体文化活动。各市州

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要督促属地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游客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

集散中心等开放的文化旅游单位，网吧、歌舞娱乐场

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研究全省贯彻落实

所、游戏游艺场所等文化娱乐场所，切实采取通风、消

意见，安排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省委书记、省新型

毒等有效预防控制措施，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健康，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主

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社区、村（居）民委员会

持会议并讲话。
林铎在讲话中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做好群众特别是来自疫区的返

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１月

认识疫情。少外出、少聚会、少聚餐、少去人员密集的

２７日再次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

地方，非必须不要组织开展集中性活动。建立良好的饮

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

食卫生习惯，提高疫情防范意识，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科学方法和行动路径。全省

自觉落实防控措施。

乡人员和外来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群众科学理性

各级各方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全
面落实中央通知精神，认识上再深化，措施上再细化，

医疗卫生防控

组织上再强化，坚决把各项疫情防控举措落到实处。要
科学研判形势，做好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把疫情防

【综述】２０２０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战争、阻

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突出交通要道、乡村社

击战、总体战中，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切实发挥疫情防控

区和重点城市、重点群体，不断完善疫情防控体系，尽

的主力军、先锋队、排头兵作用，举全系统之力，以

最大努力遏制疫情蔓延趋势。要健全诊疗和救治机制，

＂疫情就是命令＂的战斗姿态，及时、科学、统筹应对疫

把科学规范要求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做到精准分类施
策、科学有效救治。实现供给和需求无缝对接，加强市

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提请建立省委书记、省长任双组
长，副省级领导任＂一办九组＂组长的顶格防控领导指

场监管和协调联动，满足疫情防控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挥体系。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需求。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

应，全国率先出台对疫情防控起到关键作用的１０余项方

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筑起

案措施。第一时间组织研发疫情监测、研判、预警、调

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度等信息系统，为科学、有效、精准防控赢得先机。第

唐仁健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一时间建立会商研判机制，安排部署重点任务。在可防

示精神，从严从细从实按照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抓

可控下率先在全国将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下调至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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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促进复工复产。

利用大数据平台详实核查确诊患者和疑似病例的活动范

【援助湖北】组建６批医疗队、２支疾控队共计７９６人

围及接触人群，加强与交通、民航、铁路、通信等部门

援助湖北抗疫，接管武汉市６所医院床位８７１张，累计管
理患者８５５人。１月２８日，为全力支援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的协作，深入摸排＂四同人员＂，确保不漏一人。强化对
每例阳性病例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指导全省开展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由１３７名医务人

密切接触者摸排管理工作。建立与社区、公安、民政等

员组成的甘肃援鄂第一批医疗队从兰州出征。省委书

部门的协作机制，快速掌握＂四同人员＂信息，完善调

Ｉ门拿章

记、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组长林铎在出征仪式上向医疗
队授旗并作动员讲话。２月４日，甘肃援鄂护理专业医疗

查证据。承担第一入境口岸疫情防控重任，圆满完成伊

队出征仪式在兰州举行。２月１３日，甘肃省第三批支援

集中留观救治任务，取得了零扩散、零感染、零病亡的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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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医疗队１０２名医疗队员在兰州集结，启程出征湖北。
２月１６日，甘肃省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的１１２名医护人

优异成绩。发挥中医药优势，成立１０１个中西医结合专家
团队，创新实施中医药全程参与、省级专家会诊研判、

员在兰州集结，启程驰援湖北。２月１９日，甘肃省第五

面对面全过程指导、就地隔离救治、重症＂四集中＂救

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在兰州集结，出发前往武汉。２月２１

治等救治措施，最大限度提升救治效果。组织研发中医

日，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仪式在兰州举

药预防方、治疗方、康复方、藏药方等系列＂甘肃方

行。３月３１日，甘肃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及前线指
挥部、疾控队全体队员在全面完成医疗救助任务并结束

剂＂，驰援湖北武汉和白俄罗斯等地区，在抑制轻症转重

休整后返回兰州。全省援助湖北医疗救助人员共计７９６人

等方面发挥作用。全省患者治愈率、中医药参与治疗率

朗、沙特、俄罗斯、英国等国１４架航班３２０８名入境人员

症、缓解重型症状、出院患者快速康复、巩固治疗效果

已经全部平安返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

均达９９？？上，未发生三代病例和社区传播，医疗机构

到机场迎接。

和医护人员零感染。

【核酸检测】全省２８４家医疗卫生机构具备核酸检测

【流行病学研究】全年累计起草各类疫情防控技术方

能力，实现所有三级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和县域

案和指南等５０余件，撰写《疫情监测简报》６５期、《疫

内至少１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检测能力。全年举办核酸检

情专报》５７期、《风险等级评估报告》５期、《疫情防控工

测线上培训４次，线下培训２次，共培训８００余人；接收

作简报》２４５期、《密切接触者管理简报》４０期。中心组

３０余名县级疾控中心检测人员进修学习；派出专家现场

织开展疫情防控相关技术视频培训１０余次，培训６００余

指导和验收全省所有县（市、区）疾控中心新建核酸检

人次；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现场技术指导近

测实验室。至２０２０年底，全省共检测各类核酸检测１００

百次。组建了３支４４人的省级专家队伍，各市（州）、县

万份，其中中心检测２１５１１份，完成血清抗体检测标本

（市、区）分别组建２￣３支合计５２４人和３￣５支合计３４８２

１５１份。

人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全省各级疾控中心储备５１９人的

样本检测】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３日，全省各级疾控中心

检测队伍和１０４２人的消杀队伍。中心按照最低５００套的

从市场及零售店／档口的环境、食品及从业人员中采集并

常量标准储量防护用品，周转使用，并动态调整储备量。

检测样本１５０９１３份，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总仓采集并检测

样本１８０１４份。全省各级疾控中心对市场监管系统内冷链

至 ２０２０年底，中心通过＂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甘肃卫生１２３２０＂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官方

食品的流通、检测、消杀等环节开展经常性技术指导

微博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健康科普、政策宣传文章６６１

工作。

【疫苗接种】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全省启动重点人群

篇，工作信息类文章１５９篇，先进事迹报道７２篇；甘肃
省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受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咨询７１６４９件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７日，甘肃省各级财政

次，投诉３３件次，举报４１４件次，建议１９２件次；答复微

筹措新冠疫苗采购经费１６９３５．３６万元，累计向生产企业

博网民留言７４条。

采购新冠疫苗７５．８４７２万剂，累计支付１５１６９万元。甘肃

【医疗保障】省医保局会同省财政厅印发《关于积极

省新冠疫苗于１２月２４日和１月７日分两批到货，累计
２３．８６２６万支，累计到货率达３１．４６？？全部下发完毕。全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
知》，明确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使用的药品

省自１２月２４日起开展重点人群接种工作，至２０２１年１月

和医疗服务项目，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

１１日９时，全省完成８０５２４人的第一剂次疫苗接种，４５９

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人的两剂次疫苗接种，１—１３类应接种人群完成率

范围。除临时扩大支付范围外，各级医保、财政部门建

１４．５９？？

立专项医疗保障工作机制，密切关注本地区新型冠状病

【疫情防控与治疗】全省５万多机关干部下沉一线，

与６．２万基层医护人员共同开展外来人员摸排管理工作。

２０２１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建立感染人群中参保人员台账，跟
进医疗机构做好医疗费用报销服务工作。对于基本医保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３６１

，

参保人员中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

快速有序流通，确保进得了城、入得了店。疫情防控期

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

间，全省蔬菜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平稳有序。全力抓好重

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参保地同级财政部门给予补助，
实施综合保障。对于参保人员中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大动物疫病防控，紧急开展人工饲养野生动物情况排查
摸底工作，摸清全省人工饲养野生动物底数，强化疫源

的肺炎的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由参保地医保

检测防控。研究制定《甘肃省突发重大动物疫情技术工

部门直接在异地就医结算平台为患者办理备案手续，按

作方案和应急预案》《甘肃省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疫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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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的经办规程提供直接
结算服务，报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减规

２０２１

控技术方案和应急预案》，持续做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各项工作，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保障全省

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着力推动农业企业和项目复工复

同级财政部门核拨。在落实周转金制度的基础上，对收

产，认真落实甘肃省扶持政策，及时掌握企业贷款需

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较多的医疗机构，医保

求、员工返岗率、生产物资储备、销售订单、设备检修

经办机构可再预付部分资金，减轻医疗机构垫付压力。

等情况，积极协调解决资金、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存在的

医保经办机构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医疗费

困难和问题，２０２０年４月底，全省农业企业和建设项目

用，应在有关医疗机构的医保总额预算指标之外单列预

全部复工复产。

算，并按规定与医疗机构及时进行结算，确保救治工作

顺利进行。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全省实施战时机制，抓

２０２０年，全省临时性扩大医保基金支付范围、拨付

好医疗防控物资保障和生产。疫情发生后，省工信厅全
力承担起省联防联控领导小组物资保障工作组副组长单

专项预付金、优化结算服务、保障防疫物资供应、延长

位职责，快速响应，制定联席会议、信息报送、运行监

缴费期限、推进医疗保障＂六办＂服务等措施，强化综
合保障。全省各级医保部门拨付医保专项预付金合计２．３

测等工作制度，建立医疗物资保障机制和甘肃省防控物
资管理平台。落实＂内部挤、自己产、外部购、上面

亿多元，累计结算治愈确诊和疑似患者２０３人，医疗总费

调、各方捐＂措施，组织采购防控医疗物资１１４４余万

用２６６．４万元，基本医保支付２０３．２３万元，财政补助６３．１８

件，协调国家调拨５５．９万件，统筹调配１０６５余万件，支

万元，无个人负担金额；为全省３７１６８家企业减征城镇职

持３０多家企业新建或转产、改建防护类产品生产线，从

工医疗保险费１２．３６亿元；为３１６家企业缓征城镇职工医

无到有构建起医用口罩、防护服产业体系。下发《关于

疗保险费６３８９．５９万元。

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派驻重点企业联络员的通知》，制

定《推动工业企业复工复产＂四包＂实施方案》，建立分

重点领域防控保障

片包抓工作机制和重点企业派驻联络员制度，指导企业
有序、分类、分级复工复产，７月底复工率、达产率恢复

【疫情期间农业生产】省农业农村厅建立疫情防控期

正常水平。强化协调调度，解决突出问题，推动工业经

间农业农村系统省市县三级重点工作任务调度机制，全

济企稳回升，４月份起，规上工业增加值持续正增长；５

力配合做好活禽市场监管工作，切实抓好春耕生产、人

月份起，累计增速由负转正。全年行业安全生产形势

工饲养野生动物摸排、动物疾病防控及＂菜篮子＂保供

平稳。

稳价工作。确保农业生产正常秩序，先后下发《甘肃省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省

农业农村厅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抓好

金融业围绕服务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实

蔬菜生产保障供给的紧急通知》，联合省交通运输厅、省

施《甘肃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专项贷款支持方案》

公安厅下发《关于确保＂菜篮子＂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

《关于甘肃省金融支持防疫情保稳定促发展的实施意见》

正常流通秩序的紧急通知》，依法恢复流通秩序，确保饲

等针对性系列金融政策措施，通过畅通金融服务绿色通

料、种畜禽及仔畜雏禽运输畅通、供应有序。联合省供

道，拓展线上服务渠道，创新信贷产品等方式积极满足

销社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节前农资储备调运和供应工作
的紧急通知》，建立＂点对点＂农资紧急调运制度，维护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金融需求。金融机构按照特事特
办、急事急办的原则，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执行信

农牧业正常生产，保障春耕生产需要。确保蔬菜等＂菜

贷快速审批流程，提供最优贷款利率，合理设定贷款额

篮子＂产品有效供给，组织力量摸清全省蔬菜供需底数

度和期限，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与供应。创新推出

和甘肃省在田蔬菜种类、面积、产量，准确掌握蔬菜市

＂用工贷＂＂复工贷＂等多款信贷产品，累计对６３６．８亿元

场供给和价格走势，及时协调供需关系，组织货源、协

到期企业贷款实施了延期，惠及１．３万户企业和个体工商

调调运，积极配合交通、公安等部门，畅通鲜活农产品
＂绿色通道＂，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促进蔬菜

户。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积极主动作为，取消反担

３６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保要求，降低担保费率，支持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２０２０年，全省中小微企业和防疫抗疫企业共申报担保需

卫部急救中心主任田玉成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求２３０４户、１２７．５２亿元，累计支持２２２７户、提供贷款担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保额９０．８亿元，占比分别达到９６．７？７１．１？？
【商贸流通保障】甘肃省制定疫情保供应急预案，全

聚焦铁路疫情防控三大目标任务，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严把进站、车上、出站三道防控关口，共排查重

省确定重点１０个批发市场、１５个冷链仓储企业、５０个超

点区域和境外来甘来宁旅客３．６万人次，向地方政府提供

市作为主渠道、主要骨干力量保障市场供应，拨付项目

９００余万条旅客行程信息，与公安边检部门共同筛查境外

ｈ门拿窄

资金６９５０万元，保障全省蔬菜、粮油、肉、蛋等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省商务厅制定生活必需品保供、复工复

入境旅客２４９１起、向属地政府移交各时期重点区域来甘宁
人员３１２７７人、配合地方致函申请协查旅客信息２５起、测

产、企业纾困和招商引资＂四个联系清单＂，开展助企纾

温筛查７４１９．５万人次，候车室消毒６９３９万平方米、售票厅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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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四项行动＂，厅领导分片包抓市州、６９名处级干部联

消毒６６６万平方米、动车车辆消毒８．７万辆次、普速车辆消

系３９１家内外贸企业，落细疫情防控措施，协调解决急事

毒２７．９万辆次、客运机车消毒６２．７万台次，完成铁路高风

难事，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险重点人群接种疫苗１６４３人，免费为旅客办理退票５０８万

加强口岸监管；组织商贸、招商引资企业踊跃捐款捐

张，处理旅客发热８５９起，全力保障防疫重点物资和人员

物，协调建立绿色通道进口防疫用品，协同解决原种和

运输，累计运送防疫和生活物资１．２万车、６３．２万吨；开

大宗原料进口难题，为外贸企业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

行＂点对点＂直达专列７７列、办理返岗复工团体２３８批、

明、国际商事证明书。

运送旅客８．８万人。针对零星散发疫情和进口冷链食品疫

【交通运输疫情防控】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决

情防控需要，健全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慎终如始做好常态

策部署，按照交通运输部和甘肃省委、省政府防疫工作

化疫情防控。制定返岗职工防护措施，加强重点场所管控

要求，履行甘肃省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交通检疫组职

和主要行车工种人员健康保护，实现旅客＂全防控＂、干

责，严格落实交通运输工具及＂两站一场＂防控要求，

坚决有效防范疫情通过交通运输传播。及时启动应急响

部职工＂零感染＂的目标。
甘肃省辖区机场累计查验旅客１３３６．３５万人次，排查

应，设置交通检疫站点，加强＂两站一场＂和交通运输

中高风险区来甘旅客４２．９万人次、排查境外来甘旅客１．６

工具防控，累计保障完成１３个航班２９４３名从伊朗、沙

万人次，移交地方卫生防疫部门管控１．４万人；圆满完成

特、俄罗斯等国外入境人员检疫转运工作。有力保障人
员和物资流通，落实运输保障＂一断三不断＂部署要

军方三批３８３人、全省六批７７５人援鄂医疗队、国际临时

求，在高速公路设置应急运输＂绿色通道＂２１３条，对疫

障＂复工复产复学＂包机和航班近１４０架次、１万余人

情防控应急物资、重要生产生活物资和返岗务工人员运

次。新增、加密、复航多条航线，航班客座率已从低潮时

输车辆，实行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有

期的５２？？升到目前的近８３．３？？实现＂疫情防控零失

序支持复工复产，分区分级恢复各类交通运输服务，打

误、人员管控零疏漏、内部员工零感染、紧急运输零投

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开行点对点直达客运包

诉＂的防控目标。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荣获全国交通运输系

车４２００多辆，运送返岗务工人员及返校学生８．４万余人。
积极协调落地交通运输领域惠企政策２３项，帮助企业纾

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消
防护卫部急救中心主任田玉成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困解难。甘肃省交通运输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办公室荣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集体＂称号。

２０２１

包机５班、俄罗斯定期航班７班的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保

【快递保障】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邮政管理局加强与相关

部门的协调协作，全力攻克邮件快件运输投递阻滞难

甘肃省辖区机场累计查验旅客１３３６．３５万人次，排查

关，多措并举纾解企业防疫物资短缺问题。疫情期间，

中高风险区来甘旅客４２．９万人次、排查境外来甘旅客１．６

邮政、顺丰、京东、苏宁等品牌企业保持服务不断，投

万人次，移交地方卫生防疫部门管控１．４万人；圆满完成

送防控物资、生活必需品１７２０万件，运往重点地区的生

军方三批３８３人、全省六批７７５人援鄂医疗队、国际临时
包机５班、俄罗斯定期航班７班的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保

活和防疫物资共计５２车次、７６．６万件、５２．７吨。全年寄
递服务从未间断、３月底，全省２３家品牌快递企业全面

障＂复工复产复学＂包机和航班近 １４０架次、１万余人

复工达产，行业员工零感染。

次。新增、加密、复航多条航线，航班客座率已从低潮

【物资保障】全年争取国家调拨本省口罩５５．９万只，

时期的５２？？升到近８３．３？？实现＂疫情防控零失误、人

调配口罩生产设备２台、熔喷布４．５吨。对疫情防控重点

员管控零疏漏、内部员工零感染、紧急运输零投诉＂的

保障企业给予资金、税收支持，１２８户企业获得优惠贷款

防控目标。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荣获全国交通运输系统抗

３３．１１亿元、财政贴息６５６１万元，５９户企业享受生产设备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消防护

一次性税前扣税优惠金额１．２２亿元，１６７户企业享受增值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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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留抵退税８２８６万元。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１５．９亿元，

防输入，内防反弹＂。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合作建立＂共

建设重大疫情救治基地２处，支持６７个县提升疫病救治

同流调、联合采样、共同检测、结果共享互认＂的口岸

能力。争取抗疫特别国债８２．１３亿元，支持建设５８３个公
共卫生设施、应急物资储备等项目。启动突发公共事件

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全年检疫监管进出境航班５３８架
次，人员４．３万人次；检疫监管进境重点航班１２架次，人

应急价格监测预案，出动价格监测人员３５５６２人次，上报

员２９４１人次，检出核酸阳性１２８例，检出率４．３５？？采取

《价格监测动态》１７５期。

＂海关＋红会＂进口防疫物资通关保障模式，开通＂绿色

发动各种力量从境外采购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紧缺

通道＂，累计保障３８批次４２２０件进口防疫物资快速通

年鉴 物资。省建投集团通过人工带货方式，从境外采购的

关，货值１３３４．６万元。加大进口货物风险监测力度，规

范实施抽样核酸检测，采集环境样本 ９６０份，检测５６０

７０００只口罩于１月３１日运抵兰州捐赠省红十字会，成为

份。２个单位获评全国海关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

我省第一批从国外采购的口罩，从境外紧急订购１套医用

体，９人被评为全国海关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口罩生产线和４台防护服缝制机捐赠平凉市政府；金川集

个人。

２０２１

防疫物资，２６户省属企业共采购价值４６６０余万元的防护

团、省科投集团兰州助剂厂、省农垦集团莫高股份、甘

【价格监督管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发布《甘

肃药业集团普安制药等企业加班加点满负荷生产消杀物
资；省科投集团金创绿丰公司加大转运频次，全天候进

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疫情防治相关商品价格提醒告诫

行医废处置；省机场集团、省电投集团、省水投公司、

炎疫情防控期间口罩等重要商品价格监管工作的通知》

省公航旅集团、省公交建集团等企业全力做好民生服务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口罩等防控物资生产领域价

保障工作；金川集团、酒钢集团、八冶公司职工医院派

格违法行为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疫情防

出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金川集团、酒钢集团转产口罩和

防护服；甘肃药业集团积极承担省级疫情防控物资储备

控期间直销活动的通知》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哄抬价格违法行为认定的指导意

任务；信息港公司搭建覆盖全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见》。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查办防

书》，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的视频会议系统，开发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１７个应用

疫物资包括生活必需品价格违法案件２７３件，实施经济制

信息平台。省属企业认真做好分布在３５个国家和地区的

裁７１１．７４万元，维护防疫用品和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秩

５５个境外机构和项目疫情防控。

序。开展防疫物资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涉外疫情防控】甘肃省每日用英、俄、日、韩等４

与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转供电环节加价专项整治行

种语言发布甘肃省最新疫情动态，举办甘肃省与英国、

动，督促转供电主体严格落实电价政策，责令转供电主

马达加斯加、瑞士、韩国等国疫情防控视频交流会，将

体退还应降价电费７９２２．９６万元。开展涉企收费治理，加

国家卫健委委员会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第七版）翻译成

强商业银行、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机构、

外文版，提供沿线有需要的国家、地区和机构与友好省

口岸、公路、铁路等领域收费监管，推动减费降费各项

州。接收来自伊朗、沙特、俄罗斯、英国、乍得和尼日

政策措施落实。

尔等国１３架次政府包机和商业航班２９４３名中外人员入

【餐饮服务食品监管】在全省餐饮服务单位全面推

境，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９０例，全部治愈出院。

进文明餐桌行动，引导消费者使用＂公筷公勺公夹＂取

做好３６名肯尼亚、加纳、津巴布韦等国在甘公民包机离

餐，防控食源性疾病传播。禁止加工经营野生动物，打

境工作。接受匈牙利、韩国、新西兰、美国、俄罗斯等

击购进、贮存、经营、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推

国政府、友城、民间友好组织和华人华侨社团等捐赠各

进使用清洁能源和油烟治理，落实＂三书一台账＂，促进

类防护医疗物资和慰问函电，累计接受捐赠医用防护

餐厨废弃物合理处置。出台《甘肃省餐饮服务业新型冠

服、口罩等各类防疫物资２１８０５件（个）。向白俄罗斯捐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南》，全省共取消（停止）

赠两批甘肃抗疫中药＂甘肃方剂＂，会同侨联给３０个国家
的４００名甘肃籍侨胞、留学生发放＂侨爱心防疫包＂。

城区集体聚餐７．８万桌、７４万人次；取消（停止）农村集

【口岸疫情防控】兰州海关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应急指挥、调度会议和２４小时应急值
守３个机制，按照＂三查三排一转运＂要求，对甘肃省重
点航班实行＂一机一策＂，落实＂７个１００，做到＂外

３６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体聚餐８万余桌、７９万人次。对疫情防控期间省内正常
经营的餐饮服务单位从场所要求等方面予以规范。印发

《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餐饮业有序复工营业相关工作的
通知》，按照疫情防控分区分级的要求，推进全省餐饮业

有序复工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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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电视节目《成语故事系列栏目剧》获总局２０１９年度少儿精

广播电视事业

品发展专项基金扶持。《静静的湿地》荣获首届中国广播
电视大奖。动画片《金小杨大战风沙怪第一集金小杨出

【综述】２０２０年，省、市两级广播电视台播出＂脱贫
攻坚＂新闻２９９０条，开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专栏４４

世》给予发行许可，《灵草小战士（第一季）》正在组织

个，制作播出公益广告４４条、专题片（纪录片）７９部、

果为什么这样红》等４部电视剧、《大梦女儿国》等２８部

网络视听作品８２个。完成全国两会、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重
要会议宣传报道。开通甘肃电视台公共应急频道。

网络电影通过总局备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红星

制定印发《甘肃省广播电视局２０２０年深化＂放管服＂

成片审查。《铁人——王进喜》《战鹰》《英雄的旗帜》《苹

耀西北》已报总局申请立项。公益广告《英雄不老 薪火相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共受理行政审批事项１２１

传》《文化自信——我的飞天梦》入围第二届北京国际公
益广告大会创意征集大赛。实施＂视听中国＂播映工程，

件、办结１１８件，按期办结率保持１００？？推行＂全程网

《敦煌乐器》《八坊十三巷》等纪录片在海外播出。

办＂＂不见面审批＂，４２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零跑腿＂。

【广电行业监管】实施＂管理优化＂工程，执行节目

压缩办结时限和精简申报材料，合计压缩承诺时限１１１个

播前三级审查和重播重审制度，封堵＂三俗＂等有害节目

工作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和＂减证便民＂行动，推

传播渠道。共监评省、市广播电视台自办栏目１８０个，巡

进电子证照数据共享应用。
【精品创作】２０２０年，实施＂新时代精品＂工程，

查网站１２１家，编发《广播电视评议通报》１７２期、《广播

《中国石窟走廊》《遥远的地方》《上去高山望平川》等多

电视广告通报》２０期。组织开展电视剧网络剧＂注水＂治
理工作，先后审查网络电影剧本４１部、网络电影成片１８

部本土纪录片在央视播出，《敦煌宝藏》《西茂的婚礼》

部。全年组织开展卫星电视传播秩序专项督查４次，对全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河西走廊之嘉峪关》分获总局

２０２０年度优秀国产纪录片季度推优和年度推优。推荐《八

省１４个市州３２个县区播出机构、网络传输机构、企业广
播电视站规范化管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组织开展广告播

千里路云和月》《新丝路上的中国面孔——巴铁篇》等３个

出无时长提示专项清理整顿、非法集资广告专项排查整

项目申报＂２０２０年度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永远的经典

治、保健食品行业广告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和中秋、国庆双

——庆祝民族舞剧＂丝路花雨＂４０周年电视文艺晚会》

节期间虚假违法广告集中清理整顿等专项整治行动。

《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分获第２６届＂星光奖＂最佳电

【智慧广电建设】实施＂智慧广电＂建设工程，起草

视文艺节目、纪录片提名奖。广播节目《好作文分享》和

《关于广电５Ｇ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谋划酒泉广播电

新闻出版管理 融媒体传播｜ ３６５

视台４Ｋ影视创作系统演播室高清设备建设项目、酒泉广

２Ｒ４１

２０２０年，省广电总台建成＂融媒飞天云＂技术体系

视频采编播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实施省广电总台＂融合媒
体高清、超高清移动制播系统＂＂甘肃省全流程媒体融合

１．０版，在各项急难险重宣传任务和总台业务流程再造、
平台转型升级中的技术支撑作用彰显，总台＂全流程媒体

飞天云平台＂等项目。推动ＩＰＴＶ集成播控平台与传输系

融合飞天云平台＂项目荣获全国广电行业最高技术奖项之

统规范对接，共计２１９．２８万户纳入甘肃ＩＰＴＶ集成播控分

一的第十三届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甘肃 平 台管理。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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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播电视台综合频道高清播出项目、肃州区高清（超高清）

（供稿∶贺 莉）
（供稿∶曹向平 刘小明 张 立）

广播电视网络传播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数字网络建设】２０２０年，甘肃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
【全媒体建设】《永远的经典》节目荣获中国广播影

限公司以＂三网融合＂为特征，建设下一代广播电视网，

视大奖第２６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提名
奖，《扶贫第一线》栏目入选国家广电总局２０２０年第二季
度全国十大创新创优栏目名录，制作的短视频《致敬我们

以＂互联网＋＂＂智慧广电＂为主攻方向，建设智慧城市、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和宽带乡村等。按照＂云、管、端＂

身边的劳动者们》入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

战略，加速向电视互联网企业转型，加快向ＴＶＯＳ智能终
端以及全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布局。发展数据及

优秀网络视听作品目录，创作的公益广告《抵制高价彩

信息化业务，为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城市、农村、乡

礼》被选为国家广电总局三类扶持项目，拍摄制作的三集

抗疫纪录片《站在一起》在全国２６家省级媒体播出，《中

镇、社区等提供专业的数字综合信息系统建设及服务。
【交流合作】２０２０年，完成容器ＣＮＤ整体部署，宽带

国影像方志·静宁篇》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敦煌宝

流量由１３０Ｇ扩大到２５０Ｇ，用户网速由２￣４兆提速到２０￣５０

藏》获得中国纪录片好作品奖。制作的２０２０年甘肃省电视

兆，与爱奇艺联合推出新产品＂甘小果＂智能终端，将直

春节联欢晚会荣获＂金帆奖＂三等奖。
【上推央视发稿】２０２０年，省广电总台共上推央视各

播高标清节目由２８套增加至８０套。联合英立视、爱奇
艺、甘肃柏隆三家单位，打通＂甘小果＂外网直播，引入

平台播出涉甘肃新闻１８９７条次，其中央视《新闻联播》播

西安嘉廷智能公司＂爱迪智医＂智慧医疗项目，甘肃广电

出２７０条，央视新闻频道播出９８２条次，央视其他频道播

智慧医疗板块在百草园ＡＰＰ上线，甘肃广电智慧医疗手机

出６４５条次。上推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３２条，其

ＡＰＰ上线。上线百草园ＡＰＰ２．０版本，形成集数字阅读、影

他时段播出３８条。
【公共应急频道开播】２０２０年，甘肃电视台公共频道

视点播、电视广播、现场直播、原创视频、ＶＲ／ＡＲ应

播出呼号更名为甘肃电视台公共应急频道。甘肃电视台公

用、信息发布、政策宣传、应急广播、农业培训、教学辅
导、扶贫电商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平台，平台注册

共应急频道策划推出《公共应急新闻》《问安陇原》《消防

用户３１．０９万户，实名认证用户１１．７９万户。

视线·蓝盾》《消防视线·火线》《守护者》《应急大讲

（供稿∶胡 斌）

堂》《对话新空间》《应急十八班》等栏目，做好各类事故

灾害应急救援信息采集发布、全省应急突发响应和救援现

场采访报道、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

中国甘肃网

【《法制伴你行》栏目】《法治伴你行》栏目由中共

【重大主题宣传】甘肃中国甘肃网承办的＂跟着总书

甘肃省委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

记看甘肃＂网络主题宣传活动，由中央网媒、全国重点新

广电总台联合创办，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正式在甘肃卫视播

闻网站和商业网站骨干记者编辑组成的采访团，沿着习近

出。栏目走遍全省１４个市州，采访拍摄行程超过两万千

平总书记视察甘肃的足迹，深度报道总书记视察一年来，

米，拓展选题内容和采访范围，深挖各行各业和百姓生活

甘肃在脱贫攻坚、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方面所取得的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打造成为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向群众

普及法律知识、面向全国展示甘肃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成就

的重要窗口。
【新型平台和创新转型】完成＂视听甘肃＂ＡＰＰ迭代

升级，下载安装量超过５０多万，培育粉丝量１５０余万。ＩＰ－

成绩。
中国甘肃网在网站首页位置开设专题《奋斗＂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集纳报道，采访报道全省各级各部门对五
中全会精神的宣讲活动，编辑制作图解、手绘、Ｈ５、长图

等多种形式新媒体产品。

ＴＶ平台用户超过４３０万。广播节目在可视化、场景化、移

【融媒产品制作】２０２０年，中国甘肃网在融媒产品内

动化，电视节目在多屏连接互动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容生产上，共制作图解３０６个，海报６９组／７７５副海报、

３６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有声海报２组、７２个Ｈ５、动漫５１个、手绘长图４７个、短

发布＂新甘肃＂客户端３．０版、掌上兰州客户端＂智慧社

ＭＶ是３个、２个手绘视频、３个沙画。制作短视频７７０余

区＂上线，甘肃舆情数据研究中心、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

个，网络直播６０余场。《长卷Ｉ殷殷嘱托、不负厚望！沿着
总书记足迹看甘肃一年变化》《海报ｌ祁连山生态修复进展

心揭牌。
推进＂新甘肃＂客户端升级迭代及音视频、直播品牌

如何？它们有话说…》《＂九色鹿＂拍了拍你！》《一图

建设，实施＂新甘肃云＂二期、甘肃舆情数据研究中心、

带你了解两千年岁月的山丹军马场》等作品被甘肃省委网

甘肃媒体版权保护中心项目，做好＂一云（新甘肃云）两
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平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省

信办推送，被国内主流媒体转载
【传播渠道拓展】２０２０年，中国甘肃网扩展新技
术、新平台、新渠道，打造优质线上传播渠道。微博下设

＂微博甘肃＂、＂中国甘肃网＂、＂中国甘肃网飞天论坛＂、

级平台）、一端（市县级客户端）两中心（市县级融媒体

中心和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
（供稿∶甘肃日报社）

＂甘肃鼎立信＂、＂陇原好网民＂等账号。微信公众号包括

＂中国甘肃网＂、＂鼎立信＂等。新闻客户端包括＂西北
角＂＂甘肃头条＂两个ＡＰＰ。中国甘肃网抖音号、快手

号，今日头条＂头条号＂、一点资讯＂一点号＂、百度百家
号。平台矩阵总用户数超过１０００万。

（供稿∶中国甘肃网）

甘肃日报社

Ｉ门１拿Ｔ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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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集团
【图书出版与发行】２０２０年，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共发印图书３３１２种（其中，重印图书１８９２种，较上年提

高１．６？？；出书总印数５４９２万册，单品种印数达１．６６万册

／种，较上年提高８．５？？集团组织审核申报各类国家级推
优、重点项目评选３３０种，５种图书入选２０２０年国家出版
基金资助项目，２种图书入选国家民族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报业改革】２０２０年，甘肃日报社、甘肃日报报业集

项目。《读者丛书·与这个时代温暖相拥》被中宣部评为

团公司分设，实现报社按照事业单位运行，报业集团公司

２０１９＂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之一，《敦煌小画师》人选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独立运营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重大变革。

中宣部２０１９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和２０２０年中

组织人员分批赴上海报业、河南日报、湖南日报等党报党

国好书月榜单，《中国河西走廊》入选２０２０年丝路书香工

媒考察学习。启动《甘肃日报》新一轮改版。

程，《法藏敦煌文献》《西夏文字典》《读者丛书·中国文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２０２０年，推进脱贫攻坚、疫情

化读本》等一批精品好书相继面世。

防控、生态环保、高质量发展、＂六稳六保＂等重大主题

２０２０年，全省新华书店实现营业收入１８．０６亿元，同

宣传报道。推出《书写决战脱贫攻坚的春天答卷》等一批
重点深度报道，以及长篇评论《让岁月铭记这个春天》。

比增长１１．９？？？现利润４３５３万元，同比增长７．９？？全年
共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３２万册、《中国

策划实施＂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甘肃省脱贫攻坚县

制度面对面》１３万册、《民法典》１１万册。

（区）宣传周＂活动，共有１５个县（区、市）在这一全媒

【新媒体发展】２０２０年，《读者》微信公众号粉丝总

体平台讲述脱贫攻坚故事。以蹲点调研形式走进元古堆村

数达５８７万，同比增长８．７？？微信新榜文化类日榜排名第

等习近平总书记去过的６个村，采写＂温暖的回响＂系列

９位，新榜总榜５００强排名第２８位，原创文章被＂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千万级大号转载超百次。２０２０年，《读

报道。
推出《众志成城战疫魔——我省全力阻击新型冠状病

者》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订阅量达３６００万。２０２０

毒肺炎感染疫情纪实》《一次担当国家使命的＂甘肃行
动＂》《一份同心共克时艰的＂甘肃答卷＂》等一批重点

年８月，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２０１９中国人文大

报道，刊发《坚持＂两手抓＂夺取＂双胜利＂》等一系列
评论员文章。《甘肃日报》、各子报、新甘肃客户端开设

众期刊数字阅读影响力ＴＯＰ１００＂中，《读者》位列国内期
刊第一名、海外期刊第三名。
【品牌建设】２０２０年，＂读者＂品牌连续１７年入选世

＂促六稳强信心＂＂抓六稳促六保＂＂六稳六保一线见闻＂

界品牌实验室（ＷＢＬ）＂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读者天

等专栏，新甘肃客户端推出稿件７４６篇，各子报刊发稿件
５００多篇。策划组织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１周年重大主

水文旅小镇圆满落地，读者书店正式签约入驻惠州市读者
文化园，成都市武侯区＂读者小学＂建设项目达成合作协

题报道，，推出＂１个深度评论＋９个专版＋９组融媒体产品＂

议。集团与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深圳书香文旅集团、

的回访报道。

南京金陵教育集团等就品牌合作开发、空间推广建设、新

【融媒体建设】全省有８４个县（区））融媒体中心入驻

业态合作等方面达成合作协议。读者传媒成功投资上海阿

省级技术平台＂新甘肃云＂。举办２０２０甘肃媒体融合创新
与发展论坛，启动省级技术平台＂新甘肃云＂二期工程，

法迪智能标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依托其国内图书馆智能
管理行业自主核心技术和产品优势，增强集团及读者传媒

新闻出版管理 融媒体传播｜ ３６７

主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协同性、开拓性。

省分行等企业经营网点建成读者阅读角，在集团帮扶贫困

门店为＂点＂，＂读者小站＂等公共阅读空间为＂线＂，城

村建成３所读者乡村文化驿站。在住宅小区、车站、公
园、机场、商场等设立自助借售书机，为广大读者提供优

市社区、校园、企事业单位的读者书房、阅读角，以及自
助借售书机、乡村文化驿站等为＂端＂，＂点·线·端＋全
良ａ∶

甘肃

院、培黎学院、文县捐建３家读者书房，在中信银行甘肃

【助力书香社会建设】集团总结形成以全省新华书店

质阅读产品。

民阅读＂的书香社会建设＂读者方案＂。推动＂点＂的升

集团重点建设项目＂读者· 新语文＂中小学阅读写作

级，相继实施以西北书城为代表的一批新华书店门店改造
升级；推进＂线＂的扩张，在兰州建成８家＂读者小站·
金城书房＂和３家＂读者小站·行者空间＂，在苏州建成

教育平台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平台累计精准用户近

年鉴
２０２１ ＂读者小站·江南书房＂，累计接待读者１３万多人次，举
办主题阅读活动、文化分享活动２００多场；加强＂端＂的
布局，在省文明办、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等单位和崇信县

部分单位、社区、学校建成读者书房，并为八步沙干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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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万人，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２０２０年度数字出版精

品遴选推荐计划＂，获得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优
秀品牌＂奖及＂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创新

案例＂荣誉称号。
（供稿∶梁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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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专项行动，全省共计宣讲６３１４场次，覆盖农村留守儿

民政事务

童、困境儿童家庭共计１４．３万人次。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机构护理型床位超过３０？？白银市、临夏州被列为全国第

与孤儿同等待遇纳入政府保障范围，集中和分散供养标准
分别达到月人均１３６０元和１０００元。
【慈善事业】强化互联网慈善和慈善信托监督管理，
全年公开募捐备案６３个，涉及慈善组织２３家。２０２０年，

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争取中央专项资

动员全省６３家社工机构、３９０余名社工和５万余名志愿者

金３６１９万元，同时，联合省财政厅在７个县区探索开展省

投身疫情防控，开通心理咨询热线１２０多条，开展个案服

级试点。出台《甘肃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建
立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体系，推动养老机构从基准线

务、心理援助等帮扶支持服务。参加第八届公益慈善项目

向等级线迈进。

织达成４４个项目合作意向，参展组织、展位面积和参展参

【养老服务保障】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养老服务条例》实

施。启动特困供养机构升级改造三年行动，县级特困供养

【残疾人和流浪乞讨人员服务保障】通过加强信息比

对、上门帮助办理，全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达到

３０．４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达到４０万人，比２０１９
年底新增１５．５万人，累计发放补贴资金５．９９亿元。组织实
施＂福康工程＂＂福彩助残＂项目，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残

疾人实施手术矫治康复３７例，配置假肢８５具，配发康复
辅具５００个。开展流浪乞讨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
行动，全年累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１．７万人次，落户安置

１４７人。

交流会，开设主题论坛，１１家机构（组织）与公益慈善组
会人数均创甘肃省历届参展之最。
社会组织管理】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
＂放管服＂政务服务平台，优化工作流程，全省社会组织
发展到２．２８万家。动员引导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

坚，３１４家社会组织与１９４个贫困村结对帮扶，各类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捐赠款物１９２６．１４万元。推进东西部扶
贫协作社会组织帮扶，天津、厦门、青岛、福州市社会组

织累计投入帮扶资金物资４３６８．４２万元。
【婚姻登记管理】开设婚姻登记网上预约和电话预

【儿童服务保障】开展儿童福利信息动态管理精准化
提升年专项行动，全省摸排确认孤儿７４６７人、事实无人抚

约，推广使用婚姻证件电子证照，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强

养儿童９１６９人、农村留守儿童６．６４万人、农村留守妇女

万对、离婚登记４．２万对，办理涉外婚姻登记７５对。２０２０

１．９５万人、乡镇儿童督导员１５１６人、村居儿童主任１８０９８
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保护政策宣讲进村

年，结合疫情防控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持续推进婚

化婚姻登记行风建设，全省累计办理国内居民结婚登记１７

丧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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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地名与边界管理】推进榆中、成县等区划调整

化省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优化省

及乡改镇、镇改街道工作。２０２０年，全省共有乡镇１２２９

属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管理。推进试点在甘肃提高中央在甘

个、街道１２７个，其中乡３３７个（含３２个民族乡）、镇８９２
个，建制镇占乡镇总数的７２．６？？转化利用第二次全国地

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工资待遇工作。落实中央关于提高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各项政策。调整甘肃省部分县区艰

名普查成果，完成《甘肃省标准地名图集》编纂；完成

苦边远地区津贴类别，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

《甘肃省标准地名录》、《甘肃省标准地名词典》８０？？编纂
工作；启动《甘肃省标准地名志》编纂工作。甘青两省民

月人均增资 ８０元。

政厅成立联检工作领导小组，完成甘青界线第四轮联检任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起草《甘肃省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明确今后三年技能人才

务。部署白银与兰州、酒泉与嘉峪关、甘南与陇南市州之

发展的目标任务。建成国家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级

间以及张掖、武威、定西三市内部４０条县级界线联检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２１个。参加国家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工作。
【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确定１６个县市区开展城

赛，５个项目入选国家集训队，１２个项目获优胜奖，１名
选手获＂西部之星＂。推进职业资格制度改革，分批取消

乡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创建，推进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４５个技能人员水平类职业资格。组织实施国家和省级高级

区自治组织建设和社区治理。开展村委会能力提升专项行

研修班７项，培训专业技术人才５００余人。

动，发布《村务公开规范》，通过＂一村一策＂整顿提升

【事业单位人事改革】实行＂四下放、两提高＂。下

作用发挥差的村委会１００７个。落实中央和省委扫黑除恶工

放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权限、总量审核权限、符合国家

作部署，开展＂七查七摆＂活动，乡村治理领域涉黑涉恶
线索实现＂清仓见底＂。

政策规定的高出部分审核权限、绩效工资管理权限，提高

公立医院绩效工资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和公立医院人员支

（供稿∶李永成）

出占业务支出的比重；实行＂两单列、一特设＂，对入选
国家级甘肃省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工作３０年以上的乡

人力资源管理

村教师和艰苦边远地区乡村专业技术人才聘为高级职称的

单列岗位，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符合条

【就业政策体系建设】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行

件的高技能人才设置特设岗位。全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正

压力影响，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六稳＂＂六保＂决

高级岗位在２０１９年５７４７个基础上增加４００９个，增量占比

策部署，制定出台《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切实

达到７７？？持续开展特殊人才职称评审，２１４人获得高级

做好稳就业工作若干措施的通知》《保居民就业方案》《甘

职称。各项考试任务圆满完成，共组织人事考试４９次，报

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通
知》等政策措施，全省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重点群体就业】统筹实施＂三支一扶＂＂特岗教

考人数达４６．７７万人。

社会保障

师＂＂西部计划基层服务＂项目，共招募基层服务人员

【社会保险】２０２０年，全省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

７４７７名。推动事业单位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９９９３人。加
大青年就业见习工作力度，实际到岗１．１７万人。向６．１万

险、工伤保险分别参保１８７２．６８万人、１８７．３６万人、２６４．６

名困难家庭毕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０．６１亿元。举办针对

万人。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７１０．６４亿元。企业职工养老

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女性、残疾人的线上线下专场

保险省级统筹以基金统收统支为核心的＂七统一＂基本完

招聘会９场，提供就业岗位５．７万个。帮助１４．６８万名失业
人员和５．２万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强化失业人员生活保

成；调整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企业职工人均基本养老金
达到２８３５元／月，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达到

障，发放失业补助金２．３亿元。
【创业带动就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新政策，全
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１１８．６５亿元，是２０１９年３．６４倍，吸纳

１０８元；职业年金投资运行工作全面启动，在嘉峪关、酒
泉、武威市开展试点，首批投资运营资金２．２亿元。工伤

带动就业２１．５４万人。新认定省级创业就业孵化示范基地

高全省工伤人员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和工亡职工供养亲

１１家，累计建成１３８家，其中国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３

属抚恤金三项待遇水平，调整后月人均水平达到３０６８元，

家。开展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甘肃省选拔

生活护理费人均达到２５８０元，供养亲属抚恤金达到１４１３

赛，推荐５个优秀项目参加全国比赛，并获得二等奖、三

元；失业保险办理实现＂即来即办＂＂应享尽享＂；全省失

等奖各１个，其他３个项目获得＂创翼之星＂称号。

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最高达到１４５８元／月，最低标准为

【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甘肃省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薪酬待遇。出台《关于优

１３２３元／月，平均标准为１３９０元／月，失业人员领取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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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实现调剂金模式省级统筹，年调剂基金１．０２亿元；提

业金期间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提高到７３５２元和

３６７６元；全省落实失业补助金８．２万人，收益率达４．６６？？

区域自治制度相关情况调研，形成专题调研报告。指导天

全国排名第１１位。

祝、肃北、东乡３个自治县有序开展７０周年庆祝活动，协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组织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推进无欠薪攻坚年行动。开发使用＂陇
明公＂省级工资支付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对＂五项制度＂
落实等情况进行动态监管和分析研判，实施＂冬病夏

治＂。２０２０年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共检查用人单位１．７８万
户，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３５２件，结案率１００？？共为
３６２５名农民工追回工资４４２９．１９万元，全省在建工程项目

调有关部门首次下达县庆民生项目财政补助资金４５００万
元。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重点，实施民族工作领域＂七
五＂普法工作，整理编印民族政策法律法规选编。配合省

教育厅调整完善高考加分政策，民族自治地方长居汉族考
生与聚居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调整一致；成立专项调研

督导组，先后深入８个市州、１６个县市区的６９个点调研督

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劳动合同签订等＂五项制度＂覆盖率

导治理工作，帮助各地发现和纠正盲区死角；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主体责任，审核涉及民族事务公开出版物１３种，协
助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地区维稳、禁毒、反邪教、反恐怖、

达到９９？？上。

平安甘肃建设等工作。

总包代发工资、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农民工

【安全生产】２０２０年，全省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等工作交换意见，就在藏甘肃籍少数民

７１７起，同比下降１５．１５？？？亡６０８人，同比下降

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工作与西藏自治区相关方面签订协

１４．２５？？受伤５４３人，同比下降１２．２８？？直接经济损失

议。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命名办法和教

１．４８亿元，同比下降１６．２７？？安全生产四项指标全面下

育基地命名办法。培育不同类型的示范典型，国家民委拟

降，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命名甘肃省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８个，兰州

市七里河区被评为＂全国第四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

【自然灾害】因全省部分市州持续遭遇强降雨过程，
造成严重洪涝灾害，点多面广、全线冲击、全流域破坏。

理示范城市＂。命名第七批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２０

共造成１０个市（州）的４６个县（区）、１３４．４６万人受灾；

个、示范单位５０个，首次命名５个省级国家机关直属单位

因灾遇难２２人、失踪６人；紧急转移安置８．８２万人；房屋

倒塌３１２１户１．０９万间，严重损坏１．１６万户５．６７万间，一般

【民族宣传】２０２０年，部署开展全省第１７个民族团

损坏２．３万户１１．３２万间；农作物受灾４．９２万公顷，直接经

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组织开展民族宗
教理论政策下基层＂百场万人＂大宣讲活动３６场次，覆盖

济损失约２９４．６９亿元，其中农业损失４０．６４亿元、工矿企
业损失２９．７４亿元、基础设施损失 １８３．５６亿元、公益设施

３万多人次。开展＂融媒体＋民族团结＂系列宣传活动，委

损失２０．４１亿元、家庭财产损失２０．３４亿元。

托门户网站刊发稿件１８０４篇，微信公众号信息送达量达

【应急救灾】全力以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甘肃四级

１５０万人次，甘肃民族政务头条号信息展现量达１３１．２万人
次，首次开通＂石榴籽＂官方抖音号，单条最高点击量突

响应。省减灾委、省应急厅于８月１３日１６时３０分启动省

破６０万人次。发挥《甘肃民族》宣传政策的引导作用，赠

提升到Ⅲ级、Ⅱ级。８月１７日晚，调派金汇通用航空公司

阅份数由２９６０本增加到６０００本。

２架直升机到陇南成县机场，８月１８日凌晨，针对文县石

【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落实民族领域＂十三五＂

相关专项规划，总结评估实施情况，形成专题评估报告。

级Ⅳ救灾应急响应，随着灾情的加重，又先后将响应级别

鸡坝多名群众被困情况，立即调度直升机执行抢险救援任

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印发落实《甘肃省２０２０年兴边富民行

务，２４小时内成功解救文县石鸡坝镇、舍书乡７８名被困
群众。第一时间将争取应急部下达的１亿元和省政府安排

动工作要点》，明确省兴边富民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协调

的１．２９亿元救灾资金下拨到受灾市县，指导受灾重点县区

有关部门拟从财政转移支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景

设置安置点３６９个，集中安置１．７３万人。下拨救灾资金

区建设、风光电开发自主权、兴边富民资金方面支持肃北

１０．４４亿元，指导编制完成灾后重建规划。截至８月３０

县发展。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工作，推荐３０

日，央视新闻刊播新闻稿件１４５篇，新华社、中新社、人

个村申报第四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落实民贸民品优

民日报人民号、中广网等中央媒体刊发稿件３４１篇。全网

惠政策，配合省财政厅落实民贸民品引导资金３６８９万元。

发布防汛救灾信息 １８万余条。

争取相关单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帮办实事好事１３１件。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２０２０年，开展坚持和完善民族

２０２１

应急管理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与青海、四川、西藏等省区就

为全省示范单位，实现＂七进＂全覆盖。

甘肃
年鉴

（供稿∶闫国栋）

（供稿∶李军岐）

民族事务

门实

【高层消防】全省１４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面完成装备
器材配发任务和人员培训，投入经费约２．９７亿元。为１０万
社会事务管理 应急救援保障｜ ３７１

户高层住宅居民家庭配备了火灾应急器材箱和逃生缓降装

【执法改革】省人大专题调研指导《甘肃省消防条

置，街道社区和高层建筑微型消防站配备了２０００部调度指

例》修订工作，省政府修正实施《甘肃省火灾高危单位消

挥终端、２０００套逃生气垫，１３９２个街道社区微型消防站配
齐配强了器材装备。开展３次检查督导，解决矛盾问题，

防安全管理规定》《甘肃省建筑消防设施管理规定》《甘肃
省市政消火栓管理办法》《甘肃省专职消防队建设管理办

。
甘肃 合作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专业电视频道——甘肃电视台
年鉴 公共应急频道。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２０２０年２月频道正
式成立，５月１１日正式开播。共开播《公共应急新闻》

确责任单位，细化具体任务，科学指导各级执法改革任务

《问安陇原》《消防视线——蓝盾》《消防视线——火线》

判、每月全省通报＂练兵机制和＂赋分制＂考评制度，出

《守护者》等５档应急栏目，播出新闻１６５期，专题节目
２０３期，合计总时长５５２０分钟，频道电视网络传输信号覆

台严训抓训十项措施，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训练工作由＂要
我练＂向＂我要练＂转变。组织开展冬训、夏训全员普

盖全省９５？？上城镇人口，收视率位居省内１０个频道第

考、交叉考核和全能尖兵、全员练兵比武对抗，在部局冬

１，全国９３个频道第４，已成为甘肃地区覆盖最广、收视

训工作抽考中成绩＂全优＂。在训练科目设置上逐步向水

率最高、收视人群最多的省级电视媒体。入围国家广电总

域、地质等多灾种拓展，编制安全行进、自救逃生、极限

台＂智慧广电示范案例＂。

抗压等６类２３项实操科目，突出人装结合、班组配合、识

全面提升全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水平。

【设立公共应急频道】省民政厅与甘肃广播电视总台

２０２１

（供稿∶朱家旭）

消防救援

法》４部规章，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法治保障。省＂两

办＂印发《关于深化全省消防执法改革的若干措施》，明

高效推进。
【作战训练工作】建立＂专班每周分析、党委定期研

险避险等关键能力和安全素养实训考评，推动训练模式向

＂全灾种＂转型。对训练、演练、救援中表现突出２个集体
记三等功、２名个人记二等功，３５名个人记三等功、２０１
名个人予以嘉奖，树立起练兵备战鲜明导向。

【安全责任】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总队建

【专业能力建设】依托政府专职队组建专业森林消防

设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和战勤保障消防站暨物资储备库２个
项目建议。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先后５次研究解

队伍，全力消除４４个火险县消防力量＂空白点＂。结合灾

情研判态势和高风险对象分布区域，分级组建３４支抗洪抢

决消防工作，省委、省政府连续１８年与各市州、部门签订

险专业队、１２支石油化工灭火编队、５７支低温雨雪冰冻灾

目标管理责任书，省委宣传部连续３年部署授旗训词纪念

害救援专业队和重、轻型排涝分队，全面打造应急救援

活动和＂１１９＂宣传活动。省政府将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

＂尖刀＂力量。打破传统＂灌输式＂培训模式，开展实战

理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利用３年时间，逐步提升高层建

指挥和安全管控专项培训，集中培训站级指挥员 ２８０人，

筑消防安全水平，全年投入３亿元，为社区街道、微型消
防站、居民家庭配备应急逃生设施器材１０万件套，为２０

视频培训９００人。组织开展水域、绳索、地震等专业技术

个县区购置举高消防车。省消委会分批约谈１．３万名重点

取陇南文县＂８·１３＂水域救援消防员牺牲事故教训，出

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省市县三级分类挂牌督办

台《安全助理（员）和紧急救援小组建设管理规定》《训
练督察工作办法》《作战训练安全监督问责暂行规定》《消

培训和资质认证，累计培训５２３人，取得资质５０４人。吸

９１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３０个行业部门分领域组织开展交
叉互查。省民政、文旅等９部门相继出台行业系统消防安

防救援站干部管理规定》，健全＂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全标准化管理规定，省应急、民政、住建等部门联合印发

的作战训练安全责任体系。研发作战行动管理平台，编制

《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开展联

合排查整治，安排公益基金整改隐患。总队联合省文物局

细化１２类７６种灾害事故处置要点和程序，实现作战行动
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自动留痕、责任可溯，强行靠

印发《做好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消防安全工作的

实安全责任。建立常态化作战训练安全督导机制，并纳入

通知》，会同省教育厅专门部署学校开学复课消防安全工

作，分门别类建立隐患清单，逐一督促落实防范措施。向

各类日常检查和专项督查必查内容。召开作战训练安全警
示教育大会，复盘还原、深度剖析作战亡人案例，警示全

１０个省级重点行业部门发出冬防建议书，督促加强行业单

省、警醒全员，切实筑牢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素养。

位火灾防范。

３７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供稿∶程恩虎 陈 璇）

市（州）概况

Ｉ门案殖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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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兰州市

金钱豹、蓝马鸡等。
２０２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２８８６．７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４？？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５７．４３亿元，增长５．０？？？二

【区域概况】兰州是甘肃省会，地处北纬３５°３４＇２０＂￣
３７０７＇０７＂、东经１０２°３５＇５８＂￣１０４°３４＇２９＂之间，东与定西市

产业增加值９３３．４２亿元，增长３．７？？？三产业增加值１８９５．９

接壤，西与青海省接壤，南与临夏回族自治州接壤，北与

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４０１５２元，增长５．４？？？村

武威市、白银市接壤，２０２０年末，辖城关、七里河、安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４６５２元，增长７．７？？

宁、西固、红古５区和榆中、皋兰、永登３县，有国家级新
区１个——兰州新区，国家级开发区２个——兰州高新技术

１２５．０４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０．４２万亩。油料种植面积１５．９６

区、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面积１．３１万平方千米，市区

万亩，增加２．３３万亩。蔬菜种植面积８７．７６万亩，增加４．８

面积１６３１．６平方千米。全市户籍人口为３３４．０万人，比上年
末增加２．０８万人。其中，城镇人口２４６．１３万人，乡村人口

万亩。中药材种植面积１５．６７万亩，增加１．８９万亩。果园面

８７．８７万人。有回族、东乡族、藏族、满族、蒙古族、土

增产１０．９２？？蔬菜产量１９１．８万吨，比上年增产６．２６？？园

族、维吾尔族、土家族、壮族、苗族等５５个少数民族。

林水果产量１３．２５万吨，增产０．２６？？中药材产量３．６９万

兰州呈南北两山夹峙地形，市区东西狭长，约３０千

米，南北最窄处，仅５０００米左右。海拔１５００￣２０００米，属
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１１．１℃，比上年偏低

亿元，增长１．５？？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９９∶３２．３３∶６５．６８。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积１３．３９万亩，减少０．０１万亩。全年粮食产量３３．６４万吨，

吨，增产１３．０５？？
全年肉类产量４．５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６．２５？？牛奶产量

７．７９万吨，下降７．９６？？年末大牲畜存栏６．７４万头，比上年

水量３４１．２毫米，比上年偏少２６．７毫米。全年总用水量９．９５

末下降４．５２？？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１．９９亿立方米，下降

长３．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３．２？？其中，国有控股

１４．９５？？？业用水量１．５３亿立方米，下降５７？？？业用水

企业增加值增长３１．９？？集体企业增加值增长５．１？？股份

量４．８９亿立方米，增长２７．３４？？？态用水量１．５４亿立方

制企业增加值增长０．２？？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值下

米，增长３３．９１？？土地资源分中低山林牧区、河谷川台蔬
菜瓜果区、低山丘陵粮油区，复杂多样的土地类型，适宜

降３．９？？中央企业增加值增长２．８？？地方企业增加值增长
４．０？？轻工业增加值增长５．０？？重工业增加值增长２．７？？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５５．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０．１℃。年日照时数２０９６．１小时，比上年偏多７．８小时。年降

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珍稀动物有黑鹳、藏雪鸡、

市（州）概况｜ ３７３

１４０．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
为７９．１２元。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２０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险，医疗救助资助保险人数１０．１７万次。全市共有社区服务

６．１？？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

服务站４０９个，养老机构３２个。

４４１个，比上年末减少１８个。

费量１４２３．０４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３．７８？？六大高耗能

增加值２３８．６１亿元，下降７．６？？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

行业能源消费量１３６８．３８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５．０１？？
全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８５．２？？比上年提高

甘肃 ３６．６１亿人千米，下降１４．７１？？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完成旅客
２０２１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物周转量２２６．１９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３．６４？？？客周转量

年鉴

机构和设施７７６个。其中，社区服务指导中心５３个，社区

４．１％

（供稿∶兰州市史志办）

吞吐量１１１２．６６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２７．２９？？？邮吞吐量
７．０万吨，下降２．７９？？年末全市公路里程０．９７万千米，其

中等级公路０．９５万千米。全年新建二级以上公路４７．６６

千米。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１８．６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９６？？邮

嘉峪关市

政业完成邮政函件业务４９０．７６万件；包裹业务８．５６万件；

【区域概况】嘉峪关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
中西部，介于东经９７９５１＇１４＂￣９８°３１＇５９＂，北纬３９°３９＇４７＂￣

快递业务量６３９０．７３万件，增长２１．６０？？？递业务收入

３９°５９＇４７＂之间。东临酒泉市肃州区，西连酒泉市玉门市，

１４．１４亿元，增长１７．２５？？电信业务总量６３２．４亿元，增长

南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接壤，北与酒泉市金塔县相

２０．０３？？年末电话用户６６７．１２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连，市域规划区面积１２２４１６．５３公顷，其中耕地面积

６０９．７万户，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４５３．３８万户，５Ｇ移动电话用

６９９０．４３公顷，林地面积１０８３．９３公顷，草地面积７５８７．７８

户１４９．４６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２１２．８７万户。互

公顷。

联网宽带接入端口３９３．６９万个，增长１７．００？？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南、讨赖河中游，海拔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米，属大陆荒漠型气

９９．７６？？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９９？？全年累计接待国内

候。讨赖河横穿境内，年均径流量６．３７亿立方米，全市１５

外游客４８２１．４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４２１．４亿元。兰州老

座水库，水库总库存容量达７８８６．４８万立方米。全市探明和

街水上集市累计吸引游客７１５万人次。黄河楼、兰州水墨丹

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有６种，主要有铸型黏土、花岗岩、石

霞景区＂十一＂试运营期间每日实际接待游客量超出计划

人数的１．５倍。与文旅企业签订重点文旅项目９个，签约金
额１７９．８亿元。发放文化旅游消费券１００万元。开通＂兰州

灰石、建筑用砂石、白云石、零星金矿，其中以建筑用砂
石和铸型黏土开发利用优势明显。境内有嘉峪关长城防线
（明）、新城墓群地下画廊、讨赖河大峡谷、长城博物馆、

人游兰州＂旅游直通车１０余条，打造民族生态旅游、红色

东湖生态旅游园区等人文自然景观。

旅游线路１３条，发送游客１１００万人次。

境内辖域分布于酒泉盆地西沿的祁连山北、合黎山

全市有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１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１

【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２４５

个。年平均气温９．２℃，与上年持平。年平均降水量６５．１毫

个，卫生技术人员４．１５万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

米，比上年下降６２．４？？全年内空气质量达标天数３３６天，

站）１０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卫生技术人员５９４

比上年增加５天。完成人工造林面积６７公顷，开展全民义

人；卫生监督所（中心）１０个，卫生监督所（中心）卫生
技术人员２７７人。乡镇卫生院６５个，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

务植树４１．６万株。

人员０．１５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３．２２万张。全年

算，比上年增长４．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５．４亿元，增

总诊疗人次２２２１．５６万人次，出院人数８３．７８万人。获得体

长４．２？？？二产业增加值１７９．２亿元，增长６．７？？？三产

育各类奖牌４枚。其中，国家级金牌１枚、银牌１枚、铜牌２
枚，比上年减少７枚。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业增加值９７亿元，下降１？？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

１０．０３亿元，下降５．３？？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４．０９亿元，下
降９．１？？金融保险业增加值１７．３１亿元，下降２．１？？房地

可支配收入４０１５２元，增长５．４？？？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产业增加值７亿元，下降４．２？？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入１４６５２元，增长７．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５８９２元，
比上年下降４．２？？恩格尔系数为３０．２？？？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１１５５１元，增长２．７？？恩格尔系数为３０．８？？

１．６∶６３．６∶３４．８调整为１．９∶６３．６∶３４．５。

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２８１．６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粮食总产量２．８５万
吨，增长３４．３９？？其中，夏粮产量０．９９万吨，增长

年末，全市共有３．０３万人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

６７．８？？粮食作物种植面积４．８４万亩，增长２０．７９？？其

障，３．８２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０．３４万人享受农

中∶小麦种植面积２．０９万亩，增长４４？？？粮薯类种植面

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资助２２．７０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

积蔬菜０．１４万亩，下降３９．１３？？？菜种植面积２．８２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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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６．３１？？主要经济作物中，油料产量０．０１万吨，增长
－９６．６２？？？林水果产量０．２８万吨，增长０．６４？？？量１４．１７

客房出租率为３０？？比上年减少１７？？

万吨，增长５．１５？？

年增长０．７８？？？中医院、卫生院１３个，妇幼保健院
（所、站）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１９个，疾病预防

年末大牲畜存栏１．０４万头（只），增长２２．３８？？？存栏
１．０１万头，增长２２．７？？？存栏７．０７万只，增长２５．５８％；
猪存栏３．６４万头，增长２４．７６？？牛出栏０．３４万头，增长

４５．２４？？？出栏４．６１万只，增长１７．７６？？猪出栏３．８２万

头，增长２．２５？？其中∶全年肉类总产量０．３９万吨，其中猪
肉产量０．２７万吨、牛肉产量０．０３万吨、羊肉产量０．０７万
吨。鲜蛋产量０．１２万吨、奶类产量０．８８万吨。

【医疗卫生】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２９个，比上

控制中心（防疫站）１个。医院、卫生院床位数２２２７张，卫
生技术人员３０１０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１１７９
人；注册护士１７５８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卫生
技术人员３１人。乡镇卫生院３个，乡镇卫生院床位６５张，

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８７人。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１７３．４５亿

入４４７７４元，比上年增长５．１？？？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

元，增长７．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６？？其

出３０８６３元，增长２．３？？？镇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消
费性支出的比重为３２？？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２２４７８

中，市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２０．９？？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产品产销率１００．７？？比上年增长０．６？？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中，轻工业增加值下降８．７？？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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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６．９？？？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６４４７元，增

长５．６？？？村居民食品烟酒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１０．７？？嘉峪关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８３０．６４亿 为３０？？
元，增长２０．５？？实现利润总额２８．７亿元，增长１３４．４？？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１２．９４万人，增长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３．４５？？五大支柱行

１．１８？？其中职工９．２１万人，增长１．１２？？离退休人员３．７３

业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９６．２６？？？现利润总额
２８．７亿元。全市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５．８２亿元，下降２３．７？？

万人，增长１．２２？？？末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１１．４９
万人，增长０．０７？？？末参加职工医疗保险１１．４３万人，增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公路里程１０６９．３８千米，高

速公路１１９．４７千米，新建二级以上公路４１．１千米。实现客

长６．２１？？？加失业保险６．５８万人，增长０．５１？？？加工伤
保险７．３４万人，下降１．９？？其中参保农民工０．８８万人，下

运量３８９２万人次，下降５３．４３？？？客周转量５５３０万人千

降２３．１８？？？加生育保险６．９３万人，与上年持平；年末参

米，下降６２．９５？？货运量７２００万吨，下降２７．８６？？？物周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２．２３万人，增长３．２４？？城镇居民

转量５７５９６３万吨千米，增长１０３．０５？？民用航空完成旅客

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１８５３１人，下降９．９６？？？村居民得
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２４０４人，下降１８．７８？？？乡医疗救助

吞吐量５５．４７万人次，下降４．５２？？货邮吞吐量１６８３．７吨，
下降６．５６？？２０２０年新注册汽车６９４５辆，增长２４．０６？？？
末私人汽车保有量８１３７７辆，增长２３．４３？０２０年新注册

轿车５１９５辆，增长５．８７？？？末私人轿车保有量６３５３６辆，

增长７．６３？？
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０．７４亿元，增长１２．１２？？？政行业

１９８３人次；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收养３８５人，下降
５？？？慈善协会接受社会募捐２１６．１５万元，增长４３？？

年末共有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２个，养老服务机构

９个。社会服务机构床位２０张，养老服务机构床位７１７张。
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３１个。

务２８．５万件，下降２９．２３？？？裹业务０．１１万件，下降

【环境保护】全市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２个，无人值
守的地震监测台１个。全年未发生５．０级及以上的地震。全

１５．３８？？？递业务量１７４．２７万件，增长２８．９６？？快递业务

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２８．４万元，农作物受灾

收入０．４８亿元，增长３１．５４？？全年电信业务总量３５．８６亿

面积１１．９８公顷，成灾面积１１．９８公顷。

业务收入０．９８亿元，增长１８．０７？？邮政业完成邮政函件业

（供稿人∶耿天红）

元，增长２４？？？末固定电话用户１３．６１万户。其中∶城市
１３．０１万户，农村０．４万户。年末移动电话用户４１．５５万户，
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３７．９７万户。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

金昌市

１６．４３万户。
【文化与旅游】年末全市共有文化馆１个，公共图书馆

２个，广播电视台１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１００？？有线电
视用户２．４万户。

【区域概况】金昌市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东
段，祁连山脉北麓，阿拉善台地南。北东与民勤县相连，

东南与武威市相靠，南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相接，西南与

全年国内旅游收入２６．８９亿元，下降７２．１１？？？内旅游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搭界，西与民乐、山丹县接壤，西

人数３７９．６万人次，下降７１．１９？？接待境外旅游人数０．２１万

北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毗邻。全境东西长１４５千米，

人次，下降８９．６１？？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４０．３３万美元，下降
８４．８４？？游客平均停留天数１．４１天，比上年减少０．１１天；

南北宽１３５千米。全市总面积８９２７．６８平方千米，辖一县
（永昌县）一区（金川区）。２０２０年底，全市常住人口４３．８
市（州）概况｜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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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有汉、蒙古、回、藏、满等３２个民族。金昌市因盛

３３．９８？？其中∶快递业务收入 ４５３７．２６万元，增长

产镍闻名于世，总储量仅次于加拿大萨特伯里镍矿，居世

８４．３８？？邮政行业业务总量累计完成７３５９．２６万元，同比增

界同类矿床第二位，被誉为中国的＂镍都＂。工业是金昌经

长１２．７？？快递业务量完成１９９．３万件增长３２．６６？？全年邮

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已形成有
色冶金、化工、建材、能源四大支柱产业体系。

政函件业务量累计完成４．６４万件，同比下降３９．７４？？？裹

２０２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３５８．６２亿元，同比增长

甘肃 产业增加值２２７．４３亿元，增长１０．９？？？三产业增加值
８．７？？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２９．０９亿元，增长５．２？？？二

年鉴 １０２．１亿元，增长３．８？？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８．１∶６３．４∶
２０２１ ２８．５。

全市大口径财政收入５９．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３？？？
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２２．４７亿元，增长７．８７？？其中，税收

收入１６．８７亿元，增长８．１７？？？税收入５．６亿元，增长

６．９７？？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６０．９６亿元，下降８．０６？？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９１．１６
万亩，比上年增加７．０３万亩。油料种植面积４．１７万亩，减
少０．６３万亩。蔬菜种植面积２０．１９万亩，减少０．４２万亩。中

业务量累计完成０．３万件，下降１８．９２？？？纸业务累计完成
８３６．２７万份，增长６７．８？？？志业务累计完成３２．７７万份，
下降０．７６？？？兑业务累计完成０．１６万笔，下降４８．３９？？
全年全市电信行业业务总量４６．６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１．４２？？年末全市固定电话用户５．１７万户；移动电话用户
５４．４万户，其中∶３Ｇ用户３．０８万户、４Ｇ用户４４．４１万户、
５Ｇ用户９．８９万户。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宽带互联网用户

１９．８９万户，同比增长３．６５？？
【文化与旅游】年末全市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９９．１３？？比上年末提高０．０３个百分点；电视综合人口覆盖
率９９．０９？？，提高０．０４个百分点。
全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３１３．４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４５．６２？？？内旅游收入１８．３亿元，下降４６．１８？？接待入境

药材种植面积０．９８万亩，减少０．３２万亩。果园面积１．７５万

游客２５５人次，下降７７．９６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３．４９万美

亩，增加０．０５万亩。全市粮食产量４４．６４万吨，增产９．８？？

元，下降８７．７３？？

蔬菜产量７４．５２万吨，比上年增产３．５？？油料产量１．１万

【医疗卫生】年末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５３６

吨，增产１８．３？？中药材产量０．８４万吨，减产３．４？？

家，其中∶医院１６家，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３３家，乡镇

全年全市肉类产量１．４万吨，比上年减少４５？？牛奶产
量５．９３万吨，增长８５？？年末大牲畜存栏６．３５万头（只），

卫生院１２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３家，卫生计生监督机构２

比上年末增长１０．０５？？其中牛存栏５．９万头，增长１０．７％；

家，诊所３１３家，其他机构１５家。卫生机构实际开放床位

牛出栏１．８５万头，增长１０．７８？？羊存栏８２．１０万只，与上

数３３４５张，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床位７．３张。卫生专业技术人

年基本持平；羊出栏５０．７２万只，增长７．９？？生猪存栏９．３９

员４８３３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１８９７人，每千常住人口

万头，增长１．８７倍；生猪出栏４．７７万头，增长７？？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拥有执业（助理）医师４．１４人；注册护士２２４８人，每千常

增长１４．２？？其中，轻工业下降４．２？？重工业增长１７．８？？

职称４５人、副高级职称４０４人。全年总诊疗人次１８８．８万人

采矿业下降９２．８？？制造业增长２１．１？？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６．３？？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总
产值６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８？？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次，出院人数８．４２万人。

润３８．６８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８．６？？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年末，全市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

生活消费支出２８４１１元，恩格尔系数为３１？？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１６７８８元，增长６．８？？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１１８６０元，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６？？年末，全市城镇新增

企业３７户；全年完成建筑业总产值１０７．８亿元，同比增长

就业１．３万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１．２７万人。年末城镇登

资产负债率为５４．９？？

６．６？？

家，妇幼保健机构３家，采供血机构１家，村卫生室１３８

住人口拥有执业护士４．９１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中正高级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金昌市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４２６６２元，比上年增长５．２？？城镇居民人均

记失业率为３．２？？全年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８．０５万人。

【交通通信】全年全市铁路货运量７０１．６６万吨，增长

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７．５４万人，比上

３．４４？？其中∶发送量２６９．０８万吨，下降６．８４？？？达量
４３２．５８万吨，增长１１．０６？？道路交通货运量１５２９．９４万吨，

年末增加０．２３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１５．７９

下降１２？？？运周转量５６６０７７．８万吨千米，增长１６？？道

加０．１３万人，全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０．０６万人。参加工

路交通客运量１５１．２９万人次，下降１７．８？？？运周转量
１２１０３．２万人千米，下降１７．７？？

伤保险人数８．６５万人，减少０．０５万人，年末全市共有８１８２

年末全市注册机动车总量１２２９３６辆，比上年末增加

７１０３辆，其中∶个人汽车保有量８４３７４辆，增加７１１４辆。
全年全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８７４６．９２万元，同比增长
３７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万人，与上年持平。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４３．３万人，增

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６０４１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８１５人享受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年末全市共有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３５０个。其中，社区
服务指导中心１个，城乡社区服务中心１８个，城乡服务站

１８２个，城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３１所，农村互助老人幸福院

阳辐射强，风能资源较丰富，气象灾害种类多、频率高、

１１８所。

范围广等特征。年平均气温３．１℃￣９．１℃，总的地理分布是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全市地表水资源总量５．４亿立方
米（含引硫济金工程调水０．４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总量
０．３７亿立方米。年末全市三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１．４７亿立
方米，比上年末减少１７．８８？？全年总用水量６．５７亿立方

从东西两边向中部递增。年降水量１６０￣４５０毫米，其分布由
北向南逐渐增多。年日照时数２３００￣２８００小时，由北向南逐
渐减少。太阳辐射总量（５５００￣６０５０兆焦）／平方米。无霜
期１４８￣１５８天。现辖会宁、靖远、景泰三县和白银、平川两

米。其中，生活用水量０．４１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０．５３亿

区，有５３镇１６乡９街道、１２１个社区、７０２个村、４７６个居

立方米，农业用水量４．９９亿立方米；生态用水量０．６４亿立

民小组、４４８５个村民小组，共有回族、满族、东乡族、藏

方米。

族等３６个少数民族。总面积２．１２万平方千米。白银市荣获

截至年底，全市自然保护区２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１个。省级地质公园１个，省级地质遗迹保护区１个（同

地质公园）。市内４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达到或优于Ⅲ类

断面比例为１００？？

＂优秀魅力城市＂称号。全年生产总值完成４９７．２７亿元，比
上年增长２．８？？其中一产、三产增加值分别增长６？？

居全省第１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７．２５？？城乡居民人

等效声级５０．７ｄＢ。全年平均气温为９．５℃，与上年持平。年

６４．７亿元，增长３５．８？？居全省第２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日照小时数２７２８．７小时，比上年增加３５．５小时。年降水量

完成３３．３８亿元，同口径比上年增长７．２５？？一般公共预算

１３４．９毫米，比上年减少５１．６毫米。全市气象雷达观测站点

支出２００．０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８？？城镇新增就业３１７４６

１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２个。

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２．８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白银市
【区域概况】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甘肃省中东部，

１６５．２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２．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３１０３元，比上年增长
４．２？？？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７１１元，比上年增长

７．９？？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占生产总值比重较上年提升１．２？？居全省第２位。＂三个千

跨１４７．７５千米，南北长２４９．２５千米。东临宁夏回族自治区

亿级＂产业开工建设，紧盯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示范区建

中卫、海原、西吉县，南接定西市安定区、通渭县及平凉

设，引进润丰、新希望、牧原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

市静宁县，西与兰州市皋兰、永登县毗邻，西靠武威市天

动构建以５个万亩生态牧场、１０个百亿级产业链为引领的千

祝、古浪县，北依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白银因矿得

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完成《白银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名、因企设市，是全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是丝绸

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开工建设会宁、平川现代丝路寒旱农

之路的枢纽要地、兰白都市圈的核心之地、藏金聚宝的资

业产业园，推进新希望、牧原、润丰等全产业链项目，建

源富地、享誉全国的工业重地、绿色高效的农业基地、绚

成水肥一体化高标准农田１０万亩，会宁牛羊、靖远肉羊基

丽多彩的旅游胜地。黄河从白银区水川镇西峡口入境，自

地列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培育发展循环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集群，加快高效气化气、华

１４７１０平方千米。境内绝大部分是山区，总体特征为南北高

实新药等１３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建设，入选国家工业资源

中部低，山地与宽谷平原并存，北部属冲洪积倾斜平原，

综合利用基地。白银高新区、银西生态产业园列入国家绿
色园区，刘川工业园区获批全省首批绿色园区，以中创博

中部为低山丘陵，南部呈黄土梁峁残塬地貌，海拔最高
３３２１米、最低１２７５米。地貌特征以基岩山地和山间盆地为
主，西北部大地构造属祁连山脉东延部分，地面基岩裸
露，阴坡自然植被，东南部以黄土塬、梁、峁、丘陵和

２０２１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４．２？？７．９？？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位于北纬３５°３３＇￣３７°３８＇，东经１０３°３３＇￣１０５°３４＇之间，东西

南向北呈Ｓ形流经白银区、靖远县、平川区、景泰县，于黑
山峡下北长滩乌龙漩口出境，全长２５８千米，流域面积

甘肃
年鉴

４．１？？分别居全省第２位和第４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１６．０２？？居全省第３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５？？

全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９５．１？？比上年提高
０．９个百分点。市区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等级为较好，平均

（供稿∶郑天水）

Ｉ门１拿Ｔ

利为龙头的数字经济六个月实现销售额６．３亿元、创税过亿

元。借助＂天下帮扶＂＂邦农购＂平台，实现产值３．３亿
元、创税４５４２万元。

川、坪、沟谷为主，大地构造属陇中盆地部分，除个别基

靖远煤电清洁高效气化气综合利用等一批延链补链项

岩山地外均被黄土覆盖。境内植被在水平分布上自南向北

目加快推进，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钛白粉生产基地项目落

逐渐向荒漠草原过渡，带间过渡不甚明显。由于深居大

户白银，甘肃省煤炭交易中心白银分中心挂牌运营。地下

陆，距海遥远、地形复杂，海洋温暖气流较少，属温带大
陆性气候，具有气候干燥，气温日差较大，光照充足，太

综合管廊项目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平川陶瓷喜获
中国国际展会金奖。白银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全国网络主
市（州）概况｜ ３７７

播培训基地等建成投运。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开展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实施５００万元以上投资项目５０６个，白银至青城旅游公
路建成通车，白银通用机场完成主体工程，靖远金滩黄河
业户．

甘肃

年鉴

于全省平均增速。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２６．０１亿元、第
二产业增加值１６１．８２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３７９．０６亿元，
年均分别增长５．６？？４．９？５．１？？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８．９

大桥顺利合龙，高铁南站、南环路地下综合管廊及道路工

∶２４．３∶５６．８。２０２０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５万人，其中失业
人员再就业１．３９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４？？全年组织劳务

程等项目加快推进。省道２１７线、景中高速、会宁至老君等

输转７１．５万人，创劳务收入１７９．６９亿元。２０２０年居民消费

高速公路建成运营，白银至中川、景泰至白银等一级公
路、白银通用机场、中兰客专等项目加速推进。

价格比上年上涨２．３？？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６．７？？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２７０．９２亿元，年均增长６．９？？一般公共预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市举办＂黄河水乡＂邂逅

算收入５３．９１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３５１．７６亿元，年均分

２０２１ ＂江南水乡＂文化旅游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全年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６０．８亿元。
【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全市＂互联网＋医疗健康＂持续

别增长８？９．４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３００５７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９０７２元，年均分别增长８？

８．６％

发展，建成城市医联体２家、县域医共体１３家。社保卡就

【农业农村经济】 ＂十三五＂时期，天水实施＂４＋

医结算全面启用。定点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全部实现＂一
站式＂结算，市第一人民医院、疾控中心、第三人民医院

２＂农业产业振兴行动，建成高标准农田７６．６９万亩，粮食

等骨干医疗单位完成改造升级，新晋２家三级甲等综合医
院，市医疗集团组建运行。

产量连续１０年稳定在１１０万吨以上。果品、蔬菜、畜牧、
中药材产值分别达到１４０．４亿元、１３０亿元、１００．７８亿元和
４４．５２亿元。２０２０年，天水新建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１４０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市棚户区、老旧

座、新增储藏能力９．５２万吨。开办农业保险品种３７个，支

小区改造惠及近６万群众，率先推动复工复产，发展夜经

付理赔８６９２万元。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济，促进消费增长，开展招聘安置、创新创业、就业帮

总数分别达到５７６家、９１４４家、１２４３家。２０２０年全市粮食

扶、根治欠薪活动，抓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

提高１０？？实施乡镇寄宿制、小规模学校项目１７３个，义务

作物播种面积４８０．１３万亩。油料播种面积８５．８９万亩，比上
年减少３．６７万亩。蔬菜播种面积８９．５３万亩，增加４．８５万
亩。中药材播种面积２４．０４万亩，增加０．９３万亩。２０２０年油
料产量１１．４６万吨，比上年下降１．６？？蔬菜产量２１４万吨，

教育、普通高中大班额分别降至０．７４？？０．５２？？高考一本

增长６．５８？？中药材产量５．０３万吨，增长５．０２？？水果产量

上线率达到２６．１５？？白银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五批居家和社

１５３．２９万吨，增长１１．１８？？全年粮食产量１２７．８５万吨，比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地区。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全市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上年增产３．８？？其中小麦产量４１．９１万吨，增长４．３５？？？
米产量５４．３７万吨，增长１．７？？全年肉类产量６．２９万吨，比

３７．５４？？＂十大生态公园＂提升城市品位，白银市被命名为
国家卫生城市，推动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

生猪出栏６５．０４万头，增长３．８？？？出栏９．１２万头，增长

等重点群体就业，新增城镇就业２１．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４？？内。城镇新增就业３．１７万人。城乡低保标准

快建设黄河上游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创新试验区，推进黄河

上年增长５．１１？？禽蛋产量１．６７万吨，增长１０．１６？？年末

主干流、祖厉河支流治理，黄河白银段水质达到Ⅱ类标

６．４６？？？出栏１７．９７万只，增长８．１４？？
【工业和建筑业】＂十三五＂时期，天水实施＂工业

准。构建＂两屏两廊两带＂绿色生态体系，大规模推进国
土绿化，加快沿黄生态长廊、道路景观、农田林网、城区

强市＂战略，华天电子科技园、长城电工产业园、星火数
控重型机床制造基地、电科院电工产品综合检测试验研究

绿化建设，构建九大生态片区，森林覆盖率达到１３．６？？

基地等项目全面建成，经开区＂扩区增容＂和企业搬迁改

上。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落实＂六个百分之百＂扬

造持续加快，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２０２０

尘管控措施，空气优良天数３４４天，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９４．２？？整治河湖＂四乱＂，消除土壤污染存量，县级以上
饮用水水源达标率１００？？白银市区东大沟、金沟河等治理

年，天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８．６？？在规模以

成效显著。

４．５？？股份制企业增长１５．４？？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

１１．９？？私营企业增长２３．３？？分隶属关系看，中央企业增

（供稿∶白银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天水市
【区域概况】２０２０年，天水市生产总值６６．９亿元，较
＂十二五＂末净增１９６．９８亿元，年均增长５．２？？连续五年高
３７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长４．６？？省以下地方企业增长１５．２？？分轻重工业看，轻

工业下降１．１？？重工业增长１８．２？？分门类看，采矿业增
长４０．５？？制造业增长７．４？？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增长１２．８？？
２０２０年，天水市实施十大生态产业项目２７０个，累计
完成投资２６２亿元，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

到２５．３？？２０２０年，天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院３２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３３５５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

２０．１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１？？营业收入２３７．５亿元，增长
５．１？？销售产值３４５．６亿元，增长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产品产销率９５．２？？２０２０年建筑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５？？

心（站）８７个，卫生院１３６个，村卫生室２５９７个。专业公

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３２个，
比上年末增加３１个。２０２０年，建筑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５？？至２０２０年末，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
业企业 １３２个，比上年末增加３１个。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宝兰客专建成通车，天水进入
＂高铁时代＂。秦州大道、麦积山大道、东柯大道、国道３１０
线升级改造、甘谷至麦积二级公路、洛门至水帘洞景区旅

游公路、天定高速藉口出口、天水汽车西客站等项目全面

完工。公路通车总里程达１．４万千米，等级公路占比达到

９９．２？？

共卫生机构２７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８个，妇幼保健

院（所、站）８个，卫生监督所（中心）６个，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机构３个。卫生技术人员２０３０３人，其中执业医师和
执业助理医师６５８６人，注册护士９３７７人。医疗卫生机构床
位２０３１２张，其中医院１５８７３张，卫生院３１１６张。全年总诊

疗人次１２６２．４７万人次，出院人数４４．６６万人。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天水新增城镇就业２９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内，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８５？？上。年均输转农村劳动力６９万人以上，累计劳务收

拿章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入突破６００亿元。连续五年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标准、城乡低保指导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水平，发放
城乡低保金４３．８１亿元、特困供养金３．５３亿元、临时救助金

２０２０年，全市公路通车总里程１．４１万千米。全社会公

８．８７亿元、残疾人＂两项补贴＂２．８７亿元。２０２０年，天水

路客运量３０６５．４９万人，客运周转量２０．４８亿人千米。公路

市麦积全国综合养老示范基地一期建成运营，城乡居民基

货运量２２２１．２１万吨，货运周转量３３．７２亿吨千米。至２０２０

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９７？？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参加机关

年末，全市注册机动车保有量６３．９６万辆，其中私人机动车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

保有量６１．６５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３２．６６万辆，其中私人

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社会保险分别为

轿车保有量３０．４１万辆。２０２０年，全市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９．８９万人、２５．４２万人、２０３．８４万人、１８．８９万人、１２．０８万

５．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９８？？其中快递业务总量１４５２．５９

人和１８．６３万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２９．０１万人。离退

万件，增长 ４４．４６？？电信业务总量２４４．９亿元，增长
３６．６９？？年末电话用户３３７．３６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

休人员１０．９７万人，养老保险基金支出３４．６６亿元。企业劳
动合同签订率９４．３？？集体劳动合同签订率８７．３？？共有城

２８８．３９万户，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２５６．４３万户。固定互联网宽

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１．９４万户、４．７８万人，累计发放低保

带接入用户１０２．７２万户，其中固定互联网光纤宽带接入用

补助资金２．５６亿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７．９７万户、

户９８．８８万户，移动宽带用户２５６．４３万户。

２６．３９万人，累计发放低保补助资金６．１５亿元。农村临时救

【文化旅游】天水推进文化旅游首位产业发展，提升
旅游品牌，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天水大剧院、青鹃山

助３８．８２万人次。２０２０年，天水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旅游度假区等项目建成投用，天水市博物馆晋升为国家一

９０７２．１元，增长７．５？？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６１８３．５元，

级博物馆。天水广播电视台在全省率先实现高标清同播，

比上年增长３．５？？？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０２３８．２元，增长

＂十三五＂期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２．０７亿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１２５６亿元。２０２０年，天水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博

７．６？？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２６．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２９．２？？

物馆新馆开工建设，市工业博物馆建成开放。至２０２０年
底，天水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２６个，文化馆８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１１３个，公共图书馆８个，各类藏书８２万册。广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９７？？８个地表水国、省考断面水
质优良比例达到１００？？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全面完成。秦

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９９．４８？９９．４６？？有线数字电

州、甘谷、张家川、武山、清水热源厂建成投用。建成城

视用户１０．２万户。２０２０年接待旅游人数２２９０．４７万人次，比

区生活污水处理厂８座，新改建污水管网２１５千米，成纪净

上年下降５２．３？？？现旅游收入１４２．３６亿元，下降５２．９？？

水厂等５家城区污水处理厂达到一级Ａ排放标准。一次性投

接待入境过夜游客７２２人次。其中接待外国游客４５５人次，

入１９．８亿元，在全省率先实施以垃圾处理、污水治理和公

接待港澳台同胞２６７人次。麦积山论坛升格为省级论坛。

厕改造为重点的人居环境治理项目，解决全市农村人居环

《天水千古秀》成功上演并实现常态化演出。

境基础设施短板。中节能天水循环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

３００５６．８元，比上年增长４．７？？？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空

【医疗卫生】天水市妇幼保健院、天水市中心血站完

目投入运营，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全域无垃圾

成搬迁，全市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２０１３２张，城乡医保实现

三年专项治理目标顺利实现。完成营造林１３６万亩，森林覆

全面并轨，天水市体育中心建成投用。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

盖率达到３６．７２？？２０２０年，天水市水资源总量１６．３亿立方

有医疗卫生机构３５００个，其中医院１１６个，医院中有综合
医院６２个，中医医院２１个，中西医结合医院１个，专科医

米。全年总用水量４．０１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１．３？？其中
生活用水量０．９４亿立方米，增长１．１９？？？业用水量０．３亿

市（州）概况｜３７９

立方米，下降１．９８？？？业用水量２．７亿立方米，下降

，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农作物播种面积３６４．５万

２．１９？？？态用水量０．０７亿立方米，增长４．０１？？

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２１５．０４万亩，经济作物播种

２０２０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３．４５。优良天数
３５４天，占监测总天数的９７？？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

面积１４９．４６万亩。蔬菜种植面积６３．２９万亩、下降２．８５？？
中药材种植面积１５．５２万亩、下降１４．４９？？瓜类种植面积

浓度２７微克／立方米，渭河葡萄园国控出境断面水质综合

１２．７１万亩、增长３８．１３？？小茴香种植面积７．０５万亩、增长

评价结果为ＩＩ类。城市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地表

２０．７９？？青饲料播种面积２５．７９万亩、增长３．５９？？藜麦种
植面积１１．６万亩。全年粮食产量１０３．３８万吨。全年蔬菜产

甘肃
年鉴 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８９．５４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护区２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个。２０２０年，全市规模

量２６２．９万吨、增长３．７？？瓜类产量４６．６４万吨、增长
２６．７５？？小茴香产量２．１８万吨、增长２２．５２？？年末牛存栏

７．６７？？全年全市平均气温为１０．８℃。年日照小时数１７８３．５

６０．６１万头、增长８．４７？？出栏２９．５万头、增长４．５４？？？

小时。年降水量６８１．２毫米。全市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１个，
卫星云图接收站点１个。至２０２０年末，全市有地震台站

存栏４９０万只、增长 ２４．１？？出栏３３５．６２万只、增长

（点）１４２个。其中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６个，无人值守

头、增长３．８３？？？禽存栏８００．０７万只、增长３２．７５？？出

的地震监测台站（点）１３６个。

栏４５３．３４万只、增长１６．０７？？

水质达标率１００？？饮用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天水有自然保

２０２１

（供稿∶天水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２４．２７？？？猪存栏８０．５４万头、增长３．６４？？出栏１３４．１５万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６？？其

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８．４？？重工业增加值增长

武威市

１２．３？？轻工业增加值下降１．２？？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
７．２７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３．１１？？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

【区域概况】武威市地处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东

本为８４．１７元，产品销售率１００．２？？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端，位于北纬３６°２９＇￣３９°２７＇，东经１０１°４９＇～１０４°１６＇之

资产负债率７１．４？？２０２０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２９．８１亿元，

间。东靠白银市、兰州市，南部隔祁连山与青海省为邻，
西与张掖市、金昌市接壤，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南北

比上年增长１．７？？

最大距离３２６千米，东西最大距离２０４千米，总面积３２３４７

米，其中等级公路１２８９９．２３千米（含高速公路６１２．１９千

平方千米。其中，陆地３１９６６平方千米，占９８．８？？水域
３８１平方千米，占１．２？？
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

米）。全年完成公路运输总周转量１９７．７７亿吨千米、增长

带，地势呈西高东低，局部地形复杂，形成明显的三个地

１．１２？？货运周转量１９６．０５亿吨千米、增长４．３３？？２０２０

理带。南部祁连山区，海拔在２１００～４８００米之间，山脉大

年，完成邮政业务总量２．２４亿元、增长３７．４１？？电信业务

致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气候冷凉，降水丰富，有利于林业

总量１１０．８亿元、增长１９．４９？？年末固定电话用户１４．４３万

和畜牧业的发展。中部平原绿洲区，海拔１４５０￣２１００米之

户、增加１．８２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１８０．９２万户、增加４．３３

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是全省和全国重要的粮、油、

万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６０．７６万户、增加７．２４万户。

瓜果、蔬菜生产基地。北部荒漠区，海拔１３００米左右，干
旱少雨，日照充足，是沙生植物、名贵药材的主要产地。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市拥有艺术表演机构２
个，文物保护机构１９个，图书馆５个，国有博物馆纪念馆

境内最高峰天祝冷龙岭主峰咔哇掌位于县境西北，海拔

１１个，文化馆５个，乡镇文化站９３个。村（社区）综合性

４８７２米，最低点民勤白亭海位于民勤县北部，海拔１０２０

文化服务中心建成率达１００？？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１１６８．７

米。２０２０年，平均气温７．６℃，比上年下降０．１℃。年日照小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６６亿元。

时数２６９６．５小时，增加１３．１小时。年降水量２１６．９毫米，减

【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９３９个。公
立医院１２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１３６１个，专业公共卫生机

少１０９．３毫米。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公路总里程１３２４４．１９千

３．８１？？其中，客运量２５７１万人、下降３４．９８？？客运周转
量１７．１９亿人千米、下降３３．９１？？？运量６７６１万吨、增长

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５２６．４１亿元，按不变

构３４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３９２４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１２７４６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４．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张，其中医院９０９５张、卫生院２９８５张。全年总诊疗人次

１６１．７１亿元、增长５．７？？第二产业增加值８５．１２亿元、增长

１０４１．１９万人次，出院３５．３３万人。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３．６？？第三产业增加值２７９．５９亿元、增长３．９？？三次产业
结构比为３０．７∶１６．２∶５３．１。全年实现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

配收入３１５８０元、增长５．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３７０３

１５４．２５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２９．３？？２０２０年，全市４个

元、增长５．７？？？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３４７１元、增长

县区全部摘帽，３３９个贫困村全部退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

７．２？？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０９４８元、增长６．６？？２０２０

困人口全部脱贫。

年，城镇新增就业２０６２６人，其中失业人员再就业６５９７

３８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４６７．０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３２？？
２０２０年，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７．５５万

３．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２８．６２亿元，增长５．３？？？

人，其中离退休人员５．３９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参保６．９７万人，其中离退休人员１．９２万人；城乡居

二产业增加值８６．９９亿元，增长４．１？？？三产业增加值
２５１．４５亿元，增长２．６？？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２７．５４∶１８．６２∶

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９０．５４万人，其中领取养老保险待
遇人数２４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１５．６５万

５３．８４。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３３０．１５万

人，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１６７．２２万人。失业保险

亩，比上年增加２６．１４万亩。油料种植面积１６．４８万亩，减

参保人数１０．６６万人，领取失业金人数９５４人。工伤保险参

少１８．３１万亩。蔬菜种植面积４１．９８万亩，增加４．６８万亩。

保人数１６．１４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３．５４万人，享受工伤保

中药材种植面积２９．０１万亩，增加１．７４万亩。果园面积

险待遇人数１３７８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数１．９３

１０．４５万亩，增加０．０２万亩。

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人数５．０８万人，农村五保供
养０．５７万人。年末有福利院１所，在院人数１８４人；民办养

菜产量１３２．１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４．０９？？园林水果产量

老机构８所，拥有床位１６６８张；农村敬老院１４个。全年各

６．５７万吨，下降２．５６？？中药材产量１０．９６万吨，增长

类养老机构拥有床位数５２３１张，在院人数３０８９人。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有环境监测站４个，生态环境

全年肉类产量１２．６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０６？？牛奶产量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６９人。全年完成造林面积３０．５３万

８？？？出栏２７．２４万头，增长８．３１？？羊存栏３１３．２８万只，

亩，其中林业重点工程造林面积２．２万亩。森林覆盖率（含

增长６．５？？？出栏２６８．２３万只，增长４．７９？？生猪存栏

保护区）１９．０１？？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９万立方

４５．８４万头，增长６．９１？？？猪出栏６６．１２万头，，增长

４．６４？？

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比上

（供稿∶程对山）

年增长９．９？？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９．８？？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６．９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６？？其中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利润４．１８亿元，增长３１．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张掖市

２０２１

６４４？？

８．０７万吨，增长１５．９５？？年末牛存栏５７．６３万头，增长

３３．４？？

甘肃
年鉴

全年粮食产量１４４．５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４．０５？？全年蔬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４个，环境监测人员３９人，生态环境

米，污水处理率９８．７２？？城区集中供热面积３２２０万平方

Ｔ１拿

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８２．３５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资产负债率为５７．４？？营业收入利润率为４．２？？全年建筑

【区域概况】张掖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中

业增加值３５．４５亿元，比上年下降４．５？？年末具有资质的总

段。介于北纬３７°２８＇￣３９°５７＇，东经９７°１２＇￣１０２°２０＇之间。
东屏大黄山（古称焉支山）与金昌市、武威市为邻，西沿

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２５８户，比上年末增加２１户。

走廊地带与酒泉市、嘉峪关市相望，南依祁连山与青海省

增加值１７．２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９？？全年公路货物运输周

的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和祁连县接壤，北靠合黎山、龙
首山与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毗连。属大

转量２２．６２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３．８？？？客运输周转量
３．５４亿人千米，下降３７．７３？？张掖市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

陆性温带气候（祁连山地属高寒半干旱气候）。区域总面积

客吞吐量２２．１５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３．６４？？？邮吞吐量

４．２１万平方千米。辖１区（甘州区）５县（临泽县、高台
县、山丹县、民乐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１．３４万吨，增长３９８．３？？年末全市公路里程１．４５万千米，
其中等级公路１．０９万千米。

境内分布河流２６条，黑河入境流经甘州区、临泽县、

全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１．３３亿元，同比增长

高台县。全市可利用水资源总量２６．５亿立方米。境内已发

２４．２８？？？成邮政行业业务收入２亿元，比上年增长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现的矿产资源有４４种。其中∶金属矿产有１３种、非金属矿

２４．１９？？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９．１０万件；包裹业

产有２７种、能源矿产有３种、水汽矿产有１种（矿泉水）。

务０．６５万件；快递业务量３４３．７３亿件，增长５４．２４？？？递

已查明的矿床及矿化点５０４处，已开发利用２２９处。境内文

业务收入１．１４亿元，增长４４．６５？？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收入

物古迹和旅游景观有全球最大的皇家马场——山丹马场，

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张掖大佛寺卧佛，有国内保存最

７．８９亿元，增长５．０７？？年末电话用户１６１．５万户。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５３．５万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

完整的汉明长城，有开凿于东晋时期的国内洞窟艺术珍品

量１．３４亿ＧＢ，比上年增长３５．５６？？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端

——马蹄寺、金塔寺石窟群等，祁连山＂七一冰川＂是世

界上距城市最近的可游览冰川，张掖丹霞被评为世界十大

口８７．２３万个，增长１．７９？？
【文化与旅游】年末全市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神奇地理奇观之一。

９９．８９？？？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９？？全年接待国内游
市（州）概况｜ ３８１

业户．

客２９８３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１８５．０９亿元。接待入境游客

荒漠占国土面积的７０？？属典型性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年

０．６万人次。其中，接待外国游客０．４万人次。２０２０年１月，
七彩丹霞景区创建为国家５Ａ级旅游景区；７月，张掖地质
公园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１２月，张掖

平均降雨量３０～７０毫米，年蒸发量３０００￣３４００毫米，每年

日照时间达２８００￣３０００小时。境内有疏勒河、黑河和哈儿

被文化和旅游部评定为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

腾三大水系、１６条河流，地表水年径流量３３亿立方米，可
供开发的２７亿立方米。已探明地下矿藏有３４种，有大、中

位＂，入选第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并被

型矿床８０处（含伴生矿，但不含石油）。有色金属中，塔尔

甘肃 旅游目的地＂。
年鉴 【卫生健康】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８７７个。其中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重要媒体评为＂２０２１美丽中国首选

２０２１ 医院４５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８１２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２０个，其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７个，妇幼保健院（所、站）

沟钨矿探明储量在国内北方居首位，菱镁矿探明储量居全

国第五位。境内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和光能资源，被誉为

＂中国绿色能源之都＂

７个，卫生监督所（中心）６个。年末卫生技术人员１．０２万人。

２０２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６５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３？？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１３．３亿元，增长６．２？？？二
产业增加值２７１．２亿元，增长１１．１？？？三产业增加值２７３．３

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０．３８万人，注册护士０．４７

亿元，增长１．３？？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７．２∶４１．２∶４１．６。

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１．０３万张。全年总诊疗人次
７２１．６２万人次，出院人数２０．９３万人。

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２０１．４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３０．６？？全员劳动生产率９６９５３元／人，比上年提高７．４？？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８９７６元，增长５．５？？？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１６０２０元，增长７．２？？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２０７９元，
增长０．５？？？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１４３８１元，增长６．９？？

２０２０年全市２．０５万户７．１７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
现稳定脱贫，移民乡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２２９０元。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３０９．１
万亩，比上年增加１１．１万亩，增长３．７？？全年粮食种植面

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收入１６８４３元，增长７．１？？？村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３８８３元，增长２．７？？

积３０．５万亩，增加１．７万亩，增长５．８？？？粮面积６０．４万

【环境保护】全年总用水量１９．９３亿立方米。其中生活

亩，增加１．６万亩，增长２．６？？棉花种植面积１９．９万亩，减

用水量０．４７亿立方米；工业用水量０．１９亿立方米；农业用
水量１９．０２亿立方米。全市共有自然保护区２个，其中国家

少２．８万亩，下降１２．２？？油料种植面积１６．２万亩，减少２．７
万亩，下降１４．３？？蔬菜种植面积４８．１万亩，增加０．７万

级自然保护区２个。有国家地质公园２个。全年全市规模以

亩，增长１．５？？药材种植面积４１．８万亩，增加１．１万亩，增

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１２１．４４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

长２．４？？瓜类、香料作物种植面积３１．９万亩，增加４．６万
亩，增长１７？？果园面积１８．６万亩，增加０．９万亩，增长

９．６８？？

２０２０年，市内１２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达到或优于Ⅲ

积９０．９万亩，比上年增加３．２万亩，增长３．７？？其中夏粮面

５．２？？

类断面比例为９１．７？？全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全年粮食产量４８．７万吨，比上年增加２．６万吨，增产

９３．４？？比上年提高０．８个百分点。城市区域声环境评价

５．６？？其中夏粮产量１４万吨，增产７．５？？？粮产量３４．７万

（昼间）总体较好，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为二级。

吨，增产４．９？？棉花产量２．４万吨，减产１．７？？油料产量

（供稿∶高鹏飞）

酒泉市

３．１万吨，减产１４．３？？蔬菜产量１４５万吨，增产４．７？？水

果产量２７万吨，增产６．２？？药材产量９．２万吨，增产５．９？？
全市牛饲养量２５．１万头，比上年增长９？？其中存栏
１２．９万头，增长９．４？？？栏１２．２万头，增长８．１？？羊饲养

【区域概况】酒泉市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介于

量６０６．１万只，比上年增长９．４？？其中存栏３０７．８万只，增

东经９２°２０＇～１００°２０＇，北纬３８°０９＇￣４２°４８＇。东与甘肃省张
掖市毗邻，东南与青海省德令哈市接壤，南与青海省海西

长７．６？？？栏２９８．３万只，增长１１．６？？生猪饲养量４８万
头，比上年增长５？？其中存栏２０．３万头，增长７．１？？？栏

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相邻，西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和

２７．７万头，增长３．４？？家禽饲养量９８７．６万只，比上年增长

若羌县相连，北部除少部分与蒙古国接壤外，大部与内蒙
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为邻。２０２０年末，全市辖肃州区１个市辖

６？？其中出栏６４４．４万只，增长５．８？？全年肉类总产量８．５

区，金塔、瓜州、肃北、阿克塞４个县，代管玉门、敦煌２

２．１？？禽蛋产量１．０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６．４？？水产品产量

个县级市，共７个县（市、区）。全市常住人口１１３．２２万

０．２万吨，与上年持平。

人，有汉、蒙古、哈萨克、回等４０多个民族。
酒泉市地处祁连山北麓的缓坡地带，地势西南高，东
北低，三面环山，形成酒泉盆地。海拔１５００￣２５００米，戈壁
３８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７？？牛奶产量１．９万吨，比上年增长

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２４７万千瓦，增长３？？农用拖拉

机１１．８万台，增长１？？全年化肥施用量１７．９万吨，下降
１．３？？农村用电量４．２亿千瓦时，增长１．７？？保灌面积

３０８．１万亩，增加２．８万亩。

全市共有调频、电视转播发射台１５座，广播电视台８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２４０．１

个，全年广播节目播出时间２５９５２小时，广播人口覆盖率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９？？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１００？？全年电视节目播出时间４９３４３小时，电视综合人口
覆盖率１００？？全市有线电视网络总长２１１９７千米。有线电

１７．３？？在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
值增长３７．５？？股份制企业增长１６．４？？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视终端用户３８．６万户，入户率９９．２７？？数字电视用户９．６５

资企业增长５？？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１６．６？？制造业增
长２３．１？？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万户，人户率９９．２８？？

９．４？？分隶属关系看，中央企业增长９．６？？地方企业增长

３４．９？？其中海外游客７５８９人次，下降８９？？旅游收入

４６．９？？其他企业增长２２．９？？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增长

２５３．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３９？？旅游创汇收入２０７．７万美

５．６？？重工业增长１７．７？？非公有制企业增加值增长

元，比上年下降９１？？

３３？？

１拿．

年内接待国内外游客２７３９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个，其中医院４０个、卫生院７５个。卫生技术人员８７２３人，

增长２２．１？？其中，火电装机容量３４４．３万千瓦，年内新增

其中执业医师 ２９０８人、执业助理医师８７４人、注册护士

２００万千瓦；水电装机容量５０．２万千瓦，年内新增２．９万千

４１３６人。卫生机构床位７８３０张，其中医院５５８９张、卫生院

瓦；并网风电装机容量９６５万千瓦，年内新增４０万千瓦；
并网光伏发电装机容量２７０万千瓦，年内新增５３万千瓦；

１４９８张。全市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８个，卫生技术人员

２５６人。妇幼卫生机构８个，卫生技术人员１８４人。乡村医

并网太阳能热发电装机容量１６万千瓦；年内新增生物质发

生和卫生员５９６人，农村有医疗点的村占总村数的９９？？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３６４．１亿元，比上

可支配收入４００７０元，比上年增长４．８？？扣除价格因素，

年增长１２．７？？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７４．７６元，比上

实际增长２．５？？？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２７４７７元，比

年减少６．９４元；营业收入利润率２．４６？？比上年提高

上年增长２．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０．２？？城镇居民

６．５？？？产负债率６６．７？？比上年末提高０．３？？

恩格尔系数２８．５？？比上年降低０．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全市建筑业增加值３１．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６？？年末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４８个，比上

配收入１９９１２元，比上年增长７？？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４．７？？？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１４４５４元，比上年增

年增加３３个；实现利润２．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６６．９？？

长４．６？？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２．３？？农村居民恩格尔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１７３９２千

系数２９？？与上年持平。

米，年内新增９６６千米；高速公路里程１０５８千米，年内新

全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７．７亿元。年末全市基本养

增２４４千米；等级公路里程１６１０１千米，年内新增８０３千

老保险参保人数６４．９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１．１７万人，参保

米。全市公共交通车３０３辆，比上年减少２０辆。年末民用

率９６．２？？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４５．３万人，增加

汽车保有量２１８９２１辆，比上年增长６．８？？其中本年新注册

０．２５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７８．４万人，比

１４９８９辆，增长１０．９？？年末私人汽车保有量１９８３２２辆，增

上年末减少１．５３万人，参保率９５．１？？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长６．９？？年末私人轿车保有量８２７７３辆，增长７．３？？

１１．５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２．５７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１０．６２万人，增加１．５４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１３．３４万

全年公路运输货运量２８７１万吨，比上年增长５．２？？？
物周转量４６．９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４．２？？公路客运量

人，增加１．０５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３．８１万人，增加

２７６３万人，比上年下降３７．７？？？客周转量１９．２亿人千

１．１８万人。年末全市共有３．８２万城乡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

米，比上年下降３８．２？？

障。全年发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１４．９亿元，发放

全年邮电业务总收入１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３？？其

中邮政业务收入１．９９亿元，增长１７．７？？？信业务收入９．５
亿元，增长４．５？？全年快递业务量４９４．３万件，增长

年鉴
２０２１

【卫生健康】２０２０年末，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１００７

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发电装机容量１６４８．５万千瓦，比上年

电装机容量３万千瓦。

甘肃

失业保险金１．６３亿元，发放工伤保险金０．６８亿元，支付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５．７亿元，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１．８３

亿元。

２８．６？？？递业务收入１．２亿元，增长３８．５？？电话用户总数

全市有社会福利院１４个，福利院床位１１０４张。各类养

１５４．１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１２８万户。固定互联网宽带
家庭接入用户５１．５万户，增长５．１？？

老机构２８个，住宿型床位３１００张。年末共有社区服务中心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末，全市有艺术表演团体３
个，剧场、影剧院１８个，文化馆８个，各类博物馆、纪念

务站４４０个。

馆４５个。公共图书馆８个，图书总藏量９６．１万册。全年出
版报纸６８３万份，出版杂志０．９万册，发行图书４９５．５万册。

标区面积７７．７平方千米，环境噪声达标覆盖率１００？？区域

８０个，每百户居民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３０平方米的社区服

【环境保护】全市环境噪声达标小区９个，环境噪声达

环境噪声平均值５１．７ｄＢ（Ａ），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５９．２ｄＢ
市（州）概况｜３８３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Ａ）。全市烟尘控制区９个，烟尘控制区总面积９６．３平方千

亩，增加２．２２万亩，增长６．３？？挂果园面积１３５．４４万亩，

米。酒泉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３２９天，空气优良天数比率

增加７．６８万亩，增长６．０１？？中药材种植面积６．５３万亩，增

９０．２？？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２４微克／立方米，
细颗粒物（ＰＭ１０）年平均浓度６５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

加０．６９万亩，增长１１．８４？？全年粮食产量１１０．６１万吨，比
上年增长５．７？？其中，夏粮产量３２．５７万吨，增长１．０３％；

综合指数３．２７？？地表水质达标率１００？？饮用水质达标率

秋粮产量７８．０４万吨，增长７．７７？？全年油料产量４．６６万

年末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１７．２５万立方米，城市生活污

吨，下降４．９５？？蔬菜产量５７．５９万吨，增长８．８７？？水果
产量１５６．８１万吨，增长１３．３９？？中药材产量２．５４万吨，增

１００？？

水集中处理率９８．４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集中
供热面积２６７２万平方米。燃气普及率１００？？城市建成区绿

长１４．８７？？

化覆盖率３９．０２？？人均公园绿地面积１５．９５平方米。

产量１．１３万吨，增长７．６２？？牛奶产量２．８１万吨，增长

（供稿∶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全年肉类总产量７．２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０７？？禽蛋
７．６６？？年末大牲畜存栏４７．３５万头，增长８．４５？？牛存栏

４５．８７万头，增长８．７５？？？出栏３５．５９ 万头，增长

平凉市

１１．７８？？猪存栏３８．９７万头，增长４．８７？？？出栏４３．７１万
头，增长３．２８？？羊存栏１８．１１万只，增长１０．９？？？出栏

【区域概况】平凉是甘肃东部的主要区域性城市，辖

１５．２３万只，增长１４．６？？鸡存栏３７６．６５万５只，增长

崆峒区和泾川、灵台、崇信、华亭、庄浪、静宁６县，总面

７．２９？？？出栏２９１．９４万只，增长１０．９？？全年全市农村用

积１．１万平方千米，２０２０年全市常住人口为１８４．８６万人，与

电量４．４３亿千瓦小时，比上年增长４．３５？？农用化肥施用量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２０６．８万人相比，减少了

（折纯）９．４１万吨，增长１．２７？？

２１．９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１２？？
境内气候适宜，属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半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市全部工业增加值８５．１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３．６？？在

干旱、半湿润大陆性气候，海拔在８９０￣２８５７米之间。年均
气温在７．４℃￣１０．１℃。年降水量４２０￣６００毫米之间，平均日

规模以上工业中，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增长

照总时数２１４４￣２３８０小时，无霜期１５６￣１８８天，光照充足，

属关系看，中央企业增长２．７？？市县属企业增长１２．９？？
分轻重工业看，重工业增长３．４？？轻工业增长１０２．４？？分

四季分明，气候宜人，生物资源丰富。
２０２０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４７６．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５？？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１０９．８５亿元，增长５．６？？？

２３．１？？集体企业下降４１．５？？股份制企业增长４．６？？分隶

门类看，制造业增长１４．３？？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

２４９．６１亿元，增长４．０？？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由上年的

增长１５．１？？采矿业下降３．４？？规模以上工业中，分行业
看，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加值比上６年下降３．０？？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１６．４？？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０．２∶２７．４∶５２．３调整为２３．１∶２４．５∶５２．４。从经济增长的

增长２３．５？？金属制品业增长 ４．８？？非金属矿采选业增长

动力因素看，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２９．７？？

３６．６？？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１１．４？？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１０．２？？６０．１？？分别拉动经济增长１．０？？０．４？２．１？？全

６．６？？造纸和纸制品业增长 ９１．７？？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年全市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１０３．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

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６２９？？医药制造业增长６０５．５？？燃气

１０．２３？？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２１．７？？年末全市城镇从业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２９．７？？规模以上工业中，煤、电、建材

人员３２．３６万人，其中本年新增城镇就业３．１６万人，下岗失
业人员再就业１．０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３．７？？全年输转

三大行业完成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２．１？？占全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的９２．９７？？其中，煤炭行业增加值下降３．０？？电

劳动力４８．４１万人。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１．５？？其

力行业增长１６．４？？建材行业下降２．３？？煤电、建材行业

中，食品及烟酒上涨８．８？？居住上涨０．５？？其他用品和服
务上涨２．５？？衣着下跌８．２？？生活用品及服务下跌３．２？？

实现利税３４．６１亿元，下降３６．８４？？？现利润１８．８５亿元，

交通和通讯下跌４．６？？教育文化和娱乐下跌１．１？？医疗保

元，比上年增长７．４？？？现利税总额３６．６１亿元，下降

健下跌０．４？？全市７个贫困县（市、区）全部摘帽，７４８个
贫困村全部退出，现行标准下５１．７１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

３３．６？？？现利润总额１９．８亿元，，下降５２．２？？营业收入利

二产业增加值１１６．７０亿元，增长１．２？？？三产业增加值

现脱贫。

下降５４．６７？？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４．２３亿

润率１０．１６？？同比下降１０．０５？？？业资产利润率９．９８？？
同比下降１１．０８？？？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８３．５３元，同比减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少０．１２元；产成品库存６．５４亿元，下降２５．５？？规模以上工

５２４．０３万亩，比上年增长０．５？？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４２６．９２
万亩，增加９．３２万亩，增长２．２３？？油料种植面积３５．２２万
亩，减少６．２６万亩，下降１５．０９？？蔬菜种植面积３７．４７万

业中，原煤产量２０３４．６万吨，同比增加４３．８４万吨，比上年
增长２．２？？？力发电１８５．４２亿度，增长１０．８？？？泥产量

３８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３９６．１２万吨，增长１．３？？？醇产量５３万吨，增长４７．１％；

小麦粉产量７．６万吨，增长７．２？？？制品产量２０万吨，增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全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长１２６．８？？？制纸产量９８０５吨，增长１６．９？？？产量３５８６

配收入３１０９６．３元，比上年增长４．９？？？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９７５５．７元，增长７．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

吨，下降７７．３？？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３１．５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年末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１６个，比上
年末增加１２个。全年全市工业用电量１８．７３亿千瓦时，比上

为３．１９，比上年缩小０．０７。全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
支出１９２０３．８元，比上年下降１．９？？？村居民人均消费性
支出９２０６．７元，增长６．１？？

年下降１．７？？？筑业用电量１．１３亿千瓦时，下降２８．５？？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比上年末增加７２７３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增加值８．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６．２？？全年公路客运量

１３０．６８万人，增加１．４３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２０３７．８３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３６．７７？？？运周转量１４．４４亿

２０６．７６万人，减少６３９３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千米，下降１８．９５？？？运量４５２２．８５万吨，增长６．６９％；

人数１６．１４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１９０．６２万

货运周转量８７．５８亿吨千米，增长３．９９？？年末全市民用汽

人。全年资助５３．７３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１９．５３万人次。参加失业保险人数１０．７９万人，增加１７６５８

车保有量２５．８１万辆，比上年末增长８．０２？？其中私人汽车
保有量２３．３３万辆，增长９．１６？？民用轿车保有量１２．５９万
辆，增长８．０？？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１２．０７万辆，增长

年末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２２．２０万人，

２０２１

人数１５．５４万人，增加２．８万人，其中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

工３．６２万人，增加１．２３万人。参加生育保险１１．４７万人，增

邮政业寄递服务业务量２４５０．０９万件，下降 ２．６８？？其中，

加１．６５万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４０．４６亿元，各项社

邮政函件业务６．０２万件，包裹业务２．０７万件。快递业务量

会保险基金总支出３４．５９亿元。年末全市共有３．２万城镇居

６５４．５６万件，长６３．１？？？递业务收入１．２１亿元，增长

民和１３．４４万农村居民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６８４０人享受

６３．７３？？全年电信业务总量１５４．４５亿元，增长３６．５５？？年

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年临时救助 ２０．４万人次。国家

末电话用户２０７．８９万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２２．６５万户，移

抚恤、补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１．４３万人。

动电话用户１８４．５３万户，４Ｇ移动电话用户１４８．１２万户。年
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２０７．８２万户，其中移动宽带用户

年末全市共有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２５４２个，其中社会
服务中心１０５个，社区服务站１５３７个，社区养老机构和设

１０９．２１万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１．８８亿ＧＢ，比

施６５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７９９个。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全市水资源总量８．６５亿立方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市有各种艺术表演团体８

米。年末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０．７１亿立方米，比上年

个，公共图书馆８个，博物馆（含纪念馆）１４个。全年发行

《平凉日报》３６０期，１０９８万份。全市有广播电台８座，有

末下降１．７３？？全年总用水量２．５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０．５７？？其中，生活用水量０．６３亿立方米，下降５．８２？？？

线广播电视传输干线网络总长８５００千米，广播电视卫星转

业用水量０．３２亿立方米，增长７．５８？？？业用水量１．４２亿立

收站１０座。年末全市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９．２８？？电

方米，增长１．１９？？？态用水量０．１４亿立方米，下降

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９８．４２？？有线电视用户６．０６万户，
比上年增加０．０８万户。全年接待国内游客２４９６．３万人次，

９．５７？？全市共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个，自然保护地１５
个，国家地质公园１个，省级地质公园２个。全年全市规模

比上年下降１４．１１？？国内旅游收入１２３．６２亿元，下降

以上工业能源消费量５３３．０９万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末，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包

准煤，增长１１．９？？全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３５４天，

括村卫生室、诊所）２４３６个。其中，医院、卫生院１５３

达标率为９６．７？？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均浓度为２２微克／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５６个，诊所（卫生所、医务室）６０４
个，妇幼保健医院８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８

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８．３？？ 大气环境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年均浓度为５５微克／立方米，下降１．８？？二氧化

个，卫生监督所８个，乡镇卫生院１０３个。卫生技术人员

硫（ＳＯ。）年均浓度为８微克／立方米，下降１１．１？？二氧

１４３２５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５６００人，注册

化氮（ＮＯ２）年均浓度为３３微克／立方米，下降５．７？？全

护士６０２３人。医院卫生技术人员８３０１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市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１００？？其中泾河、汭河、水

心卫生技术人员５６４人，诊所技术人员７２５人，疾病预防控

洛 河、葫芦河全年水质综合评价达到国家Ⅲ类水质标准要

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２５３人，卫生监督所卫生技术人员９３

求，达溪 河全年水质综合评价达到国家Ⅱ类水质标准要

人，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３３１４人。医院、卫生院实有

求。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１００？？地下

床位１．３８万张，全年总诊疗９４９．１１万人次，出院人数３８．８５

水质量考核点位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区域环境噪声５３．７分

万人次。

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６５．３分贝。全年全市平均气温为

２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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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年末全市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１３００人。参加工伤保险

８．５２？？全年邮政业务总量２．４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０．２１？？

上年增长１８．７５？？

Ｉ门１拿Ｔ

１１．８５？？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能源消费量５２７．４６万吨标

市（州）概况｜３８５

，

甘肃

９．３℃，年日照小时数２０４０．９小时，年降水量７７０．９ 毫米。

２．８？？产量１１２．３万吨，增长６．７？？油料播种面积６３．０７万

全市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１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１个。全市
共有地震台站１０３个，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２个，无人
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１０１个。其中，市管台站８个，全部为

亩，下降６．１？？产量８．２１万吨，增长０．１？？？菜面积５４．６４

万亩，增长４．６？？产量５０．４９万吨，增长１０．３？？？园面积

无人值守；省地震局管理台站９５个。全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８５．７１万亩，其中苹果面积７１．４９万亩，苹果产量５０．７２万
吨，增长１５．４？？水果总产量５３．９８万吨，增长１３．３？？全

６２．４万亩，比上年增长 ６４．８５？？？作物成灾面积８．８８万

年完成农业增加值９９．４４亿元，增长５．６？？年末大牲畜存栏

亩，增长５１．８６？？

３７．５１万头，比上年增长５．６？？牛存栏３０．８６万头，增长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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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庆阳市

８．９？？？出栏１６．７９万头，增长８．５？？猪存栏５９．２１万口，

增长４８．４？？？出栏４４．７６万头，增长４．５？？羊存栏２１０．１４
万只，增长１５．２？？？出栏１２０．８万只，增长１１．１？？肉类
总产量９．７３万吨，增长２９．５？？牛奶产量０．８３万吨，增长

【区域概况】庆阳市位于甘肃省东端，习称＂陇东＂。

１３．７？？

地处东经１０６°２０＇～１０８°４５＇与北纬３５°１５＇￣３７°１０＇之间。东

全市水产品产量５６３吨，比上年下降４０．９？？年末有效

接陕西省富县、黄陵县；南与陕西的长武、彬县、旬邑及

灌溉面积达到７６．７５万亩，比上年增长２．９？？占年末耕地面

本省平凉市崆峒区、泾川县毗连；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积１０．８９？？？证灌溉面积达到５０．４５万亩，增长１．２？？农

原市原州区、彭阳县、同心县接壤；北邻宁夏回族自治区

业机械总动力１８６．２７万千瓦，增长７．０？？当年完成造林面

盐池县及陕西省定边县、吴起县、志丹县。南北长２０７千

积１０５万亩，比上年下降１．６？？全市共落实中、省、市专

米，东西跨２０８千米，总面积２．７万平方千米。海拔８８５至

项扶贫资金１７．６５亿元（含东西扶贫协作资金和中央定点帮

２０８９米，境内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地形地貌复杂，山、

扶资金），比上年增加１．７３亿元，增长１０．９？？

川、塬兼有，沟、峁、梁相间，高原风貌独特，东部为黄

【工业和建筑业】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３２９．２７亿元，

土丘陵区，南部为黄土高原沟壑区，西北部为黄土丘陵沟
壑区。全境有２０平方千米以上大塬１２条，其中董志塬面

增长５．７？？比上年下降２．２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６．２？？比上年下降２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积为９１０平方千米，平均海拔１４２１米，是世界上面积最

中，地方工业增加值增长３．５？？比上年下降１５．７个百分

大、土层最厚、保存最完整的黄土塬面，堪称＂天下黄土

点。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下降１６．８？？比上年下降８．７个

第一塬＂。

百分点。产品销售率为１００．８？？年末全市发电装机容量

属大陆性气候，降雨量南多北少，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６８．０５万千瓦，比上年末增长１．８？？其中，火电装机容量

５０３毫米，平均气温４．５℃～１５．９℃之间，日照２２１３．４￣

１．２万千瓦，增长１倍；风电装机容量６４．８５万千瓦；太阳能

２５４０．４小时，总体呈干旱、温和、光富的特点。
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７５４．７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发电装机容量２万千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４７３．０６

亿元，下降１７．７？？？润总额５０．４１亿元，下降３７．８？？？

４．３？？工业增加值３２９．２７亿元，增长５．７？？比上年下降

百元营业收人中的成本为７３．４５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２．２？？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２６．７？？比上年提高１１．８？？

资产负债率为４１．８？？营业收入利润率为１０．６６？？全市资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７７．０４亿元，比上年下降２．８？？

质以上建筑企业１０９户，比上年新增２８户；全年建筑企业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５４．５３亿元，比上年下降７．０？？公共预算

实现增加值３１．７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６？？

支出３００．５２亿元，增长６．９？？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交通通信】全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

额１２５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９．１？？各项贷款余额７５５．６１亿

值１２．２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６？？全市公路货物运输量

元，增长５．７？？全年保费总收入３２．８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７９５万吨，比上年增长５．２？？货物周转量５００８９１万吨千

１２．８？？？付各类赔款及给付９．４９亿元，增长１３．３？？交通

米，增长４．２？？？路旅客运输量１８４１万人，下降３７．７？？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１２．２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６％；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４４．１２亿元，增长０．３？？？宿和餐饮业

旅客周转量１１８７０２万人千米，下降３８．２？？年末全市民用

增加值１９．１亿元，下降１１？？？融业增加值３９．２４亿元，增

保有量３０．５４万辆，增长７．０？？民用轿车保有量２７．２５万

长４．６？？？地产业增加值２２．８７亿元，增长８．４？？规模以

辆，增长８．５？？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２５．９１万辆，增长

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９．２？？

９．７？？全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３．４１亿元，比上年增长

汽车保有量３３．４７万辆，比上年末增长５．５？？其中私人汽车

【农业农村经济】全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５７７．５５

１２．４？？邮政业全年完成邮政函件业务１０．７７万件；包裹业

万亩，比上年增长１．３？？？食总产量达到１４７．４６万吨，增
长１．４？？其中夏粮播种面积１９０．２６万亩，下降１．５？？产量

务０．９万件；快递业务量７０４．１２万件，增长２４．０？？？递业

务收入１．７１亿元，增长３２．３？？全年完成电信业务总量

３５．１５万吨，下降１２．６？？？粮播种面积３８７．２９万亩，增长

１９２．０７亿元，增长２４．６？？固定电话用户年末累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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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５万户，下降２１．３？？？动电话年末累计达到２２７．９８万

２２２．８９万人，参保率稳定保持在９５？？上。全年筹集城乡居

户，下降１８．５？？？联网用户年末达到７２．７５万户，增长
２７．２？？固定互联网宽带接人用户７６．５万户，其中固定互联

民医保基金１８２６８１万元，基金支出共计１７２８３９万元，基金

网光纤宽带接入用户３３．２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２５０．１９万
户。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２．８７亿ＧＢ，比上年增长

累计结余３５４０１万元。全市城市低保１１３９７户２６４８３人，比
上年末减少８８７户、减少２２４４人；农村低保５５７５１户
１６６４８７人，减少２２２２户、减少５６７５人。年末全市共有各类

３８．８？？年末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９６．５万个，比上年增长
３３．６？？移动宽带接入用户普及率为７８部／百人，固定宽带

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２４０６个。其中，社区服务中心１１９

门实

个，社区服务站１３３１个，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６５个，

接入用户普及率为４１．９部／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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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１１１．４毫米。全年全市水资源总量６．５５亿立方米，人均水 ２０２１
资源量２８７．４３立方米。年末全市大中型水库蓄水总量

【文化与旅游】全市共有专业国有文化艺术表演团体９
个，全年演出１４７８场（次），观众１４２万人（次）；年末共
有公共图书馆９个，藏书８７．２万册；博物馆、纪念馆１９
个，文物藏量３１３９７件；综合性档案馆９个，馆藏各类档案

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８９１个。

【环境保护】全年全市年降水量５５７．９毫米，比上年减

０．０１６８亿立方米，比上年末下降８９．４４？？全年总用水量

５７．９１万卷、７５．９４万件，资料９．８万册，照片２．６３万张；文

２．８２３亿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０．５８？？全市５条河流及主要支

化站１２个。全市有线电视用户增加到２７０．２２万户，有线电

视人口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１００？？全

流２５个考核断面中，水质为优的１０个，水质为良好的１０
个，水质为轻度污染的２个，水质为中度污染的１个，水质

年《陇东报》出版３６６期，发行１２０９．２６万份。全年接待国

为重度污染的２个。全市开展监测的１３处县级及以上集中

内外旅游人数１５３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４２？？？现旅游收入

式饮用水源地中，５处地表水水源和３处地下水水源因地质

４３．１ 亿元，下降４０？？
【医疗卫生】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２０６５个，比上年

因素超标，剔除地质因素影响后，则达到地表水（地下
水）Ⅲ类水质标准。市区声环境质量除Ⅳ类功能区夜间小

增加７个。其中，医院４５个，乡镇卫生院１２５个，社区卫生

时等效声级偶有超标外，其余１类、Ⅱ类、Ⅲ类功能区昼

服务中心（站）２７个，村卫生室１２７７个，门诊部１４个，诊
所５３６个，妇幼保健院（站）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９

间、夜间等效声级和Ⅳ类功能区昼间等效声级均达标。全
市共有地震台站（点）１３个，其中，有人值守的地震监测

个，卫生监督所（中心）８个，采供血机构１个，地方病防

台站２个，无人值守的地震监测台站（点）１１个。

（供稿∶庆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治机构８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６个。２０２０年年末实有

医疗床位１３７５７张，比上年净增１３６４张，增长９．９？？其
中，医院９７９８张，净增１８２张，增长１．９？？全市共有卫生

定西市

技术人员１９７５７人，净增 ９００人，增长４．７？？？中，执业
医师４２６４人，净增３６人，增长０．８？？？业助理医师１４３２

【区域概况】定西市位于甘肃省中部，全市总面积

人，净增８０人，增长５．９？？？册护士９３３７人，净增９２

１．９６万平方千米，总耕地面积８１．２４万公顷。地势西高东

人，增长０．９８？？？师（士）４７６人，净增１１人，增长

低，海拔１４２０～３９４１米。属温带半湿润和中温带半干旱

２．３？？？师（士）１０４３人，净增２５０人，增长２４？？？他
卫生技术人员１３７２人，增加１０人，增长７．３？？乡村医生和

区。年平均气温５．７℃￣７．７℃，年降水量４００￣６００毫米，无

卫生员数１８３３人，增加３３１人，增长１８．１？？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全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３３６１６元，比上年增加１５０９元，增长４．７？？？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０４２２元，增加７３６元，增长７．６？？

全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２１１４３元，比上年增加

霜期１４２天，主要河流渭河、洮河等。居住有汉、回、藏、
满、蒙古、东乡、撒拉、裕固、壮、哈萨克、土等３１个民
族。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市常住人口２５２４０９７人。其中，城镇
人口９６９０８４人，占３８．３９？？乡村人口１５５５０１３人，占

６１．６１？？

１１２０元，增长５．６？？？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９２５７元，增加

市内各类文物遗址２３９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２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４１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６处，馆藏

３６０元，增长４．０？？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０？？农村居

文物２９０１８件。探明黄金、地热水、红柱石、大理石、岩

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２．２？？年末全市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

盐、花岗岩、石灰石、泥炭、硅石、汉白玉等金属矿和非

数１５４３７８６人。其中，参保职工５７２０８人，参保离退休人员

金属矿藏５０余种。通渭温泉日出水量６０００吨，地面水温达

３２８３９人。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人数９２２１５人，其中，在

５４℃，富含２０余种微量元素。洮河水能蕴藏量达８７．８４万千

职６４３２７人，退休２７８８８人。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

瓦，可供开发利用达３０万千瓦。

数１５．８９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１２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

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４４１．３６亿元，比上年

数１１．７万人，增加１．３８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１１．０９万
人，增加０．５５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增长４．４？？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８８．４７亿、
７０．１１亿、２８２．７８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５．９？？５．９？？
市（州）概况｜３８７

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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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２０∶１５．９∶６４．１，对经济增长的贡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乡村舞台）１８７６个，城市数字影院１５

献率分别为２６．５？？２２．６？？５０．９？？全市共输转城乡劳动

力６５．３万人，实现劳务收入１４７．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１０．０１

个。全市有广播电视台８个，发射主站８个，辅站１０４个，
补点站３００个，有线电视用户８．８９万户。全年实施文化旅游

亿元，增长７．３？？？均劳务收入２２５８８元，增长４．３？？全
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２．１？？其中，食品烟酒价格上

产业项目３６个，完成投资１０．３亿元。接待境内外游客
１０６０．７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２？？？现旅游综合收入５０亿

涨７．４？？居住上涨０．６？？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０．３？？医疗

元，下降２？？创建国家４Ａ级旅游景区１个，国家３Ａ级旅

保健上涨１．３？？全市减少贫困人口４．１６万人，８４．２４万建

游景区４个，国家２Ａ级旅游景区１个，省级旅游度假区１

年鉴 个县区全部脱贫摘帽。
２０２１

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１１０１个贫困村实现退出，７

个。创建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１０个，其中被评为省级优秀

乡村旅游示范村４个。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市种植各类农作物

【医疗卫生】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２６６４个，医疗卫

８１４．６１万亩，比上年增长３．５？？其中粮食作物５８８．４５万

生机构床位１９６２７张，卫生技术人员１９５８３人。全年新增公

亩，增长０．６？？？济作物２１２．５５万亩，增长１０．２？？粮食

共体育场地面积１５．１０万平方米，人均公共体育场地面积达

作物中夏粮１４５．０６万亩，秋粮４４３．３９万亩。马铃薯、中药

到１．６９平方米，比上年增加０．０５平方米。

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种植面积分别达到２６３．３３、
１３１．２８、４６．３万亩，分别比上年增长３．５？？８．１？？２６．２？？
全年粮食总产量１５９．４４万吨，比上年增加６．９７万吨，增长
４．６？？其中夏粮２７．９万吨，秋粮１３１．５４万吨。年末大牲畜

２９．８？？比上年降低０．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８８４３

存栏４６．８４万头，比上年增长１４．２？？猪、牛、羊、家禽存

元，比上年增长７．５？？？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８９６０

栏分别为７９．１２万头、３９．８３万头、１２３万只和５３０．８１万只，

元，增长２．５？？？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３３．３？？比上

出栏分别为５１．０６万头、１０．８２万头、８０．２４万只和３９３．１１万

年提高１．３？？

只。全年肉类总产量６．５７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２．１？？？蛋产

量１．７８万吨，增长６８．６？？？奶产量１．３１万吨，增长

全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１．０５万人，比上年增
长２．２？？？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１１．１５万人，增长

５８．１？？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７６１２元，比上年增长５．３？？？镇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１９２１７元，增长１．７？？？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３５．９１

１．５？？？业保险参保人数１０．４８万人，增长８．８？？？伤保险
参保人数１３．０４万人，增长３．９？？？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３？？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际参保１６６．１６万人，增长０．４？？？育保险参保人数１２．５８万

８？？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８．１？？规模以上

人，增长５．９？？？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１７．１９

工业中，国有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１８？？？份制企业增
长７．１？？？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２８．３？？？他经济

万人，增长３．０？？？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２５５．１５
万人，下降０．３？？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额

类型企业增长２６．４？？

１６．７亿元，下降１６．１？？？计享受待遇２７８．２１万人次。全年

全年建筑业增加值３４．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９？？年末

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２．７９万人，发放城市低保金

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１０５家，比上

１．３４亿元；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１９．３８万人，发放

年末减少３家。

农村低保金５．５８亿元。全市城乡特困供养人数１．３８万人，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增加值１１．３１亿元，增长１．２？？全年公路客运量２１５１．５９万

发放特困供养金１０５３５万元；发放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８５４

人，路货运量４８７３．５１万吨，比上年增长４？？全市公路通

助城乡困难群众２１．３２万人；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

车里程１．２８万千米（包括村路），比上年增长１．５？？民用汽

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７９６２２人，发放补贴资金６４７１万元；落

车保有量３２．６９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比上年末
增长７．７？？民用轿车保有量２１．５７万辆，亿元，比上年增长

实经济困难老人补贴６８５７人，发放补贴资金９２６万元。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全年总用水量３．８８亿立方米，

２６．７？？电信行业业务总量２１１．４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比上年下降１？？年内完成造林封育２９３００公顷（人工造林

３７．３？？固定电话用户８．７５万户，比上年下降１６．７？？？动

２５９６６．６７公顷，封山育林３３３３．３３公顷）。各类湿地资源

电话用户２３０．１８万户，下降３．６？？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１４５７３．３３公顷。森林覆盖率达１２．１？？全市有漳县贵清山、
岷县双燕、陇西仁寿山、岷县水生生物四个省级自然保护

万元，保障孤儿６３０人；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２００１７万元，救

７３．３９万户，比上年增长７．７？？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市国有转企改制演艺企业７

区和一个漳县珍稀水生生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年剔除

个，文化馆８个，公共图书馆８个，博物馆８个；乡镇综合

输入性沙尘天气后，空气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Ｉ１０）年平均浓

文化站１２２个，农家书屋１８８６个，城市智慧书屋４座，文化

度为５３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２５

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终端接收站点１８７３个；建成村级综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８毫克／立方米，

３８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二氧化氮年平均浓度为２４毫克／立方米；区域噪声昼间平

为１０１．７，比上年下降１．６？？

均值５２．７分贝（Ａ），交通噪声昼间平均值６７．２分贝（Ａ）。地
表水国考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１００？？县级以上城市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

３５０．３４万亩，比上年增长０．６３？？？料种植面积４２．２８万

（供稿∶定西市地方志办公室）

增长２．８？？全年粮食总产量８２．７６万吨，比上年下降

陇南市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年粮食种植面积为

亩，比上年增长１．５３？？？菜种植面积５２．３７万亩，比上年
３．０９？？其中∶夏粮３１．９３万吨，比上年增长１．２０？？？粮
５０．８３万吨，比上年下降５．６？？肉类总产量５．５４万吨，同比
增长６．９５？？？材产量１７．１０万吨，同比增长９．３４？？？产

【区域概况】陇南市位于甘肃南部，地处东经１０４°０１＇

品产量０．１４万吨，同比增长２７．２７？？

与广元市青川县、绵阳市平武县和阿坝州九寨沟县毗连；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年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１．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４．９？？其中∶国有企业
增加值增长５．４？？？份制企业增加值增长１．２？？？外合资

西依甘南高原与迭部县、舟曲县和定西市的岷县；东接秦

企业增加值增长２６．３？？按轻重工业分，轻工业增加值下降

巴山地，与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略阳县、勉县和宝鸡市

３．１？？？工业增加值增长７．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销率

凤县为邻。全市东西长约２３７千米，南北宽约２３０．５千米，

９３．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额

土地面积２．７９万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８３４万亩），占甘

１６．８４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４．９亿元，比上年增

肃省面积的８．６７？？

长５６．８？？

１９＂至１０６°３５＇２０＂，北纬３２°３５＇４５＂至３４°３２＇００＂。北与天水市

秦州区、麦积区、武山县、甘谷县接壤；南抵四川盆地，

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秦岭和岷山两大山系分

【交通通信】兰渝铁路陇南段２２２千米。境内公路

别从东西两方伸入全境，境内形成了高山峻岭和峡谷、盆

２６９７条，其中普通国道５条、国家高速４条，省道３９条、省

地相间的复杂地形。全境按照地貌的大体差别和区域切割

级高速１条、县道４９条、乡道１７９条、村道２４２１条。通车

的程度不同可划分为浅中切割浅山丘陵盆地地貌区、中深

总里程１９０００．８４千米，其中∶高速公路５７３．２３千米、一级

切割中高山地貌区、全切割中高山地貌区。境内有嘉陵

公路２．６千米、二级公路８８６．３９千米、三级公路１００７．６８千

江、白龙江、白水江、西汉水四大水系，大小河流３７６０

米、四级公路１５９４４．４０千米、等外公路５８５．９４千米。全年

条，年径流量２７９亿立方米，水利理论蕴藏量４２５万千瓦，

共完成客运量为３２１８．６６万人次，同比下降６．０７？？？成旅

可开发量２２３万千瓦，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气候在横向分
布上分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三大类型，是甘肃省唯
一属于长江水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区。境内已探明金

成公路货运量为１７８８．６９万吨，同比下降０．７４？？？成货运

属和非金属矿３４种，矿产地４４５处。有水杉、红豆杉等国

输总周转量３８６５５８．２１万吨千米，同比增长３．０２？？完成邮

家保护植物和大熊猫、金丝猴等２０多种珍稀动物。拥有２

电业务总量２１３亿元。

Ｎ门拿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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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周转量为２０８３６２．０７万人千米，同比下降３．２８？？？市完
周转量３６５７２２万吨千米，同比增长４．８２？？？成全社会运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裕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末，学校总数２４４１所，教职工

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个省级自然保护区（文县尖山大

３２３５７人。其中，专任教师３０７９５人。在校学生数５１１４７３

熊猫自然保护区）、３个国家森林公园（文县天池、宕昌官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１００？？初中入学率１００？？小学、初

鹅沟、成县鸡峰山）和２个国家湿地公园（文县黄林沟国家

中、高中专任教师合格率分别为 ９９．９４？？９９．８６？？

湿地公园、康县梅园河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主要中药材

９３．８５？？全市普通高中招生 １．８２万人，同比增长下降

和油橄榄产地之一。

２．８？？？中招生２．９８万人，同比下降７．３１？？？学招生３．７３

２０２０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４５１．８亿元，同比增长

万人，同比下降５．７３？？各类普通高校在陇南录取１７９６１

２．９？？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８２．４亿元，同比增
长４．３？？？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０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人，同比增长１２．３４？？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７４４５人，同

比下降２．８６？？

１．１？？？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６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２？？第

全市共有艺术表演团体１１４个，全年演出３５８６场，观

一、二、三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２６．９３？？９．５９％

众达２０万人次；文化馆１０个；公共图书馆９个，藏书达１１８

和６３．４８？？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
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８．２４∶

万余册；博物馆７个；文化古迹国家级８处、省级４３处、市

２２．７８∶５８．９８，与上年相比，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上升０．５？？

套。广播和电视综合覆盖率分别为９８．２１？９８．５７？？？字

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１．２？？第三产业比重上升０．７？？居

有线电视用户１６４２８５户，同比增长１．４２？？全年旅游总人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为１０２．１，比上年下降０．６？？商品零售价
格指数为１０１．１，比上年下降１．３？？？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数达１５３５．１９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２９．２８？？旅游综合收入
７５．８３亿元，同比下降３５．３９？？

级３２８处；文物藏量９９０７件／套，其中；一级文物１３９件／

市（州）概况 ３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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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末全市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１０８４

２０００米，最高处４６３６米，最低处１５６３米。年平均气温为

个，其中县级以上综合医院３５个、中医院１３个、疾病防控

６．０℃￣９．８℃，无霜期１３２～２１９天，年平均降雨量３６３．３～

中心１０个、社区服务中心（站）３０个、妇幼保健院（站）９
个、卫生监督所１０个、乡镇卫生院２１７个。拥有病床位

６１０．１毫米，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州境内有形成距今１．７亿
多年前的世界罕见的恐龙足印群，还有距今１３００余万年的
在亚欧大陆分布最为集中的三趾马、铲齿象、和政羊等古

１４１６８张，共有卫生技术人员２０２２９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

业助理医师４４３２人、注册护士５４４４人、药师（士）５２５
人、技师（士）６５４人、其他２５９３人。

动物化石群。著名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半山文化闻
名遐迩，出土彩陶纹饰精美，其中盛负其名的＂彩陶王＂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现为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里自古是丝绸之路南道、唐

入达２６７９１元，比上年增长４．６？？？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蕃古道、甘川古道之要塞，素有西部＂旱码头＂＂茶马互

入８３７６元，比上年增长８．３？？发放失业保险人数５３９人，

市＂之称。黄河三峡、炳灵寺石窟等自然景观巧夺天工，
民族特需用品、毛纺地毯、手工艺品享有盛誉，民族建

同比下降３８．０？？？镇职工医疗保险１５８８１１人，同比增长

５．１？？？乡居民医疗保险２４９１００９人，同比增长０．２６？？？

乡居民养老保险１６９７９４８人，同比下降０．０４？？工伤保险参

筑、砖雕、木雕、彩绘等别具一格。
２０２０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３３１．３亿元，比上年增长

保１１２０４９人，同比增长８．２３？？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３３９０９人，发放低保金２．１１亿元；农村低保对象１７５１９０

５．２？？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５３．７亿元，增长５．４？？？二

人，发放低保金５．６９亿元。

元，增长５．５？？三次产业结构比为１６．２∶１８．５∶６５．３。全州

产业增加值６１．３亿元，增长４．１？？？三产业增加值２１６．３亿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陇南全市完成人工造林３１．３８万

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２１．７？？城镇

亩（退耕还林７．３万亩、荒山造林２２．８３万亩、其他造林

新增就业２．３５万人，比上年减少０．２９万人，其中失业人员

１．２５）；建成５００￣１０００亩绿化工程２７处、１０００￣２０００亩绿化

再就业０．５６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２？？全年劳务输转

工程１５处、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亩绿化工程１处，创建造林绿化示范
点２５个。完成道路绿化４８９千米，完成义务植树１０１５万
株，完成城区面山绿化１．３０２２万亩。新建经济林１３．０８万

人数５５．９万人，比上年增长９．２？？？劳务收入１３０．４亿元，

亩，其中∶核桃０．３７万亩、花椒８．２９万亩、油橄榄２．０７万

增长２７．２？？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１．８？？？品零

售价格上涨０．９？？

亩、其他经济林２．３５万亩。文县碧口镇、武都区裕河镇、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１８２．４万亩，总产量达到６９．９８万吨，同比增长２．５１？？蔬菜

康县阳坝镇等８个乡镇荣获省级森林小镇称号，嘉陵镇田河

种植面积１８．９５万亩，产量３７．９２万吨，同比增长５．３？？中

村、裕河镇阳坝村、阳坝镇天鹅湖村等２５个村荣获国家森

药材种植面积８．３６万亩，产量３．４３万吨，增长１２．８？？果园

林乡村称号。全市现有环境监测站９个。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达９８．３？？？表水、饮用水达标率均达到１００？？？域

面积４．０１万亩，水果产量３．５２万吨，增长７．６？？全年猪牛
羊禽肉产量６．１４万吨，比上年增长８．９？？年末全州大牲畜

内环境噪声平均值为５７．１分贝，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６８．１

存栏３４．１７万头，同比增长９．７６？？农机总动力达到９６．７万

分贝。全市自然保护区各类生态环境问题２３３项，已完成整
改２０９项。推进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完成了全市３３

千瓦，比上年增长４．２？？？类拖拉机、联合收获机３．２８万

处自然保护地调查摸底和评估论证，全面完成大熊猫国家

６６．５万亩、６８．２万亩。

公园体制试点任务，９月中旬，国家评估验收组对大熊猫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白水江片区试点任务进行了评估验收。

（供稿∶陇南市地方志办公室）

台，农作物机耕、机播、机收面积分别达到２１２．２２万亩、

【工业与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２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４？？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１１．２？？？份制企业增长５．９？？？营企业增长１５．８？？采矿
业下降２６．２？？制造业增长１６．１？？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临夏回族自治州

生产和供应业增长１０．９？？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４．０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９？？企业资产负债率为６４．０？？比

【区域概况】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甘肃中部西南，北
邻兰州市，南靠甘南藏族自治州，东连定西市，西接青海

上年末下降２．７？？社会建筑业增加值３２．５０亿元，比上年增

长９．８？？

省，州府仅距省会１５０千米。下辖临夏市、临夏县、康乐

【交通运输】２０２０年，全州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县、永靖县、广河县、和政县、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
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５８个镇、６５个乡、７个街道办事

增加值６．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７．７？？？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处，１１１６个行政村。常住人口２０７．１４万人，州内聚居回、

下降９．３？？？融业增加值２７．３３亿元，增长１２．７？？？地产

汉、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其中东乡族、保安族是临

业增加值１８．７９亿元，增长１３．９？？？他服务业增加值

夏独有的民族。全州土地面积８１６９平方千米，平均海拔

１２８．７１亿元，增长４．６？？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

３９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２．１６亿元，增长３．１？？？宿和餐饮业增加值１０．１５亿元，

上年增长１．３９？？货物运输总量７３０５．０万吨，比上年增长

３１５９辆，改造土炕土灶小煤炉４万个，空气优良天数３２４

１．４？？？物运输周转量１２０．５３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

天，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１００？？清理城乡生活垃圾６．４

２．７？？旅客运输总量１６８７万人次，比上年下降３５．５？？？

万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８５．８？？废旧农膜回收率

客运输周转量９．２８亿人千米，下降４０．９？？全州机动车保有

达到８４？？

量４９．４万辆，同比增长４．９？？
【邮电通讯】２０２０年，完成邮政行业业务总量１．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７？？其中，邮政函件业务７．０万件；包
裹业务１６．５万件；快递业务量１０３．９万件，收入１４７９．７万

元。电信业务总量１５５．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１．２９？？电话
用户总数１９０．６８万户，其中移动电话用户１７５．３万户。有线
宽带用户４２．２７万户，其中农村用户１８．７３万户，城市用户

２３．５５万户。

（供稿∶临夏州地方志办公室）
Ｉ门拿章

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
【区域概况】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
东与定西、陇南地区毗邻，南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接壤，西与青海省果洛、黄南州相连，北靠临夏回族自治
州。位于东经１００°４５＇４５＂￣１０４°４５＇３０＂、北纬３３°０６＇３０＂￣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州文化和旅游系统有艺术

３５°３４＇００＂之间。东西长３６０．７千米，南北宽２７０．９千米，土

表演团体１７个，博物馆１６个。公共图书馆８个，文化馆７

地总面积４．５万平方千米。南部为重峦叠嶂的迭岷山地，东

个。有线电视实际用户５．４万户，户户通实际用户３８．０万

部为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区，西部为广袤无垠的平坦草原，

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９．０６？？电视节目综
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９．１０？？档案馆９个，已开放各类档案５．３

版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呈倾斜状。最高

海拔４９２０米，最低海拔１１７２米。辖临潭、卓尼、舟曲、碌

万卷（件）。全年旅游接待人数１１９８．２万人次，比上年下降

曲、玛曲、夏河、迭部７县和合作市。

５５．８？？综合旅游收入５９．２亿元，比上年下降５５．６？？
【医疗卫生】２０２０年末，全州有医疗单位１６９８个

（包含民营医院及诊所），专业卫生技术人员１．１９万人，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１．２１万张。全年总诊疗人次４５５．５８万人次，出

２０２０年全州各地平均气温为３．３℃￣１３．７℃，与历年平

均值比较，夏河、碌曲略偏低，其余各地略偏高。全年各
地降水量为５０５．３￣８６８．１毫米，与历年平均值比较，合作、
夏河略偏多，临潭、卓尼、碌曲、玛曲偏多，迭部、舟曲

院人数３０．３３万人。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
例８例，治愈出院病例８例。全州２０家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新

特多。境内主要河流有黄河、洮河、大夏河和白龙江（统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服务，总检测能力达到３万份／天。

较明显，共分为１３个土类，２７个亚类，４０个土属。有野生
植物１８２０种，药用植物有６４３种。矿产资源类型比较齐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２０２０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３３３８元，比上年增长４．３？？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８１１３元，比上年增长８．０？？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称三河一江），分属黄河水系和长江水系。土壤垂直分布比

全，全州境内发现金、银、铜、铅、锌、铁、汞、锑等

４２种矿产。

收入比值为２．８８，比上年缩小０．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２０２０年末全州总人口（户籍人口）７５．２２万人，比上年

１６９７１元，增长４．７？？？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７２５２元，增

末增加０．２５万人，其中藏族人口 ４２．７２万人，增加０．３４万
人，占总人口数的５６．８？？
２０２０年，全州地区生产总值２１９．０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长７．１？？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０．０？？农村居民恩格尔

系数为３１．６？？

年鉴
２０２１

年末，全州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１１．２０万

１．６？？第二产业增加值２９．１５亿元，增长２．２？？第三产业增

人，比上年末增加０．１７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２３２．７
万人，增加２１．７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加值１４５．８６亿元，增长１．２？？城镇新增就业５０７０人，失业
人员再就业２０６７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１８２９人。城镇登记

２２０．４万人，增加２１．１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２．９８

失业率为２．８８？？全年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１２．３４万人，劳

万人，较上年略增。年末全州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０．０３万

务创收２４．６８亿元，输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５．７８万人，劳

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１０．９２万人，增加０．６９万人。资助

务创收１０．３６亿元。全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报到注册３３８５名，

８５．３９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全年国家抚恤、补助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６１７９人。提供各类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就业２９３７名；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４３５名、＂三支一扶＂
人员２００名、特岗教师３８２名；安置天津定向培养医学本科

１８个，社会服务床位２８９６张。社区服务中心１３０个，社区

生１０４名；６８３名高校毕业生到企业就业。开发就业见习岗

服务站９８５个。

位１４９名，乡村公益岗位７０８名，临时乡村公益岗位６６５

【环境保护】２０２０年，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名。建成扶贫车间１９１个，吸纳富余劳动力６６９５人，其中

理，实施临夏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洮河临夏段东乡县防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２５０２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１．５亿元。

洪、广河县三甲集石炭沟流域、湟水河永靖县河堤治理等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１．９？？商品零售价格上涨

重点项目。整治改造燃煤锅炉５７８台，淘汰老旧机动车

２．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４．６？？
市（州）概况｜ ３９１

全年全州剩余贫困人口９８５户２８２２人全部实现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上年的０．５？？降为零，脱贫攻坚任务清零见

旅游专业村１０３个、生态文明小康村２９７个。培育精品民宿
和星级农家乐３０００余家。

底。在全国脱贫攻坚普查中，３．９７万建档立卡贫困户对扶贫
政策落实和扶贫成果的满意度达到１００？？

技术人员４６６８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３５７４张。全州婴儿死

【农业农村经济】２０２０年，全州农林牧渔及农林牧渔

亡率降至４．９‰，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６．２‰，孕产妇死

服务业增加值４６．２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６？？农作物种植面

亡率３６／１０万，住院分娩率上升到９９？？建成区域医学中

甘肃 积１２１．４４万亩，比上年增长４．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４５．６０

心３８个、急危重症救治中心２６个，职业病诊断检查服务机

万亩，增长４．８？？各类牲畜产仔成活率９６．８６？？比上年提

构覆盖率达到１００？？

高０．８５？？？栏率６３．７３？？提高２．６８？？？品率５８．７７？？

提高２．８３？？年末各类牲畜存栏３５１．２３万头（只），减少

【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２０２０年，全州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２７６５６元，比上年增长４．０？？？费支出２０３７７

４．２３万头（只），下降１．２？？全年肉类总产量９．７４万吨，比

元，增长５．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３５．９？？降低

上年增长０．７？？农业机械总动力４１．２９万千瓦；耕种收综合

０．４？？城镇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５７．５辆。农村居民人

机械化水平４０．５８？？？业机械注册登记５６８２台，农用化肥

均可支配收入９１２９元，比上年增长８．２？？？费支出７６７９

，

年鉴
２０２１

施用实物量７８６３吨。

【医疗卫生】年末，全州有医疗卫生机构８８７个，卫生

元，增长１１．５？？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４２．３？？降低

【工业和建筑业】２０２０年，全州工业增加值２２．７４亿

０．８？？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２２．３辆。参加城镇职

元，比上年增长２．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黄金５２５０千

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１．６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克，比上年增长３１．６？？？泥９６．４６万吨，下降８．３？？？电

３９．６７万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７．８６万人，城乡居

量５２．４２亿千瓦时，增长６．１？？？冻畜肉３３８０吨，下降

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６２．３３万人，失业保险人数３６４２６人，

８．８？？？制品７２１７吨，增长１０．３？？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５．０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工伤保险人数６５５３１人，生育保险人数５９６７２人。年末全州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１６８人。为３７９８９名农村低保对象发放

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５６．３１元。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低保金８８６１万元，１１２９１名城市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７３１２

资产负债率为６７．３？？营业收入利润率为１４．４５？？全年建

万元，３２７４名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发放供养金２４３８万元；为

筑业增加值６．４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０．３？？年末具有资质的

３４４名孤儿发放生活费４６２万元和４６５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２９个，与上年末持平。

发放生活补贴３８１万元；为７７１０名困难残疾人和１００１８名重

【交通通信】２０２０年，全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度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２４６４万元。全年实施临

增加值１１．６７亿元，年末机动车保有量１４．８８万辆，公交车

时救助１０３４５６人次；救助各类流浪乞讨人员２３８人次。办理

４１０辆，出租车１６９１辆。全年完成货运量１８９万吨，比上年

结婚登记６５５８对，收养登记２４例。福利彩票销售６１３７万元。

下降１１．０？？？运量４７５万人，增长２．２？？邮政行业完成业

社会养老床位达到１６８０张，投入运营的养老院２３家。

务总量０．５３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６？？寄递服务业务量

【资源环境】２０２０年，全州水资源总量２５４．１亿立方

４．３？？？递服务企业业务量１１４．０５万件，增长８４．１？？有邮

米。总用水量８０３５．５９万立方米，比上年下降０．９？？有自然

政普遍服务网点１１０个，快递品牌１１家，快递服务网点７５

保护区８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４个；森林公园１５个，

个。电信业务总量４７．５８亿元，增长４７．１？？固话用户４．０４

其中国家级森林公园５个；地质公园５个，其中国家级地质

万户，增加０．０１万户。移动电话用户６５．９１万户，增加０．７４

公园２个。年内，能源消耗总量比上年增长１．２？？万元

万户。互联网用户１７．２１万户，增加１．０６万户。

ＧＤＰ能耗下降０．４？？全州６个地表水考核断面、６个地下水

【文化与旅游】２０２０年，全州有艺术表演团体８个，

考核点位和１２０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

文化馆９个，博物馆（纪念馆）１６个，公共图书馆９个。出

于Ⅲ类比例为１００？？城市建成区保持无黑臭水体。城市区

版发行藏汉双语《甘南日报》３９６万份。广播综合覆盖率

域声环境质量等级为二级，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平均

１００？？？线广播覆盖率９１．２？？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覆盖率

等效声级６３．３分贝。气象雷达观测站点２个，卫星云图接收
站点８个。合作市年降水量５５９．７毫米，比上年减少１．６毫

６２．８？？电视综合覆盖率１００？？广播电视直播卫星用户
１６．５１万户。有线电视在网用户６．７１万户。全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１６７１万人次，比上年增长１６．０？？？现旅游综合收入
８３亿元，增长１２．０？？全州Ａ级景区３５处。建成观景台４

处，３Ａ级旅游厕所２８座。建设文化旅游标杆村１７个、全域

３９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米；年平均气温３．３℃，与上年持平；年日照小时数２０５３．５

小时，减少３３．４小时。
供稿∶康道知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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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比重（？？

２５０１．９８

其中∶城镇
乡村

１３０６．７３
１１９５．２４

其中∶男性
女性
其中∶０￣１４岁

１２７０．０９
１２３１．８９
４８５．３５

１５￣５９岁

１５９０．５３

６０岁及以上

４２６．１０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表
年未数（万人）

全省常住人口

Ｉ门实章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２３
４７．７７

５０．７６

４９．２４

１９．４０

６３．５７
１７．０３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表

单位∶％
指
居民消费价格
其中∶食品烟酒

标

全 省

２．０

６．４

城 市

农 村

６．０

７．１

１．９

２．１

衣 着

－０．６

－０．６．

－０．６

居 住

０．１

－０．２

０．５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０．３

０．３

０．２

交通和通信
教育文化和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２．６
１．２

０．６

４．３

－２．６
１．７

－２．４

４．５

３．８

０．８

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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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表
产品名称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粮食
夏粮
秋粮

产量（万吨）

１２０２．２
３２１．３
８８０．９

２６８．９

＃小麦
玉米
油料

＃油菜籽

甜菜

中药材
园林水果

蔬菜
猪牛羊禽肉

猪肉

羊肉
离肉

牛奶
禽蛋

－４．３

－２．７

７．７

３３．９３

－４．７

２２．４２

－１５．４

－７．８
－０．２
８．９

９．７
６．５

４９．２

ｄ．，
２．５

５７．５
１９．８

３０．４
３１．１

２４．９
２７．６
７．２

牛肉

５．５

６１．４５

０．５２
１２３．２２
４８１．０７
１４７８．５１
１０８．９

烟叶

－１．９

３．８

３．０１

棉花

３．４

６１６．８

２２．８

薯类

比上年增长（？？）

９．７
１０．４
５０．０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及占比表

行业

全省
煤炭工业

电力工业
冶金工业
有色工业
石化工业
机械工业
电子工业
食品工业

建材工业
纺织工业

比上年增长（？？

？

１．５
１１．７
８．６

１００
６．３

１７．７

４．０
５．０

７．８．
１１．０
２６．４

１５．６
３４．０
－０．５

２．２
１０．８

３．３
１０．１

医药工业

１４．９

其他工业

８．９

３９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４．３
８．３
０．２

３．３
１．７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表

产品名称
原煤
原油
天然气

单位
万吨
万吨
亿立方来

万吨

原油加工量．
发电量

＃火力发电量
水力发电里
铁矿石原矿

电石
水泥

生铁

比上年增长（？？

３８５９．０
９６８．７

４．７
７．２

３．９
１４６７．５

１４６．５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１７６２．４

亿千瓦时
方吨
万吨

５０６．８

万吨

４６５１．２

粗钢

万吨
万吨

钢材

万吨

十种有色金属
＃铜

万吨
万吨

铅

万吨

萄
铝

产量

万吨
万吨

８７６．０

９７０．０
８１．４

７８２．３

１０５９．２
１１０２．６
３５０．６

６６．３
３．２
４０．４

２２５．５

０．１

８．１
１１２
２．２
８．３

面２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４

５．０

１８．７
２０．７
１７．７

６．６

１４．３
１７．４

１３．３
３．５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主要运输方式完成货物、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表

指标
货物运输总量
＃狭路
公路

单位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万吨
万吨

６７２３９．７

５．７
１１：２

万吨

５９６６．１
６１２７２．０

亿吨千米

２５１６．８

０．８

＃铁路

亿吨千来

１４９６．４

－１．３

公路

亿吨千来

１０２０．３

４．２

万人次

－３６．６．

货物运输周转量

＃铁路

亿人千米

２６８３０．９
４１５３．３
２２４７８．５
３９９．６．
２３７．９．

公路

亿人干米

１４０．８

旅客运输总量

＃铁路

万人次

公路

万人次

旅客运输周转量

亿人千来

５．２

－３０．４．
－３７．７
－４０．８．

－４３．２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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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分行业项目投资情况表

行业

比上年增长（？？

占项目投资比重（？？

７．９

１００

农林牧渔业

３７．０

来矿业
制造业

２．０
５．０

７．０
２．９
１１２

电力、热力、给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９

建筑业

４４０．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８．７

８．７
０．２
１．３

１８．２

３１．７

－３５．４
１６．５

０．７
１．３

房地产业

４９．２
７．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６．４

０．０５
１０．０
２．５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３．０

０．７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４．５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４３．２

１２．１
０．４

教育

－４．０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８．６

３．５
２．３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９．９

２．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１０．２

０．９

项目投资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３９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表

指标

年未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２０９９２．７

６．２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境内存款

２０９７７．９

６．２

＃住户存款

１２４５４．５

１１．４

非金融企业存款

４９２２．７

－０．４

机关团体存款

２９５１．１

－１．７

财政性存款

３５２．７

９４．９

２２１５９．４

７．２

＃境内贷款

２２０４３．３

７．４

＃住户贷款

６０１９．３

１０．２

企业事业单位贷款

１６０１３．３

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

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ｑ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保险业务情况表
指标

年末数（亿元）

比上年末增长（？？

４８５．２

９．２

财产险

１４４．０

人身险

３４１．２
１６９．３

４．４
１１．４
１１．７

财产险

８４．０

１３．４

人身险

８５．３

１０．１

原保险保费收入

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

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２０年）｜３９７

２０２０年甘肃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支情况表

全体居民
指标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２０３３５．１

６．２

３３８２１．８

工资性收入

１１４６１．８

７．１

经营净收入

３７３０．７

财产净收入

绝对数

比上年增长

４．６

１０３４４．３

７．４

２９０３．６

５．５

２９８５．９

７．８

５．０

２４８９．１

０．２

４６５０．５

７．６

１１９５．８

５．０

２６２７．４

“？

１３５．３

转移净收入

３９４６．８

５．５

５８０１．８

３．７

２５７２．６

４．５
６．８

生活消费支出

１６１７４．９

２４６１４．６

０．７

９９２．９

食品烟酒

４７６８．８

１．９
４．３

７０６８．２

１．０

３０６５．４

ｑ

衣着

１１４０．６

１．４

１８５９．４

－３．２

６０８．１

１０．２

居住

３５５７．３

３．４

５７８６．６

１９０５．８

２．１

生活用品及服务

１０４５．５

１０．６

１６６２．０

２．９
１４．２

５８８．８

１９

交通通信

２０２０．４

２．４

３０８１．４

１．０

１２３４．４

３．３

教育文化娱乐

１７２８．６

－６．２

２４２６．７

－５．０

１２１１４

－９．０

医疗保健

１５４４．７．

－４．６

２０９０，５

－６．０

１１４０．４

－３．６

其他用品和服务

３６９．１

３．０

６３９．８

１．３

１６８．６

４．４

（元）

履到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农村

城镇

可支配收入

３９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

（元）

（％）

（元）

（％）

３４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

Ｔ７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先进集体
全国模范法院

中共中央表彰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５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支部委员会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先进集体

兰州市肺科医院委员会

甘肃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审理科

兰州新区公安局中川东区派出所支部委员会
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正宁路社区委员会

甘肃省高速公路局永古高速公路乌鞘岭隧道所

甘肃蓝康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陇西县交通运输局

甘肃省酒泉公路局阿克塞公路段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 ３７号）

（中委〔２０２０】４６８号）

国家部委表彰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先进集体

甘肃省白银粮油储备库有限公司

全国税务系统先进集体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４１号）

国家税务总局武威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成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永昌县税务局朱王堡税务分局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２号）

全国建材行业先进集体
甘肃安居新科建材有限公司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４２号）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３９９

甘肃省武威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

全国价格工作先，进集体

甘肃省庆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处
（人社部发 【２０２０】６０号）

国家税务总局平凉市崆峒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一对一献爱心＂贫困儿童资助协会

（妇字〔２０２１〕８号）
全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先进集体

甘肃 甘肃德盛和商贸有限公司
西北华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年鉴 武威小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一线女医务人员集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妇字【２０２０】３９号）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８０号）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全国物流行业先进集体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靖远路街道朝阳村社区

兰州新区商贸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高速公路局甘谷收费站

（妇字 〔２０２０】 ４０号）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８６号）
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风电及防腐涂料创新团队

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
甘肃省合作市城市环境卫生大队

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８７号）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先进集体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矿区

甘肃省嘉峪关市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每日甘肃网舆情部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农业产业扶贫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妇字〔２０２０〕 ４３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厂坝铅锌矿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

省委 省政府表彰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烧碱厂
甘肃宝徽实业集团锌冶公司湿法车间

甘肃宏达铝型材有限公司挤压车间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８８号）

２０１９年度省长金融奖获奖单位
银行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全国邮政行业先进集体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南藏族自治州分公司
陇西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

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９２号）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

甘肃银行
兰州银行

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酒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 ９７号）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
证券公司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全国民委系统先进集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甘肃省民族歌舞团

要素市场
甘肃省产权交易所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民宗局
（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８５号）

保险机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七里河区税务局

黄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信托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担保公司
甘肃金控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

甘肃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市州人民政府

直接融资企业

兰州市人民政府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水市人民政府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陇南市人民政府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定西市人民政府

甘肃省公路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与利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甘政发〔２０２０】 ６３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先进人物
中共中央表彰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潘从明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贵金属冶炼分厂提纯班班

长，高级技师

刘 健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何 洁 （女）兰州市皋兰县妇幼保健院

孙青先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石

宋克勤 （藏族）甘南州人民医院
张浩军 甘肃省人民医院

油化工厂乙烯联合车间操作工，高级技师
张平香（女）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自

李小平 兰州市肺科医院

动化部自动化站主任，工程师、高级工

魏占杰 定西市陇西县第一人民医院
安彩霞 （女）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王小康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嘉峪关电解四作业区党支
部书记、作业长，工程师

独 炜 陇南市礼县第一人民医院

刘锦帆（女）中材科技（酒泉）风电叶片有限公司工艺

装备部工程师

脱亚莉（女）庆阳市人民医院

达春和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自飞 天水华天电子集团七四九电子有限公司电源分厂

汪 鹏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李 莹 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助理工程师、高级工

郭玉芬 （女）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杨建军 （回族）甘肃红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疏水阀厂４０４
车间数控一班班长，高级技师

贾崇清 兰州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巩怀华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庆阳石化分公司运

姜 波（女）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街道牌坊路社区
苟 祥 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人民政府
杨维芳 （女）天水市清水县永清镇北城社区

张海生 （东乡族）临夏州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重特大案

件侦破大队
田玉成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金 鑫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委〔２０２０】４６８号）

行一部运行丁班班长，高级工

王兴平 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解二车间主任，

中级工
马宏胜 （回族）临夏州华安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品质

部部长，食品工程高级工程师
何琪功 兰州兰石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主任工程

师，正高级工程师
李文强 中核四○四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维修中心机械运
行班焊工，高级技师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４０１

范冬云 （女）兰州三毛实业有限公司纺纱厂细纱挡车

工，高级工

，

甘肃

脱小平 甘肃省庆阳第一中学数学教师，中学高级教师
张国宏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郑 伟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三级职员、
管理第一党支部书记，正高级工程师

胡 斌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莫尊理 西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赵 丕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机务段动车

胡小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

组司机，高级技师
王芙蓉 （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网络监

年鉴 师、高级工
２０２１ 文 盛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炼
控维护中心基础设施维护部主任，通信电源工程

油化工总厂焦化车间班长，技师

吴春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

二分队分队长兼技术负责，地矿工程师

赵贵宾 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

究员
于德山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实验室主任，

主任检验技师
蔡 辉 甘肃省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主任医师
何晓春 （女）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产二科主任，主任医师

（中委〔２０２０】６０９号）

十采油厂采油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油田开发工

程师
尹建敏 （女，满族）兰州鑫源现代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国家部委表彰

司董事长

陈耀祥 甘肃中天羊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税务系统先进工作者

唐顺初 甘肃康视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

王 鹏 国家税务总局静宁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

程师
李 玲 （女）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

李燕玲 国家税务总局庆阳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２号）

记、董事长
李守茂 白银市平川区水泉镇党委委员、野麻村党支部

书记

全国模范法官
滕文祥 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５号）

梁倩娟 （女）陇南市徽县水阳镇石滩村妇联主席
常继锋 静宁常津果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清龙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甘肃省镇原县分公司方山邮政

所投递员
吾尔白 （女，藏族）甘肃省玛曲县市政监察大队环卫工
谢昌盛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抹灰作业队队

长，高级工
胡中山 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后续产业专业合作社党委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孙进玲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吴 军 兰州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公司三车队５０路驾驶员

高新民 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隆小红 （女）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兰州中川国

书记
郭万刚 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场长

朱媛媛 （女）庆城高速公路收费所庆城收费站收费员

张 祯 永昌县泽民农产品收购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社长
廖永强 甘肃华实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农民

候敬钦 甘肃中核公铁运输有限公司大修分公司副经理
董立文 甘肃省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一

技师
全国先进工作者
刘 庆 兰州市公安局西固分局政委、三级高级警长

李 明 甘肃省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室四级调研员
班玛南加 （藏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消防救

援大队大队长
张志明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康 丽 （女）酒泉市公安局肃州分局东城关派出所二级

际机场地面服务部引导问询室副经理

处处长
王晓平 甘肃省天水公路局高等级公路养护中心主任党支

部副书记
顾文礼 甘肃省张掖公路局高台公路段专业化养护维修队

队长
包彩霞 （女）甘肃省庆阳公路局西峰公路段副段长
马建海 （回族）广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３７号）

警长
剡红红 （女）国家税务总局天水市秦州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局长
４０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奖者
王齐华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王爱勤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周 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程师
吕文华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电解三作业区五工区工

区长

冯 起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李得天 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张万利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２１８车间段长

郑海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院

张天云 兰州铭帝铝业有限公司环保动力部班长

谢小冬 （回族）兰州大学

汪小虎 八冶建设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３９号）

宗维贤 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解一车间主任
柴国梁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电解一车间班长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吴战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甘肃局二七四处副处长

全国黄金行业劳动模范

王全福 甘肃省粮油储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钱 虎 甘肃招金贵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４１号）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 ８８号）

全国建材行业劳动模范

全国邮政行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杨映塘 甘肃省建材科研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 ４２号）

唐和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分公司西固城营业
部（普邮组）乡邮投递员

Ｔ７１拿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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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强 嘉峪关华宏圆通快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全国价格工作先进工作者

曹学东 甘肃省金昌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

张妍华 （女）甘肃省武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

组长、副局长

查和反不正当竞争科科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６０号）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９２号）

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齐恩芳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

于启辉 嘉峪关市钢城街道兰新社区武装部长
孙小燕 （女）陇南康神苦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７４号）

究员
李晓梅 甘肃田地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付桃美 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石鸡坝镇古家沟村村委会主任

赵 莉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
尚小龙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甘肃省总队临夏支队副参

谋长

牟小娟 甘肃省庆阳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

刘世英 甘肃省兰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妇字〔２０２０】４３号）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７４号）
一线女医务人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物流行业劳动模范

高育新 甘肃省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梁森林 甘肃酒钢物流有限公司副经理

杨 兰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刘晓菊 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专业一级主任医

王海峰 捷时特物流有限公司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许国兴 金川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工务段白家嘴站班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 ８６号）

师、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临时党

支部书记
刘艳花 甘肃省金昌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

第三届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
张宏军 甘肃锦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焙烧车间主任

王 志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常志强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科长
（人社部发〔２０２０】８７号）

贾金霞 甘肃省定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副科长
周莹荃 甘肃省兰州市肺科医院感染科负责人、副主任

医师
刘 华 甘肃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肖 文 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副主任

（妇字〔【２０２０〕 ３９号）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

李明祥 甘肃洛坝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 ４０３

苗清莲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城关镇水城社区党支部书记

刘金荣 甘肃兰太环境治理科技有限公司教授

刘兰香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公安分局小西湖派出

刘学荣 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所副所长

，

甘肃

刘春杰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老君庙采油厂高级

杨小燕 甘肃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兰州福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屈玲玉 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大马营镇夹河村四社村民
（妇字【２０２０】４０号）

年鉴 第四届全国民委系统先进工作者
２０２１

赵 娟（女）临夏州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督查科

科长

技师
刘航军 金川总校第六中学高级教师

刘梅金 甘南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米文佐 兰州城市学院教授
孙 富 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杜玉祥 省测绘工程院正高级工程师

李文生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
李向东 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牧 仁 （蒙古族）甘肃省民委少语古籍处一级调研员

（人社部函【２０２０】８５号）
省委 省政府表彰
第九批甘肃省优秀专家

马 坚 临夏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李向伟 兰州工业学院教授
李志华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李国权 清水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李祖鹏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李续荣 平凉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李朝明 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马建伟 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正高级工程师
王 庆 兰州财经大学教授

李德明 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王 猛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文忠 甘肃煤炭地质勘查院高级工程师

杨天育 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杨永红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林业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

王志锋 甘肃兰药药业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杨杜录 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王国庆 临夏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杨秉松 金川集团镍钴研究设计院高级技师

王治业 省科学院研究员

何 华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王建兵 天水市第三中学正高级教师

何世顺 临夏中学正高级教师

王晓银 金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研究馆员

何晓春 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

王继红 定西市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汪龙德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牛育林 省农垦集团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葡萄

汪志刚 兰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一级美术师

酒厂高级技师

杨 勇 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沈玉琳 省计算中心研究员

毛志成 甘肃画院一级美术师

宋振峰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尹明德 秦安县第一中学正高级教师

张 东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

孔晨华 国网兰州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

程师

石林雄 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张 勇 嘉峪关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石晓峰 省医学科学研究院主任药师

张卫平 金昌市中心医院副主任护师

卢莉萍 张掖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

张文利 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副研究员

史玉成 甘肃政法大学教授
冯祥元 武威市林业综合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张可锋 北京师范大学庆阳附属学校高级教师

吕卫民 甘南州中心血站主任医师

张金明 陇南市种子管理总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朱文萍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正高级工程师

张治堂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朱建宁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认证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张建君 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教授

朱建新 庄浪县中医医院主任医师

张顺林 武山县蔬菜产业科技示范园区管委会高级农艺师

刘 忠 兰州文理学院教授
刘永琦 甘肃中医药大学教授

张举涛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张晓东 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研究馆员

刘永斌 甘肃宝石花医院副主任医师

陈 军 省图书馆研究馆员

刘兴荣 兰州大学教授

陈 勇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研究员

４０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张兴林 省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酒泉市

陈文宝 张掖日报社高级记者
陈兴润 酒钢集团宏兴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晓云 （女）酒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邵士俊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范 飞 兰石集团能源装备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正高级工

张掖市

程师
周 波 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

武威市
吴正奇 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消化病院区负责人

Ｔ７拿重

周 勇 金昌市畜牧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杨爱军 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特警大队大队长

郑生喜 张掖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白银市

柳玉峰 金昌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张淑一 （女）白银市妇幼保健院院长

甘肃
年鉴

马 超 临泽县公安局倪家营派出所所长

姚汉平 陇南市实验小学正高级教师

王永研 （女）甘肃省景泰县第二中学教师

姚健魁 西和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天水市

聂 英 民勤县畜牧兽医工作站高级畜牧师

曹宝国 天水市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贾 忠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药师

郭万田 天水市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科副科长

贾小斌 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正高级工程师

董祥林 天水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处主任

贾广钰 省景泰川电力提灌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

平凉市

党永生 武威二中正高级教师

岳 超 平凉市妇幼保健院外科主任

郭 铌 省气象局研究员

陶新萍 （女）平凉市老年养护院支部书记、院长

唐进年 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

庆阳市

彭 勇 兰州大学教授

赵继磊 庆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安化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

彭岚嘉 兰州大学教授

魏彦坤 （女）庆阳市司法局法治调研督察科科长

董兵天 甘肃有色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技师

定西市

董新锋 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张彦青 定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与地方病预防控

２０２１

制科科长

韩 琳 省人民医院主任护师

舒 劲 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董天遣 岷县蒲麻镇中心小学教师兼教学副校长

曾庆辉 人大研究杂志社编审

杨维平 陇西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书记

谢兴文 省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陇南市

靳 丹 甘肃同兴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

赵 丰 陇南市武都区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程师

李宝贵 礼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缪中发 庆阳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

甘南州

樊东隆 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

靳芳琴 （女）卓尼县柳林小学校长

潘亚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主任医师

临夏州

（甘委〔２０２０】８２号）

覃 霞（女）临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部主任
康 旭 和政县马家堡镇人民政府党委书记

甘肃省先进工作者

兰州市

兰州新区
刘学法 兰州新区消防救援支队中川特勤站站长

于 博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省直部门（单位）

王建萍 （女）兰州市西固区福利路第一小学校长
张 伟 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岗大队大队长、四

彭 强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一级主任科员

级高级警长

张凌鹏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

水文与地热资源调查中心主任

张正娟（女）兰州市肺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

郑三君 甘肃省测绘工程院第二测绘队副队长

周莹荃 （女）兰州市肺科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强爱民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实验局李子林场马家坝森林经

李 静 （女）兰州市安宁区刘家堡街道办事处刘家堡社
区居民委员会社区党委书记

营管理所所长

金昌市

杨 浩 甘肃省草原技术推广总站草业科科长
尹世东 甘肃省家畜繁育改良管理站兽医师

姚 涛 永昌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刑侦大队大队

李永峰 甘肃省水利厅信息中心综合科科长

长、四级高级警长

尹伟先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 ４０５

朱彦鹏 兰州理工大学西部土木工程防灾减灾教育部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

，

甘肃

刘新凤（女）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所所长

高亚芳 （女）兰州文理学院文创乡创学院院长
李鸿杰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林业工程学院院长

滕 飞 甘肃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马冬梅（女，回族）天水师范学院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

黄玉霞（女）兰州中心气象台正高级工程师

教授
闫婧华 （女）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规划研究

年鉴 所所长
甘肃省肿瘤医院副院长
２０２１ 刘勤江
虎维东 甘肃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 慧（女）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张 强 甘肃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张小娟 （女，藏族）舟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副主任

吕 鹏 甘肃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计划统计处二级主任科员
姚培愚 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计划统计科科长

朱恒昌 陇西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王国福 榆中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邵昶铭 甘肃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质量监督管理中心

主任

张雪莲 （女）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刘晓霞（女）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护士长

肖战明 宕昌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戴晓倩 （女）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护士

张俊彦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甘再国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方 岩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甘委〔２０２０】１０７号）

李培杰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潘玮华 （女）甘肃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助理

任宝仓 甘肃省农业工程技术研究院植物保护技术中心

主任

甘肃省劳动模范

兰州市

陈明军 甘肃省核地质二一三大队钻探公司经理

董 霞（女）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

石鸿雁 （女）甘肃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大队
长、一级警长

王 理 兰州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郭建国 兰州真空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加工车间电焊班班长

漆天生 天水市公安局秦州分局北关派出所副所长

贾如丽 （女）兰州三毛实业有限公司织布厂织机挡车工

姬晓龙 定西市陇西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

陈小庆 中昊北方涂料工业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员

黄小勇 陇南市徽县公安局警务督察大队大队长

裴永稚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催

田继宗 平凉市公安局崆峒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妥瑞明 （东乡族）临夏州公安局技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

主管

化剂厂三套分子筛车间催化剂制造工

徐克元 酒钢集团榆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钢作业区连铸
机班长兼四号机机长

屈 静 （女）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一级检察官

李希军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取车间副主任

赵淑霞 （女）金昌市永昌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

孙志强 （满族）兰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技

责人
韩永龙 庆阳市环县人民法院合道法庭负责人，三级法官

董雪莉 （女）天水市甘谷县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事
审判庭负责人，一级法官
董开荣 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曹 惠（女）国家税务总局平凉市崆峒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局长
王鲁合 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许恒山 国家税务总局张掖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副局长
赵 彬 甘肃省广电总台电视新闻中心时政部副主任
姚变娃（女）甘肃省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运动员

王永杰 甘肃省发改委石油天然气和科技装备处处长

术总工程师
王蔚民 （女）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科技部副总

经理
魏本强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炼化公司专业制

造焊接一车间主任
吴 军 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翟向楠 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干燥

设备研究所设备设计员

张 杰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供水公司东区管

线所工作站长
朱振家 甘肃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兰州高新分公司东
岗运行班副班长

韩 鑫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信息化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

苏 彪 兰州奔马汽车出租有限公司驾驶员

梁希晨 中共甘肃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一级主任科员

李 红 （女）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副

李永州 甘肃省高速公路执法总队树屏公路路政执法大队

大队长

４０６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董事长
闫娟起 （女）兰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企管总监

李明杨 甘肃迅美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掖市

李建军 兰州水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 成 （裕固族）甘肃祁连山生物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唐立栋 永登县龙泉寺镇大涝池村党支部委员
马乐梅（女）皋兰丰苗白兰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司生产车间主任
雷 玲 （女）山丹县城北预制构件有限责任公司成品统

白彩盛 兰州液压新技术开发应用研究所汽车维修工

计员

石峡兵 兰州威特焊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张述斌 张掖市新大弓农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新明 兰州民召物业管理集团甘肃三为家政综合服务有

鲁 玲 （女）山丹马场三场有限责任公司马铃薯种薯繁
育中心副高级工程师

限公司护理班长
肖新龙 甘肃第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安装公司

电工

章晓文 甘肃银河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许三甲 高台县宣化镇乐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安建峰 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

刘怀红 临泽宏鑫矿产实业有限公司农民工

嘉峪关市

张小燕 （女）民乐县未来星儿童关爱中心园长

李志云 （女）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化学分析工
魏海霞（女）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炼钢
技术开发责任工程师
于建红 嘉峪关大友企业公司铁合金厂副厂长

席荣远 甘肃嘉恒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恒宸
燃气有限公司生产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
刘凤花 （女）嘉峪关市文殊镇塔湾村村党总支副书记

金昌市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武威市
管柏凯 甘肃电投武威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技术部电气

检修班班长

朱万同 武威大禹节水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营管理部部长
张文武 武威红太阳酒业酿造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
南海彦 天祝县煜翔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

李 斌 民勤县给排水管理站维修股副股长
王 琨 天祝藏族自治县打柴沟镇安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

柴国梁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镍冶炼厂镍电解一车间电
解班技术班长兼车间技术主管

聂玉娟（女）金川集团热电有限公司供热二公司水务班

班长
孔晓东 八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安装建设公司宁夏分

公司技术负责人
吴 萍 （女）金川集团公司职工医院（金昌市中心医

院）感染科主任

胡丛斌 古浪县黄花滩移民区兴盛种羊繁育有限公司总

经理
叶长炼 民勤县长炼沙葱产销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文博 凉州区厚道人家主食食品加工厂厂长

王玉红 （女）甘肃江泰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宋祯忠 凉州区忠盛源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丽娟 （女）武威市凉州区下双镇涨泗村村民

白银市

朱金法 金昌宇恒镍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白忠山 白银寿鹿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熟料车间主任

鲜舜文 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新粮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高 斌 （土家族）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

会主任
刘福香 （女）金昌市金川区环境卫生管理局清洁工
酒泉市
曹 杰 北京京城新能源（酒泉）装备有限公司质量管理

处处长
柴长录 甘肃酒泉汉武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机修动力车间

主任
周业德 酒泉市泓坤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技术负

责人

部经理
包玺琳 （女）西北矿冶研究院矿物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张晓平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熔炼车间

调度室调度长
张宏祥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采购中心主任
陈顺贤 甘肃银宇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
任长太 会宁县韩家集镇袁家坪村党支部书记
刘萍兰（女）会宁县梅灵草粉加工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 冲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刘志成 白银如意阳光大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主管

顾红艳 （女）玉门市柳河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李振宪 甘肃振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任

李岩河 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村民

白万荣 金塔县欣荣养殖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天水市

李彩芸 （女）敦煌市梦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

马向平 天水电气传动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钻采产品事业

杨生祥 瓜州县世纪红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部副经理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丨４０７

安 琪（女）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四分厂电

焊工
宋红为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天水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

主任

，

甘肃

高 成 庆阳恒丰源苹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方丰泰 庆城县丰泰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定西市
吕鹏涛 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陇漳高速公路工程施工

总承包指挥部指挥长

董 健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水卷烟厂设备动力

科技术员
颉建荣 天水天光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军品营销公司经理

年鉴 张 炜 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２０２１ 张维林 甘谷县腾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

展海瑜 （女）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何建胜 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机修班班长

向金泉 西北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挤压制造部挤压机操纵手
马全胜 定西市和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副经理
吴正强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定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

任兼党支部书记

冯小明（女）清水县土门镇梁山村党支部书记

杨建平 酒钢集团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陇西分公司电解

薛菊香（女）甘肃盛源菊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一作业区作业长
申韦娟 （女）临洮县上营乡包家山村妇联主席

李爱军 天水市秦州区太京镇李家台子村卫生室村医

马贵荣（回族）上海伊源清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王永刚 武山中荷环境管理有限公司铲车司机

赵 伟 定西市三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杨永强 甘肃省临洮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电解一车间四段工

段长

李建魁 天水市麦积区新农民协会理事长

周幸欣（女）甘肃省盈佳康业商务有限公司经理

周建国 清水县金果果品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侯双平 渭源县麻家集镇楞坎村村民

平凉市

马致远 岷县秦许乡马烨仓村村民

张延伟 华能平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主任

王满福 漳县三岔镇河南坡村村民

王涛德 平凉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制造分厂副厂长

陇南市

穆建中 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军品装配厂军品设

向双全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检测中

计师
买全友（回族）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平凉市崆峒区分公司

普邮投递部揽投员
程 强 泾川县旭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安全 庄浪县朱店镇新王村党支部书记

心主任
曾廷祥 陇南祁连山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曹宗孟 两当县杨店镇灵官殿村党支部书记
王龙霞（女）礼县桥头镇花桥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妇联

主席

王志伟 静宁县红六福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乔伍忠 宕昌县理川丰达中药材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闫鹏乾 平凉市兴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十二项目

甘南州

部钢筋工
邓新华 华亭市砚峡东沟村煤矿机电队队长
冯巧叶 （女）灵台县凯丰苹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董

事长

阿 闹 （藏族）国网迭部县供电公司代古寺供电所所长
何晓霞 （女）合作市水务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生产经营部主任
敏永杰 （回族）临潭县恒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朱胜利 崇信县永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董事长
田积林 甘肃德美地缘现代农业集团董事长

拉毛才让 （藏族）碌曲县阿拉乡博拉村党支部书记、村

庆阳市

斗格扎西 （藏族）夏河县仁青帐篷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设

伏 霞 （女）甘肃延庆路桥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资料员
高清杰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环县供电公司安全总监

张黎平 正宁县金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师
麻建明 庆阳市供排水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张小春 甘肃张小春城乡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银萍 （女）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村党支部书记
白永恒 庆阳陇牛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光军 庆阳市西峰区环境卫生管理局垃圾清运消纳管理

所垃圾清运车驾驶员
姚文智 华池县恒烽中药材苗林有限公司经理

４０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委会主任
计师
卓玛加布（藏族）玛曲县玛雄兴隆围栏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秀云 （女）舟曲县大峪乡老地众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临夏州
刁国峰 （回族）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电气

分场卷线班班组长
未 信 （女）临夏州永靖县城管局绿丰清洁公司工人

马小娟 （女，东乡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河

县支行网点主任
朱绍雄 甘肃古河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总监

王志胜 甘肃煜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一奴四 （回族）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寺庄村党支部副

书记
杨丽莹 （女）甘肃省临夏州百益奋耘草莓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陈梅珍（女）和政县隆兴春苗木种植经营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
常玉平 临夏州康乐县草滩乡农民
马艾有卜 （回族）临夏州临夏县夏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
祁国龙（东乡族）东乡县伊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
冶洒力海（保安族）积石山县冶家折花工艺品有限公司

经理

兰州新区

公司见习经理助理，舟曲县憨班镇宝拉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
蒲映池（女）中信银行兰州分行火车站支行理财经理

张 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信息技术部副

总经理
张 瑾 （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公司兰州中支营业部经理

甘肃
年鉴
刘 勇 兰州万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制造技术中心执 ２０２１
雷军刚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５１０所研究员

高齐东 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加工中心数控操作工

行主任兼精密制造分厂厂长
魏晋辉 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第一车间铀浓缩生产供

取料操作工
张玉翠 （女）甘肃陇原妹巾帼家政服务运行责任公司高

级母婴护理师
唐和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西固区分公司乡

邮员

桂惠元 兰州新区供排水有限公司抢维修班班长

俞 帆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智慧家庭和电

曹红平 中核四○四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一车间主任
省直部门（单位）

牛宝童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软件事业部副总

苏建武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制漆厂工段长

视运营中心销售服务支撑

经理

毛明强 甘肃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王旭亮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团总支书记、生
产管理部部长助理

常 悦 （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嘉峪关分

张延明 甘肃省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机械设备操作员

张永忠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峪关机务段指导

李宇强 甘肃第四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业建安公司技

术质量部部长
马小蕾 （女）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
常正宗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木工班长
王 龙 甘肃长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租赁公司塔

吊司机
吕生玺 甘肃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
徐纪正 甘肃五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汽车驾驶员

杨宝林 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开

发部主任

公司新南网格长
彭学诚 中国联通平凉市分公司政企客户部副经理

司机
刘晓燕 （女）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车辆

段轮轴装修工
马振文（回族）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西工

务段线路工长
赵 强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电务段兰州西

信号车间主任
郭 锐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兰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
党总支书记、副主任
赵宣安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驻西和县大桥镇驻村帮扶工

作队总队长

康 琦 （女）甘肃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舞蹈演员

陈 炜 （女）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张掖供电公司营销部
（农电工作部）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

何永林 甘肃省白银监狱房产管理科司机

张荣明 甘肃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卷烟厂卷包车间

陈天竺 （女）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读者杂志社执

行主编、副编审
李晓君 （女）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公司新甘肃客户端高级

编辑
肖 茹 （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分
行公司业务部高级客户经理
李耀峰（藏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曲支

Ｎ门拿育

包装机修理工
郭建喜 中铁一院兰州铁道设计院有限公司线路运输设计

所所长
祁 涛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

程师
潘春望 中车兰州机车有限公司技术员
何子豪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桥六第一风

先进集体与先进人物丨４０９

电场场长
朱文辉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销售分公司云

南分公司经理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导问询室副经理
杨世堂 华亭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砚北煤矿掘进五队生

产一班班长

曹晓延 （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销售分

王存珠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大水头煤矿综掘一队

公司市场营销处处长
陈高生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二厂设备技术部

马明礼（回族）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海石湾煤矿综采

综合班班长
张红玲 （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

公司第二采油厂南梁作业区梁一增井区党支部

书记

副队长
二队队长
黄旺洲 甘肃农垦天牧乳业有限公司信息检验部副经理

李 渊 甘肃省公路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甜

永高速宁县段项目办主任

李 楷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致
密油项目组试油组主任

李文峻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综合部专职

杜 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油

苟引劳 中铁一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银吴项目部

田作业公司侧钻作业队Ｃ１５８６４队小队长

雷 侃 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长庆井下技
术作业公司油气井修井大队ＤＹ１０１２２队队长
隆小红 （女）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引

４１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安全员

总工程师
王建平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巴基斯坦分

公司维护部主任
（甘委〔２０２０】 １０７号）

专利与科技奖励

与利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专利奖励名单
甘政发〔２０２１】１０号
专利发明人 奖

中报人

工作单位

胡 斌

兰州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业

周峰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了

序号

；

９

ｎ

ｏ

？
业

专业技术职称

专利所属领域

教 授
研究员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郭慧珠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间浩文 兰州交通大学
车春霞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中心

研究员
教 授
副高级

预防普医学

陈国顺

甘肃农业大学

正高级 调控

车宗贤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

研究员

物理化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

石油化工
动物科学、动物营养生理与产品品质

农业行业新型肥料的研制

扬 森 天水华天传感器有限公司
王 博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副高级 仪器仪表
教 授 环境工程

夕

罗光宏

甘肃凯源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河西学院）

教 投

甘肃兰药药业有限公司、甘肃扶正科技股份有限公

Ｐ？

王志锋
袁成龙

司（母公司）

副高级 医药制造业、化学制药

兰州西脉记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初 级

石建业

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设施农业

贾 忠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正高级 医疗卫生
副高级 有色冶金

句

？
１３

１４
１５

梁友乾 西北矿冶研究院

农业、食品制造业

医疗器械的设计开发与生产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１１

－

专利奖一等奖

序号
２Ｒ程。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专利名称
山羊支原体肺炎二联灭活疫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１１７５７５．０

ｃ

苗及其制备方法
汽车环保排气污染物检测用
底盘测功机综合校准系统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８９８７０．８

包

一种刨床加工靠模装置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５２６８０３．１．

Ａ 一种牵引式打捆裹膜一体机

ｎ

一种利用促腐堆肥复合发酵
菌剂进行好氧高温静态堆肥

专利权人

发明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逯忠新、储岳峰、赵萍、高鹏程、贺英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
甘肃省计量研究院

高德成。何桂华、王文戈、刘平进、
高德勇、侯俊杰
董海鹰、何银霞、陈强明、杜昭、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王治杰、温霞、刘国荣、严国斌
李晓康、张得俭、韩少平、单少雄、

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 段宗科、曲芃屹、贾娟娟、李京默、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９９１７０１．０ 公司
张进龙、杨增万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４７５４５０．７

的制备方法

甘肃兰太环境治理科技有限责任

刘金荣、谢晓蓉、杨有俊

公司

专 利 奖二等奖

专利名称

序号

专利号

发明人

专利权人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

６ 新型超高压大流量排气阀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４７４１８．０

任公司、兰州蓝亚石油化工装备 李秀全、张永红、胡三恩、赵国相

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工业兰州石
油化工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镍电解槽的液位调

７

节装置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７１０８３．３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

大型钢筋混凝土Ｕ型渡槽整
体钢模的内模支护装置

赵建林、李甲林、张茂林、许文年、 赵建林、李甲林、张茂林、许文年、
ＺＬ２０１ ７２０５４００１３．７ 王兴海
王兴海

业

一种风沙流或沙尘暴环境下
大气边界层湍流监测系统

Ｚ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６４１１４．０ 兰州大学

有限容量电源启动大功率电

１０ 动机的无功补偿装置及使用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８４５０２．Ｘ
方法

亡

一种圆柱滚子轴承

ＺＬ２０１ ３２０８１０８４０．５

一种钴蓝／黏土矿物杂化颜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６６４５１１．８
１２ 料的制备方法

一种抗辐射药物的分离纯化
吟 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２１５０５．５

一种多功能无弧开关及实现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９０７４６．９
１４ 无弧闭合与断开的措施

＋

高可靠性ＳＯＰ封装引线框架

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杨志强、陈自江、刘军、刘晓峰、张树峰、

柴国良、吴培德、李磊、郑继祖

薄天利、郑晓静、梁轶瑞、张静红

王国华

李卫民、高育忠、曹立新、邹明宝、

张琦

甘肃海林中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县鹏宇、吴丽丽、刘锋、刘晓玲、习企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

牟斌、王爱勤、罗志河、汪琴、李华明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贾继禧

李应东、任一杰、邓月婷、魏晋君、

天水长城电工起重电气有限公司 李正正、张孝字、郭望渊、丁景峰、

贾建试

ＺＬ２０１ ３１０７２６５３３．３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睿、陈志祥、何乃辉、魏存晶

一种制备氟化铝、无水硫酸
ＺＬ２００６１０１０６９７２．４
１６ 镁、氟化钠的方法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徐铭、贾淑琴、余志高

及封装件生产方法

４１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田年益、侯红军、谷正彦、游元超、

续表

序号

专利名称

Ｖ＞的固井泵

一种用于石油矿场施工作业

专利权人
专利号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５９４１５７．０ 兰州矿场机械有限公司

一种酸泥中回收稀费金属的
１８ 方法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２５２６４４．９

１９ 工位真空吹氧脱碳冶炼方法

一种超纯铁索体不锈钢的双

业置

旋风分离器旋转并联除尘装

贞民扶正药制备方法改进
一种裸燕麦种衣剂及其制备
２２ 方法

２３

一种水平自锁拼装墙板及其
内嵌于建筑墙体的施工方法

一种低密度碳／碳复
２４ 合简材制备方法

防治当归早期抽基的
２５ 方法

２６ 镇纸（青龙）

发明人
何义文、周宝宁、戚祖文、肖立新、

刘光明、王伯秋、韩红梅、阚斌年

朱来东、鲁兴武、李彦龙、李俞良。
甘肃中色东方工贸有限公司

陈一博、程亮、易超、马爱军、陈文波

张恩玉、曹桂银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陈兴润、王建新、刘斌、阮加增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１ ４９７５６．１ 公司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３５６２１２．８ 兰州云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王 博

ＺＬ２００３１０１２２２１６．７

甘肃扶正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ＺＩ２０１１１０３７１３９４．８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刘永刚、何苏琴、赵桂琴、郭满库
郭建国、张海英、刘欢
所

真周案享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席倬霞、李建华、高 岩

西北民族大学、兰州海锋建材科技 王洪镇、曹万智、甘季中、杨永恒、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１６１１２９．５ 有限公司
常鹏麟、王发年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６６４１２．２ 甘肃郝氏炭纤维有限公司
柴昌盛、杨子元、吕小龙
甘肃省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甘肃刘学周、刘润萍、王兴政、杨薇靖、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３８４７５．Ｘ 省果业管理办公室
刘效瑞

ＺＬ．２０１７３０６ ４０９１３．４ 王大运

王大运
唐先习、孟庆宏、王云峰、马殷军、

用于无非轨道砼裂缝控制的
ＺＬ．２０１６１ ０００７１．４ 兰州理工大学
２７ 大半径倒角轨枕及施工方法

孙焕重、李钢、董朝阳、王晓云、
唐先周、李彦春、胡进森、卓海金、

张景伟、孙拴虎、何勇、陈备备

一种四氟砌酸锂的制
中 备方法

３

一种百万千瓦级光伏
发电基地实时测光网

络的构建方法

３０ 一种秸秆回收切碎机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４０６２２９．４ 兰州理工大学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１３９１４９．３
ＺＩ２０１６１０６３９０９３．１

崔孝玲、薛宇宙、李春雷、李世友

耿珊、张宇、雷丹

国家电网公司、甘肃省电力公司、汪宁渤、路亮、刘光途、马彦宏、赵龙、

甘肃省电力公司风电技术中心

王定美、周强、马明、吕清泉

民勤县陇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唐瑞林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早地农业研究李尚中、樊廷录、赵刚、王磊、王勇、
ＺＬ２０１３１０３２４５３１．１ 所
３１ 一种旱地地膜玉米田免耕直
播冬小麦的方法
唐小明、张建军、党翼

３２

ＣＷ６ＭＣ合金高温高压氧气

ＺＬ．２０１ ４１０７４４９２３．８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陈清流、乐精华、陈文鑫、李晓刚

３３ 拌料上料一体机

Ｚ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５４８１６．３

甘肃邦德实业有限公司

李玉德

３４

立车刀架自动换向装置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８１２４１８．２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李水真、李海珍

岁

一种含有天然多酚类物质和

２Ｌ２０１３１０２９６７２０．２

秦安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天水
长城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陇南毛建光、王小宏、马小龙

止回阀及其铸造工艺

香精的自由水的制备方法

一种异形合金钻头及其固齿
２Ｌ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３０５６．８
３６ 工艺

长城果汁饮料有限公司

西北矿冶研究院

梁友乾、李琦、周矿兵、任水谦
成庚、胡跃文、韩启超、汤成亮、袁维金、

３７ 控制方法

一种铝电解槽炉帮厚度优化

ＺＬ２０１６１ ２２７０９３．７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杨国伟、长亚斌、张建宏、李扬、史文祥、
吕文华、宋晓峰、王劲、贾瑞江、谢亚军、

王利平、卢旺宗、陈辉远

专利与科技奖励｜ ４１３

续表

序号

专利名称

色 中药制剂

专利号

一种用于调理临界高血压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４６３４９７．０

一种中药材双层覆膜播种装

２Ｌ．２０１ ４２０６１１９１７．０ 定西市三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 康斌、郭喜宏、张俊、陈越、刘智、

兰州古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德！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３９

置

赵连华、王富宗、马伯良

４０ 价方法

一种基于实时路况视频的精

准路况分析方法及系统

心 制方法

。

一种小电网周波分层分级控

兰州冠宇传热与节能工程技术研
长延丰、白博峰、周文学、蒋琛
究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锅容
寿比南
标（北京）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４８８６０９．２

中电万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泰理

２Ｌ．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２４６３．９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磊

一种从碱性反草液中精炼钯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７３８５６４．４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 的方法

４５

船电解石墨坩埚实验装置及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７ １００７４．９

矿山液压支柱表面防腐耐磨
的保护层的形成方法及保护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６６９２．８

实验方法

层

费孝荣、王新本
区明、尚龙山、赵伟、赵刚、李鸿彬、

热交换器的一种能效定量评 Ｚ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１５２８．１

４

发明人

专利权人

赵中义、赵洪山、孙丹鹏、孙国梁、

潘从明、谢振山、杨丽虹、王立、

郭晓辉、李芬霞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重庆马琼、贾碧、施金良、胡愚、侯伟、

科技学院

兰州理工合金粉末有限责任公司

杨建壮、魏致慧、毕玉龙

张富邦、李文生、胡春莲、张绍斌、

刘盛田

６ 爆方法

ＺＬ２０１７１０４１８５０６．８ 甘肃省化工研究院、甘肃兰金民用杨新锋、耿彬潇、马晓亚、梁锐、刘国军、
安恩向、刘世杰、梁荣刚
爆炸高新技术

一种制备各组份均匀猪饲料
４７ 的生产系统

ＺＬ．２０１７２０７ ５８２７４．６ 甘肃傲农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４８

油橄榄轻基质扦插育苗方法

ＺＬ２０１５１０３７０４２８．ｘ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马超

４９

一种风电叶片打磨集尘棚

ＺＬ２０１ ７２０９２２３２８．８

白银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金建强

安全密封起爆装置及安全起

５０ 前缘的提升式防风阻沙堤

一种适用于风沙防护体系最

４１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李广杰、王丁相、南晓东
姜成英、吴文俊、赵梦炯、陈炜青、

马寅虎、刘云清、刘普亮、许秀强、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
ＺＬ２０１６１００７０２０５．６ 完院
张克存、安志山

２０２０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名单
Ｉ门１拿Ｔ

甘肃
年鉴

甘政发〔２０２１】１１号

２０２１
甘肃省科技功臣奖

主要完成人∶林 奇 刘 娟 姚 虹 张有明 魏太保
２．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Ｚ２—００２

甘肃农业大学 孙万仓

项目名称∶半群代数理论及其在图论中的应用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Ｔ—００１

主要完成人∶罗彦锋 张文婷 高 兴 侯海龙

项目名称∶碳离子治癌研究及大型肿瘤治疗装置研发与产

３．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Ｚ２—００３
项目名称∶金属配合物的构建及其生物构效关系的理论研究

业化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肖国青 杨建成 李 强 夏佳文 詹文龙
张 红 赵红卫 张小奇 马力祯 石 健

高大庆 毛瑞士许 哲 王 兵 苏有武
刘新国 曹 云 蒙 峻 李桂花 杨 锋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兰州科近泰基

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吴辉禄 汤 霞 苑景坤 潘国龙

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２—００４
项目名称∶我国北方果蔬主要采后病原真菌致病、产毒及诱

抗机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毕 阳 田世平 薛华丽 李博强 孟祥红

三等奖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１
项目名称；绵羊双羔性状的分子遗传机制与调控机理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１—００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贾建磊 张利平 王 静 丁 强

项目名称∶基于羰基构建与转化的含氮精细化学品合成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２

研究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石 峰 邓友全 崔新江 代兴超

项目名称；基于碳纳米管阴极的超高真空测量技术

提名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

○研究所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１—００２

主要完成人；李得天 董长昆 成永军 张虎忠 王永军

项目名称∶自驱动纳米系统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秦 勇 白 所 徐 奇 成 立 顾 陇

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３

项目名称∶几类非局部发展方程的适定性与解的渐近行为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陈鹏玉 李永祥 李宝麟 张旭萍 苟海德

二等奖

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４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可证明安全的网络和数据匿名性及隐私增强身

项目名称∶超分子体系刺激响应新机理研究及其在智能材

份管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料中的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冯 涛 郭 显 曹来成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１５

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５
项目名称∶地球下地幔主要候选矿物高压物性的理论研究

甘肃省科技进步奖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刘子江

一等奖

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Ｚ３—００６
良ａ∶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项目名称∶重要人兽共患蠕虫的基因组解析及其重要基因

的功能研究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王 帅 才学鹏 朱兴全 骆学农 郭爱疆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１
项目名称；湿陷性黄土地区高速铁路路基工程沉降控制技

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主要完成人∶李肖伦 张学伏 王在广 余 雷 许兴旺
王 涛 于基宁 王应铭 王生仁 高志伟

甘肃省技术发明奖

雷胜友 王向阳 薛增利 张华莹 张 然
主要完成单位∶兰新铁路甘青有限公司，中铁第一勘察设计

一等奖
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Ｆ１—００１
项目名称∶离子型润滑添加剂的创制及其工程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主要完成人∶周 峰 伏喜胜 蔡美荣 胡丽天 梁依经

凡明锦

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长
安大学，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２
项目名称∶多功能金属陶瓷涂层技术及产业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李文生 杨效田 何东青 冯 力 胡春莲
翟海民 朱正泽 安国升 张绍斌 成 波

二等奖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Ｆ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湿法炼锌过程伴生稀有金属钴的高值化回收应

用技术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张恩玉 金 忠 程 亮 王长征 鲁兴武

李 毅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Ｆ２—００２
项目名称∶多股流低温制冷及过程控制关键装备技术及应用

张辛健 张富邦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合金粉末有限责任

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３

项目名称∶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研发

与应用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文物局
主要完成人∶吴 健 刘 刚 鲁东明 孙志军 俞天秀
黄先锋 孙洪才 丁小胜 余生吉 刁常宇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张周卫 汪雅红 张小卫 苏斯君 朱海舟

宋利良 张伟文 赵 良 丁晓宏 乔兆福
主要完成单位∶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武汉大学

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４

三等奖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Ｆ３—００１
项目名称∶隧道与地下空间深、浅埋垂直围岩压力通用设计

计算方法
提名单位∶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童景盛 王胜利 韩秀丽 陈双庆 章伟民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Ｆ３—００２

项目名称∶轻量化高可靠性真空断路器用操作机构技术研发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张 炜 于庆瑞 裴冠辉 杨敬华 柳连有

李文孝

项目名称∶高空速、高选择性丙烯醛、丙烯酸催化剂的开发

及工业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究

中心
主要完成人∶刘肖飞 李 燕 谢 元 卜晓光 杨红强
南 洋 谷育英 全民强 景志刚 何崇慧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化工研
究中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分公司，

兰州金润宏成石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５

项目名称∶牦牛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的挖掘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赵兴绪 张 勇 张全伟 马友记 胡俊杰
４１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李开辉 张 君 王 琪 石红梅 索朗斯珠

主要完成人∶刘 青 仇 杰 毛宝宏 张亚玮 何晓春

贡继尚 阮崇美 才让周在 王雪莹

许晓英 刘小晖 邵亚雯 王玥元 黄 蕾

邱伟涛 王志强 唐中锋 张亚群 陈 亚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天祝藏族自治县畜牧技术推
广站，青海大学，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工作站，西藏农牧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学院，青海省刚察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１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１１

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６
项目名称∶甘肃典型山洪泥石流灾害多尺度风险评价与防

治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优质、多抗、耐贮运金城系列西瓜新品种选育及

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武威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孙学保 杜少平 漆永红 王玉忠 王丽慧

主要完成人∶马金珠 周自强 朱高峰 何建华 舒和平
刘兴荣 杨 芳 袁道阳 唐家凯 王爱国

白晓华 齐 识 王雄师 张 鹏 潘燕辉

潘忠林 潘 飞 张文斌 徐文强 赵光毅

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７

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
１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１２

提名单位∶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项目名称∶秦巴山区甘肃片区核桃产业发展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辽宁海华

主要完成人∶李 毅 种培芳 任志勇 苏世平 单立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瑞捷新材料有限公司，兰州纵横

汪 海 辛国 谢燕飞 周鹏飞 王 博

项目名称∶甘肃省耕地地力评价及应用

２０２１

所，凉州区种业中心

项目名称∶高端润滑油脂设计制备关键技术与工程应用

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８

年鉴

主要完成单位∶武威新金城种业有限公司，武威市农业技术
推广中心，宁夏中卫市金城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农

张典华 曹向前 赵 勤 吴新虎

甘肃

陶润天 胡 敏 徐世锋 蒋佰钰 杨 榕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

主要完成人∶王晓波 李维民 李元鸿 赵改青 李明慧

Ｎ门拿育

詹 瑾 张进德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核桃
所，甘肃省核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崔增团 顿志恒 张美兰 李小刚 郭天文
车宗贤 张仁陟 张玉霞 蔡立群 董 博

毛 涛 贾蕊鸿 何士剑 杨虎德 张东伟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耕地质量建设保护总站，兰州大学，

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

研究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
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０９
项目名称∶＂云式＂亚微米级超细粉尘高效捕集技术的研发

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主要完成人∶王 博 侯立安 杨 柳 魏 怡 蒋飞华

二等奖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１

项目名称∶大数据对卫生健康管理与服务效率提升的创新

应用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路 杰 姚进文 闫宣辰 王玉霞 陶生鑫
姚 雪 刘红亮白焕莉 李建苗 高 歆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２．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２
项目名称∶早熟抗旱节水玉米新品种金穗３号选育及示范

推广

姜云超 梁维军 张宇萌 李双英 裴斌斌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茹立东 周 毅 李晓清

主要完成人∶陆登义 柴举畔 刘 风 席旭东 刘克菊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长岭分
公司，青岛军融创新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１－０１０

姜振东 李永清 董禄信 范 荣 朱浩军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金穗种业有限公司，白银市种子站，甘

肃省农业科学院，定西市种子站

项目名称∶前瞻性出生队列的建立及孕期危险因素暴露与

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３

母儿妊娠结局关系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名称∶农业废弃物高效能源化利用技术研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１７

主要完成人∶李金平 汪建旭 郑 健 吕文军 晋小军
肖朝卿 汪海燕 王 燕 任海伟 黄娟娟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

业■ａ１

甘肃

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刘有东 成东全 蒋随强 赵得江 王 珂

心，甘肃省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技术推广总站，甘肃农业

陈兴润 马国财 潘吉祥 喻大刚田矫健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学，酒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天水市秦州区农业

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９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站

项目名称∶卡尔多炉系统综合回收有价金属技术研发及工

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４

年鉴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２０２１ 主要完成人∶李国锋 冯毓琴 张克平 杨富民 冯世杰
项目名称∶高原特色蔬菜绿色生产关键技术与应用

杨 敏 邵威平 王爱民 张忠明 杨春雪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
甘肃农业大学，天祝介实绿色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天祝

藏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永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兰州宏利蔬菜有限公司，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５
项目名称∶甘肃雨养农田苹果水分高效利用技术研究与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马 明 尹晓宁 孙文泰 刘兴禄 牛军强

董 铁 胡 霞 李建明 徐保祥 雷普雄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静宁县

果树果品研究所，秦安县果业管理局，礼县园艺站，庆阳
市西峰区果业发展中心

业化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吴克富 胡忠东 冯治兵 周俊涛 郭树东
王 玮 张晓星 贾启金 武卫国 岳瑞琪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银有色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
１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０
项目名称∶电解铝行业用高导电性电极扁钢开发及产业化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刘 鹏 唐兴昌 寇劲松 郑跃强 秦俊山
刘 燕 李振中 张志坚 刘 鑫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兰州理工大学

１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１
项目名称∶金川电镀专用镍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郑军福 陈自江 赵 重 苏兰伍 王得祥

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６
项目名称∶河西荒漠区沙地云杉引种繁育及造林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刘世增 康才周 刘有军 李银科 李得禄

项目名称∶镍基高温合金塑性成形特性与界面行为应用技

满多清 魏林源 王飞 师生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甘肃省民勤治沙综合试

验站，，临泽县小泉子治沙试验站，金塔县治沙研究试验站
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７
项目名称∶河西走廊酿酒葡萄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

与集成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郝 燕 马麒龙 白耀栋 王玉安 张 坤

朱燕芳 陈双生 陈建军 刘 芬 杨彦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林果花卉研究所，甘肃省

卢建波 冯建华 金 岩 张四增 张峰瑞

１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２

术产业化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刘德学 贾 智 苗承鹏 丁雨田 刘致远

孙光曦 南宏强 李俊琛 胡 勇 秦小琼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金川集团镍合金有限公司，

渤海装备兰州石油化工装备分公司（原兰州石油化工机
械厂），甘肃大鑫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兰州城市学院

１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３

项目名称∶氯碱化工循环产业链体系绿色安全高效关键技

术集成创新与应用

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河西综合开发局，甘肃张掖国风葡萄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武威市石羊河林业总场，武威市威龙

主要完成人；孙治忠贾小军 冯拥军 李学文 王金峰

有机葡萄种植有限公司，甘肃紫轩酒业有限公司，甘肃莫

周建华 朱睿杰 冯 臻 王程飞 肖恭鑫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０８

１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４

项目名称∶电子产品用超纯净抗电磁屏蔽奥氏体不锈钢产

项目名称；黄芪防治优势病种的药理作用及其复方产品研发

品开发
４１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刘永琦 张利英 刘东玲 苏 韫 靳晓杰
骆亚莉 颜春鲁 龚红霞 安方玉 冯彩琴

２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１
项目名称∶甘肃省２型糖尿病危险因素的系列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１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５
项目名称∶雪松松针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主要完成人∶刘 静 张 琦 田利民 刘 佳 刘菊香
安永东 权金星 王金羊 张淑兰 焦彩虹

提名单位∶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甘肃省药学学会）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人∶石晓峰 苏海翔 刘东彦 沈 薇 郭红云

２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２

马趣环 杜瑞琴 范 彬 张军民

项目名称∶高血压致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的相关机制与治

疗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名称∶杂交技术（Ｈｙｂｒｉｄ）治疗冠心病及急性心梗的集成

主要完成人∶余 静 王琼英 李宁荫 张小卫 林 欣

李秀丽 张正义 白 锋 甄玲玲 常 鹏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主要完成人∶谢定雄 丁延虹 甘义荣 李 炯 梁天香

２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３

寇宗科 王延震 谢 静 冒 锐 张云龙

项目名称∶电流动态解耦的高功率密度电机控制及其数字

牵引系统产业化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兰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兰州大学，兰州百源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１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７

主要完成人∶高锋阳 陈小强 田铭兴 姜 波 李 红

项目名称∶胃癌综合治疗方法的优化及推广应用

王小鹏 董唯光 田文君 王黎 赵峰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主要完成人；关泉林 乔 慧 袁文臻 李淑萍 姜 雷
祝秉东 邓成辉 汪晓炜 刘登瑞 赵 鹏

２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４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１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８

项目名称∶基于酒泉至湖南特高压直流的新能源大规模高

效外送关键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提名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主要完成人∶范雪峰 宋汶秦 杨德州 夏 懿 张中丹
吕金历 杨昌海 魏 勇 万小花 靳攀润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高秋明 薛 云 张功林 时培晟 陆 皓

２５．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５

项目名称∶足部及踝周皮肤软组织缺损的修复策略及创新

技术
邓晓文 李旭升 王 飞 李闯兵 李文波

项目名称∶制造物联网及大数据驱动的ＨＭＳ感知、动态调度

１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９

策略及优化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项目名称；肝癌影像诊断多模态评价体系研究及临床应用

主要完成人；赵付青 何继爱 唐建新 张建林 霍明明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雷军强 郭顺林 黎金葵 翟亚楠 许永生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

王寅中 刘登瑞 杨克虎 王莉莉 刘海峰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２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０
项目名称∶甘肃鼠疫疫源地空间结构变化对鼠疫流行影响

研究及防控新技术建立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席进孝 王鼎盛 郭丽民 徐大琴 格鹏飞
何爱伟 盖永志 张 宏 王世明 吴 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
１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１６

创新研究

。
，

术有限公司
２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６

项目名称∶基于物联网的区域环境污染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马宏锋 李 颖 李宇红 马忠彧 魏建升
妙旭华 邢敬宏 樊小龙 郭 宁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工业学院，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
究院，兰州鸿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赛得利电子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１９

２７．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７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名称∶多维度交通运维可视化智能监测关键技术研究

主要完成人∶董建华 王雪浪 黄雪峰 朱彦鹏 田文通

与系统应用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党建武 王阳萍 杨景玉 王 松 金 静
杨艳春 雍玖 岳 彪 王文润 李吉元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上海朗嘉交通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兰州博才科技有限公司，兰州宇信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马天忠 张丰川 秋仁东 文 哲 杨校辉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建投天水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山西金宝岛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甘肃省地震局，甘

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３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３
项目名称∶基于室内空气污染物控制的绿色建筑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２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８

提名单位∶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光催化环境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的开发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冯力强 张孝斌 牛昌林 马云龙 万年青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吴星蓉 辛钰林 潘存瑞 李 岩 郭 恒

主要完成人∶安兴才 张鹏云 罗志河 韩立娟 陈作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

刘 刚 王应平 付 燕 姚万龙 贾玲萍

建投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甘肃第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自然能源研究所，甘肃省膜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甘肃人合机电节

能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２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２９
项目名称∶改性填料与ＭＦＣ协同强化生物滞留系统脱氮和

处理抗生素污水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生态环境厅

主要完成人∶王亚军 胡晓明 齐明亮 温 飞 刘全靓

晋王强 王进喜 王兆峰 王昭阳 朱瑞佳

司，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甘肃建总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
３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４
项目名称；酒泉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基地特高压交直流送端

电网调峰关键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主要完成人∶马彦宏 赵 龙 陈 钊 周 强 王昊昊
鲁宗相 高鹏飞 钱敏慧 王定美 刘文颖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

有限公司，南瑞集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究院，东南大学，兰州大学，兰州文理学院，庆阳海绵城市

国家电网公司西南分部，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甘

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肃分公司

３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０

３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５

项目名称∶干旱对黄河上游关键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影响
机制及监测预警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主要完成人∶岳 平 孟宪红 张 良 张 强 李照国

项目名称∶藜麦种质创新与系列新品种选育及产业化应用

王 莺 王芝兰 王素萍于海鹏 杨金虎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杨发荣 黄 杰 魏玉明 王 耀 赵 婧

金 茜 赵保堂 刘文瑜 胡福平 吕 玮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中国科学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兰州区域气候中心，兰州资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甘肃农业大学，甘肃

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３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１

纯洁高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甘肃同德农业集团有限责

项目名称∶白龙江流域地质灾害早期识别、监测预警关键技

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术与应用

任公司，内蒙古益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永昌县养生三宝
３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６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抗病、抗盐、高产向日葵品种选育与应用

主要完成人∶孟兴民 陈 冠 张 毅 岳东霞 马金辉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曾润强 李亚军 郭 鹏 赵 岩 庆丰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３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２

项目名称∶湿陷性黄土地基灾变控制关键性技术与工程应用
４２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主要完成人∶贾秀苹 卯旭辉 梁根生 刘 风 章文江

刘润萍 王兴珍 王 莹 张文贞 赵光毅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民勤县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民勤县瑞丰源种业有限公司，甘肃农垦良

种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九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７
项目名称∶中晚熟玉米新品种选育及种子质量提升关键技

术示范与推广
提名单位∶酒泉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潘艳花 薛治军 曹立国 蒋 宏 孔 融
夏尚有 胡 靖 杨光东 杨燕东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凯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甘肃酒玉
种业有限公司，酒泉市肃州区洛赫种子研究所，酒泉富民

裕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专业合作社
３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８
项目名称∶黄河上游重要渔业资源养护关键技术创新及

４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２

项目名称；石羊河流域节水灌溉标准化技术体系规程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金彦兆 丁 林 王以兵 邓建伟 佟 玲
李思恩 李 斌 董平国 马雁萍 孟彤彤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武
威市水务局，甘肃省水利厅石羊河流域水资源局
４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３

项目名称∶膜下滴灌与微润灌溉条件下作物节水机理与灌

溉模式研究

Ｉ门案建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宋淑珍 石 岩 唐瑞萍 石 磊 董平国
张丽霞 张 芮 王增丽 何玉琴 张月珍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王 太 焦文龙 张艳萍 娄忠玉 杜岩岩
杨濯羽 秦 懿 杨顺文 苏子郡 史小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产研究所

３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３９
项目名称；基于ＭＤＣＫ细胞基质禽流感疫苗的研究与应用

主要完成单位∶武威市水利技术综合服务中心，甘肃省农业
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武威大禹节水有
限责任公司，武威市水务局
４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４
项目名称∶基于ＧＰＵ／ＣＰＵ高性能平台的逆时偏移成像系

统及油气勘探实践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马忠仁 马晓霞 田晓静 李 铀 刘振斌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王家敏 乔自林 杨 迪 李向茸 令世鑫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吉林冠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兰州百灵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王小卫 刘文卿 冯超敏 苏 勤 廖建波
胡书华 徐兴荣 龙礼文 刘树仁 张 涛

４０．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０
项目名称∶肉用美利奴新类群选育及其产业化开发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李发弟 乐祥鹏 赵咏中 李万宏 梁育林
李锋红 王维民 李熙成 马友记 张小雪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天祝藏族自治县畜牧技术推广

站，甘肃兰天同和农业有限公司，甘肃农业大学，武威市

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天祝藏族自治县打柴沟镇畜牧兽

医站

西北分院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西北分院
４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５

项目名称∶胡麻田杂草安全高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胡冠芳 牛树君 赵 峰 王玉灵 贾海滨
李爱荣 叶春雷 张 炜 许维诚 岳德成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乌兰察

布市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张家口市农业科学院，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榆

４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１
项目名称∶藏羊种质资源评价及提质增效综合配套技术创

新与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刘建斌 王宏博 包鹏甲 梁春年 袁 超

熊 琳 吴晓云 丁考仁青 扎西卓玛

南青卓玛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
南藏族自治州畜牧科学研究所，海西州农牧业技术推广
服务中心，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畜牧工作站

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平凉市农业科学院

４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６
项目名称；药肥减施增效木霉生物菌肥研发及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徐秉良 张树武 薛应钰 刘 佳 梁巧兰
靳小刚 梁志福 梁旭东 张文辉 刘克荣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静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武威
金苹果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欣海天然绿色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陇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两当县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专利与科技奖励｜ ４２１

４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７

５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５３

项目名称∶甘肃中东部小麦抗旱耐寒栽培机制及技术集成

项目名称∶陇东致密油多层系立体式钻井勘探技术

示范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总工会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侯慧芝 党 翼 张 健 续创业 张国平
赵 刚 张文伟 高应平 孙学胜 田 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定西市

主要完成人∶李雪岗 张建卿 薛让平 倪华峰 石仲元
李录科 杨 光 谭学斌 薛然明 程华林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公司长庆钻井

总公司

农业科学研究院，平凉市农业科学院，庆阳市农业科学研

５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５４

究院，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定西市安定区农业技术

项目名称∶南瓜籽深加工工艺改进升级及精深加工产品研发

推广服务中心，灵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提名单位∶庆阳市科学技术局

４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８
项目名称∶祁连山野生珍稀食用菌荷叶离褶伞驯化和生产

技术创新与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马建仁黄浩钰 贾鹏辉 刘建峰 刘万年
徐 博 刘东 袁 锟 杨 千 苟小平
主要完成单位∶庆阳中庆农产品有限公司，庆阳市种子管理

站，陇东学院，庆阳市质量检测检验研究院

主要完成人∶魏生龙 席亚丽 梁倩倩 宋利茹 周会明

于海萍 冯九海 王小明 高慧娟 王治江

三等奖

主要完成单位∶河西学院

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１

４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４９

项目名称∶牦牛高效繁殖及绿色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项目名称∶西秦岭金矿的成矿与找矿研究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郭 宪 裴 杰 吴晓云 马忠涛 裴成芳

提名单位∶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主要完成人∶张 翔 黄万堂 戴 霜 柳永刚 孙新春

刘建宏 赵彦庆 贾志磊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５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５０

柴绍芳 包鹏甲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甘
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工作站，天祝藏族自治县畜牧技术推

项目名称∶胃癌分子标志物筛选及诊疗新策略研究

广站，酒泉市畜牧兽医总站
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２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项目名称∶兰州高原夏菜肥水耦合一体化技术集成研究及

主要完成人∶李玉民 黄晓俊 焦作义 张军强 张德奎

赵 阳 陈 昊 刘 涛 刘小康 王芙蓉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５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５１
项目名称∶节能型系列汽油机油复合剂自主技术开发与工

业化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润滑油研究

开发中心
主要完成人；汪利平 金理力 雷爱莲 张 坡 徐进宝

曹国超 李 静 王巧玲 钟 山 徐瑞峰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兰州润滑油

研究开发中心
５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２－０５２
项目名称∶智能化钢管测量标识系统

示范推广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孙振荣 王兴田 薛 莲 王海鹏 郭小俊

王 平 杨春雪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榆中县蔬菜

产业发展中心，永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渭源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
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３
项目名称∶旱地农田水分变化特征及适水种植技术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樊廷录 李尚中 赵 刚 王 磊 程万莉

王淑英 张建军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旱地农业研究所，甘肃洮河

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甘肃农业大学，镇原县种子管理站

提名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４

主要完成人∶解 庆 毕群泗 车继勇 李秀全 张永红

项目名称∶甘肃省马铃薯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

张 铠 赵 伟 雷昊天 付晓颖 郭妍琼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主要完成人∶赵贵宾 李 星 李继平 边彩燕 何正奎

郑 果 武永陶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定西市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５
项目名称∶甘肃省盐渍化土壤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郭全恩 曹诗瑜 车宗贤 南丽丽 展宗冰

王 卓 王乐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

究所，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瓮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部

环保有限公司
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６
项目名称∶一种广谱微生物杀菌剂制备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王治业、杨 晖 周剑平 祝 英 王沛雅

郭增祥 彭轶楠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甘肃自然能源研
究所，甘肃岷县当归研究院

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７
项目名称∶黄土塬区致密油地震处理解释关键技术及规模

应用

１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０
项目名称∶高扬程灌区水盐运移监测与盐碱地可持续利用

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主要完成人∶徐存东 何玉琛 康德奎 侯慧敏 华尔天
门实

陈 芳 王 喆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管理局，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１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１
项目名称∶设施辣椒新品种选育与示范推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梁更生 尹艳兰 程凤林 王丽君 高辰发

张忠平 唐瑞永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武山县经济作物工
作站，甘谷县蔬菜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１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２

项目名称∶陇南山区大黄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集成推广及

产业开发
提名单位∶陇南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晓蓉 独 瑜 陈 垣 李城德 牟 恒

潘水站 晋小军
主要完成单位∶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礼县农业技术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西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李 斐 窦玉坛 边冬辉 周齐刚 许建权

汪清辉 张猛刚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西北分院

推广中心，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畜草与绿色农业研究所

１３．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３
项目名称∶荒漠药用植物黑果枸杞种群恢复关键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郭有燕 余宏远 张亚娟 孔东升 刘宏军

赵晶忠 张喜峰

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８

主要完成单位∶河西学院

项目名称∶柴北缘古隆起区天然气规模聚集规律研究与勘

１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４
项目名称∶祁连山土壤涵养水源功能监测与关键技术应用

探实践
提名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西北分院
主要完成人；袁剑英 王建功 马 峰 白亚东 杨 巍

李红哲 张小军

提名单位∶张掖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金 铭 牛 赟 刘贤德 敬文茂 王顺利

马剑 张义鹏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淮阴师范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西北分院

１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５

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０９

项目名称∶基于强磁场环境的铜电解优化过程的研究与工

项目名称∶庄浪河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及水资源价值研究

学院，河西学院，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业化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水利厅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吴 晓 徐 文 王世钧 程修文 朱晓涛
梁 洁 陈登农

主要完成人∶王军辉 姚夏妍 牛永胜 关甫江 鲁兴武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水文水资源局，甘肃省兰州水文水资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矿冶研究

源勘测局，兰州大学

庞振业 焦晓斌
院，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２３

１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６
项目名称；湿法炼锌高硅超细锌精矿生产工艺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白银市科学技术局

应用
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赵磊华 辛 春 王志华 王军庭 王元科

张 军

主要完成人∶王 昕 曾潮琳 韩小军 王新文 高建红

李俞良 黄兴民
主要完成单位；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矿冶研究

甘肃 １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７
年鉴 项目名称∶废旧印刷电路板资源化处理关键技术开发与
２０２１ 应用
院，甘肃厂坝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成州锌冶炼厂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陈 正 郭键柄 张 琪 杨冬伟 卢 超

黄 文 丁志广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节能
（汕头）再生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１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８

项目名称∶金川钴产业分析方法研究及检测技术升级

主要完成单位；嘉峪关大友嘉能化工有限公司

２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３
项目名称∶药品微生物限度检查方法建立及方法适用性
提名单位∶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甘肃省药学学会）

主要完成人∶滕宝霞 杨平荣 牟建平 杜海娟 顾海燕

何晓英 朱 玲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２４．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４
项目名称∶大气污染和气象因素对传染病的交互影响及其

天气诱因研究
提名单位∶兰州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王金玉 李 盛 李 普 冯亚莉 李守禹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罗 斌 牛静萍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曹笃盟 朱国忠 徐艳燕 胡家彦 邱 平

２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５

张科翠 马 群
主要完成单位∶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综合介入技术在结直肠癌复发转移治疗中的应

用研究

１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１９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名称∶电解铝用长寿命打壳锤头开发与应用

主要完成人∶柴文晓 高学明 刘 凯 曹万弘 戴福宏

刘 琳 孙利国

提名单位∶甘肃省金属学会
主要完成人∶刘国平 王 宁 丁 凯 何成善 叶红刚
祝建伟 梁金鹏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定西市人民医院，平凉市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６

２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０

项目名称∶前列地尔对感染性休克微循环及重要脏器功能

项目名称∶稀土对感应重熔镍基涂层界面和摩擦性能的作

用机理研究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机械工程学会

第二人民医院

的影响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刘丽平 朱 磊 邓园园 帅佃奎 尹 超

李 斌 刘健

主要完成人；张振宇 梁补女 陈百明 国洪建 周晶晶

龚成功 胡春霞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工业学院，甘肃拓补分布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兰州国润冶金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１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２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７
项目名称∶新型天然肿瘤放射增敏剂筛选体系的建立和

应用

项目名称∶高精度数控悬臂成型机研发

提名单位∶甘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甘肃省药学学会）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刘 阳 邴志桐 李 强 张秋宁张录卫

主要完成人；王东明 吕毓军 陈 鸿 周 晶 王永利

岳金成 平 伟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制管

装备自动化及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２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２
项目名称∶全煤焦油炉法生产高结构炭黑新技术研发与
４２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金晓东 原凌燕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２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８

项目名称∶便携式电子可视气管插管装置及产业化技术研发
提名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Ｏ医院

主要完成人∶徐越斌 韦 哲 王玉珍 王能才 曹 彤

赵正军 李宗仁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Ｏ医院

张 欢 蔡丽娜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

２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２９

３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５

项目名称∶ＤＮＡ损伤修复相关基因和蛋白在肿瘤发生及治

项目名称∶基于物联网的生态植被恢复引种数量化决策信

疗中的应用研究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主要完成人；赵 晋 郭 忠 寇 炜 黄双盛 王 强

主要完成人∶魏霖静 章 乐 朱志斌 杨小平 董文科

司天斌 宋 雷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甘肃

周 慧孙吉雄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海丰信息科技有限公

省肿瘤医院
３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０

项目名称∶脑小血管病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与ＴＬＲ４信号相

关机制的实验研究

司，兰州宜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甘肃昊成同创信息科技

项目名称∶甘肃省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数字化覆盖工程

主要完成人；张 毅 董 通 张 朗 马娅琼 韦 佳

主要完成人∶吕环勤 袁明珠 徐 冰 韩瑞祥 马 斌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董旭民 陈定安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３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１

３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７

项目名称∶甲胎蛋白在肝细胞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及

项目名称∶青藏高原东北缘地震重点危险区构造地球化学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流动监测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地震局

主要完成人∶杨晓军 张 敏 赵国胜 高 鹏 司若湟

主要完成人∶苏鹤军 张 慧 李晨桦 周慧玲 王岩鸿

马炳强 蒋泽斌

伍剑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人民医院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３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２

３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８

项目名称∶基于可时移农业负荷的分布式电源就地消纳技

项目名称∶县级自然灾害综合预警与应急决策技术及在舟

术研究与示范

曲县的应用

提名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提名单位∶甘肃省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王维洲 马志程 井天军 何 欣 蔺相荣

主要完成人∶祁 元 王得楷 赵洪涛 张连科 张金龙

杨 勇 杨建华
主要完成单位∶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３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３
项目名称∶ＬＮＡ—４０ ５／Ｔ１２５０—３１ ５户内交流六氟化硫

断路器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周自强 马伊明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科学院地质自然灾害防治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甘肃展拓信息工程

有限公司，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９
项目名称∶面向动态位置服务的智慧气象预报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

主要完成人；贾宏兴 王振军 曹文斌 杨敬华 王志宏

提名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甘肃长城电

主要完成人∶刘新伟 刘维成 杨晓军 孔祥伟 王小勇

工电器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３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４

项目名称∶铜镍金属氧化物异质结纳米结构气体传感器设

计与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２１

有限公司
提名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局

临床研究

甘肃
年鉴

３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３６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吴瑞鹏 谷 成

。，
Ｔ１拿

段海霞 黄玉霞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中心气象台，甘肃省气象服务中心，宁

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台
４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０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项目名称∶废旧沥青路面材料循环利用成套技术及示范应用

主要完成人∶李海蓉 王 鹏 刘贵鹏 赵桂娟 杨建红

提名单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２５

主要完成人∶李晓民 何兆益 李俊升 樊 江 陈宏斌

杨小森 李 波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交通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省公路局

４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１
ＩＲ德！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６

项目名称∶老油田水驱提高采收率关键技术研究
提名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刘战君 郑联勇 彭晓勇 卢望红 桑国强
李 景 王小军

项目名称∶波形钢腹板组合结构桥梁的力学性能试验分析

＿与应用
甘肃 提名单位∶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年鉴 主要完成人∶刘世忠 马 驰 武维宏 冀 伟 董长军
２０２１
李丽园 史爱红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交通大学，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２
项目名称∶新型桩在湿陷性黄土兼地震区及复杂地基中应

用试验及技术标准研究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

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４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７
项目名称∶马铃薯主食化品种筛选及加工关键技术创新与

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李 梅 李守强 孙红男 田世龙 木泰华

葛 霞 程建新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贮藏加工研究所，

提名单位∶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甘肃薯香园农业科

主要完成人∶陈天镭 刘 钟 王兆辉 张 义 鲁海涛

技有限公司，甘肃天润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牛梦实 蔡明喜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冶建
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

４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８
项目名称∶玉米全膜双垄沟播全程机械化生产关键技术集

成与示范推广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４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３
项目名称∶复杂地质条件地球物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提名单位∶玉门石油管理局
主要完成人∶范铭涛 沈全意 章多荣 令狐松 吴 辉

曾利刚 蒋永祥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

公司，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中

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
４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４
项目名称∶甘肃崖湾—大桥地区金锑矿整装勘查区专项填

图与技术应用示范
提名单位∶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主要完成人∶何进忠 吴保祥 柳生祥 刘 涛 张祥年
雷祥军 牛卯胜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地质调查院，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
油气资源研究中心），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

质矿产勘查院

主要完成人∶石林雄 刘鹏霞 刘风军 张 鹏 戴 飞

安 宁 孟养荣
主要完成单位∶酒泉市铸陇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

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兰州农源农机有限公司，甘肃

农业大学
４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９
项目名称∶抗旱耐密玉米种质创制及育种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彭云玲 王 芳 张红伟 许会军 赵晋锋

慕 平 王威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种业有限公司，中国农业

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山西省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所
５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０
项目名称∶专用型蚕豆新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集成与应用
提名单位∶临夏回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郭延平 邵 扬 杨生华 李 龙 范桃会

张 芸 李强
主要完成单位∶临夏回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４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４５

５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１

项目名称∶强磁选机聚磁介质开发

项目名称；优质高产广适啤酒大麦新品种甘啤６号选育及推广

提名单位∶嘉峪关市科学技术局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主要完成人∶张志刚 王明华 张红军 刘险峰 权芳民

主要完成人∶潘永东 包奇军 徐银萍 张华瑜 柳小宁

雷鹏飞 王建平
４２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火克仓 王 方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与啤酒原料研究
所（甘肃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甘肃农业大学，永昌县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丹县现代农业试验示范中心
５２．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２
项目名称∶优质专用型定薯系列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及产业

化应用

提名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主要完成人∶严作廷 王东升 张世栋 武小虎 荔 霞

苗小楼 王胜义
主要完成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北
京中农劲腾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８

提名单位∶定西市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李德明 李城德 王 娟 罗 磊 姚彦红

潘晓春 李亚杰
主要完成单位；定西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甘肃省农业技术推

项目名称∶优质牧草高效育肥肉牛关键技术

提名单位∶兰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王虎成 王维中 张 霞 马佩玲 安继忠

张维汉 张俊锋

５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３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大学，定西市畜牧技术推广站，定西甲
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渭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５９．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９

项目名称∶麦积区规模化生态放养土鸡生产ＨＡＣＣＰ体系的

项目名称∶黄芪高效育苗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广总站，甘肃定西百泉马铃薯有限公司，定西市禾丰农作

物种业中心
建立与示范推广

主要完成人；赵 瑛 蔡子平 罗俊杰 张运晖 张敏敏

主要完成人∶雒林通 余成蛟 王廷璞 雒家其 赵 阳
李小珍 卢彦云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礼县春

主要完成单位；天水师范学院，天水市麦积区畜牧兽医事务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
６０．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０

５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４

项目名称∶肉羊育肥中草药添加剂的研发与推广示范

项目名称∶坡缕石基复合高分子吸水保水缓释肥料研究及

推广应用
提名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主要完成人∶刘瑞生 王 珂 薛春胜 徐建峰 豆思远

主要完成人∶乌 兰 柳明珠 吴 尚 谢丽华 苑沛霖

王兴刚 李锦龙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环县畜牧技术推广

主要完成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中心，平凉市崆峒区畜牧技术服务中心，华池县畜牧兽

６１．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１

医站

２０２１

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农业科学院中药材研究所，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张新报 唐 豪

甘肃
年鉴

提名单位∶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提名单位；天水市科学技术局

服务中心，天水桃花苑土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

项目名称∶消定膏对骨折愈合相关信号通路影响的实验研

５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５

项目名称∶高寒牧区娟姗牛杂交改良甘南牦牛试验研究及

应用

究及临床应用
提名单位∶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要完成人∶董万涛 宋 敏 张 洁 张兆芳 陈秉雄

提名单位∶甘南藏族自治州科学技术局

主要完成人；郭淑珍 马登录 包永清 王立斌 马忠涛

李红梅 张潭瑛
主要完成单位；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工作站，甘肃农业大

学，夏河县畜牧工作站，合作市畜牧工作站

刘保健 李元贞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

６２．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２
项目名称∶甘肃省Ｔｈｒｉ—ＰＳＣ装配式钢结构住宅体系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

５６．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６

提名单位∶甘肃省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陇东绒山羊优质高产新品群选育与产业化示范

主要完成人；马张永 郭 震 严永红 满吉昌 肖 军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主要完成人∶王继卿 刘 秀 李少斌 罗玉柱 谢文章

胡 江 苟占发

陈绍娟 李福顺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建投钢结构有限公司，甘肃第四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建投住宅产业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农业大学，环县畜牧技术推广中心

６３．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３

５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５７
项目名称∶奶牛主要普通病防治新制剂的研制与应用

项目名称；气候变化背景下甘肃省典型区生态环境监测评

估技术研究及应用

专利与科技奖励４２７

提名单位∶甘肃省气象局
主要完成人∶韩 涛 蒋友严 王大为 杜文涛 李丽丽

方 锋 陈记祖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区域气候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武威市气象局
６４．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４
项目名称∶沼液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创新与示范

甘肃 提名单位∶张掖市科学技术局

年鉴 主要完成人∶陈年来 方三叶 陈思瑾 魏玉珍 李金霞
２０２１
孙小妹 李翊华
主要完成单位∶甘肃方正节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甘肃农业

大学，河西学院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二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铁
二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

二十一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６６．获奖编号∶ 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６
项目名称∶大厚度黄土湿陷性测试、评价及工程处治新技术
提名单位∶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武小鹏 张延杰 李 奋 刘贺业 夏 琼

周有禄 韩高孝
主要完成单位；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兰州交通

大学
６７．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７

项目名称∶混合结构视频网格服务能力与系统稳定性研究

６５．获奖编号∶２０２０—Ｊ３—０６５

提名单位∶甘肃省教育厅

项目名称∶大跨度钢筋混凝土转体梁桥建造关键技术

主要完成人∶赵 宏 马栋林 包广斌 陈冬梅 党 育

提名单位∶甘肃省总工会

高玮军 陈佩华
主要完成单位∶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北科维拓科技股份有限

主要完成人∶胥俊德 庄纪栋 仲维玲 冯建军 李启成

律百军 杜 越

４２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公司

附 录

Ｔ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地方立法
甘肃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４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修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３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

规定执行。
第三条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遵循依法管理、高效便民

的原则，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

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作，适应经济社会和道路交通发展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

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划并组织实施；加大道路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组

条例。

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
织全社会参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

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

全工作协调机制，组织自然资源、交通运输、住建部门编
制城市交通专项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对涉及道

条 例。
法律、行政法规对道路交通安全已有规定的，依照其

路交通的城市建设项目应当组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

附 录 ４２９

单位进行道路交通影响分析和论证，解决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重特大交通事故、

道路阻断等公共安全事件的处置，纳入应急管理体系。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本辖区单位

２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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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应用现代

年鉴 信息技术，推广、使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构建智能化、人
性化、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保障交通安全，发挥交通
２０２１ 基础设施效能，提升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

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加强道路交

通安全宣传，普及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免费发布道路交通
安全公益广告，及时发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的道

路交通管理措施和可能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有关信息。
第十八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
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交通安全制度，教育本单位人员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聘用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

驾驶证和身份证件登记，自觉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的监督检查。
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义务，服从公

第九条 公安、交通运输与其他负有道路交通管理工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管理。

作职责的部门应当紧密配合，提高工作协同性，建立排堵

第二章 车辆和驾驶人

保畅、信息通报、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协作机制。
第十条 发展改革、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住建等部

第十九条 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

门应当将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道路建设规划，实施

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
交通运输、住建、公安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

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

准和规范，设置和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安

全设施。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办理机动
车注册、变更、转移、抵押、注销等登记。

第二十条 准予登记的机动车应当符合机动车国家安

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公安、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利用

全技术标准。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应当接受对该机动车的

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提供的监管手段，实施联合

安全技术检验；但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机动车

监管。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建立营运车辆动态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实现与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的联网，并向公

安、应急管理等部门开放数据传送。

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动车型，该车型的
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获得

检验合格证的，免予安全技术检验。

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法律、行政

第十二条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法规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并根据

机构实行计量认证管理，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设备进行

车辆用途、载客载货数量、使用年限等不同情况，定期进

检定，对执行国家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

行安全技术检验。

督；及时查处非法生产、拼装车辆以及销售不符合安全技
术标准的车辆成品、配件等行为。

第十三条 农业农村部门依法对上道路行驶的拖拉

任何单位不得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

得要求机动车到指定的场所进行维修、保养。

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实施登记、检验，加强对农业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

机械驾驶人的安全教育，负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

和国家标准实施安全技术检验，不得为机动车出具虚假检

机械驾驶人考试、发证和审验等工作。

验报告。

第十四条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建立完善交通事故医疗
救治快速反应机制。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后，卫生健

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

康、交通运输部门应当保证救援渠道畅通，伤员得到及时

车行驶证。

救治。
第十五条 商务部门应当加强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

行业和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气象部门应当加强对大风、大雾、暴雨
（雪）、霜冻等灾害天气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并将可能影

响道路交通安全的天气信息及时通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和交通运输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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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

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

得故意遮挡、污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
第二十三条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
当按照规定喷涂标志图案，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其他

机动车不得喷涂、安装、使用上述车辆专用的或者与其相
类似的标志图案、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应当严格按照规

定的用途和条 件使用。
公路监督检查的专用车辆，应当依照公路法的规定，

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三）修理项目和部位；
（四）送修时间、收车人姓名。

发现有交通肇事逃逸嫌疑车辆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并配合调查。

第二十四条 教练车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悬

第三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

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教练车号牌，并有明显

并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

标志。

驶机动车。

在道路上学习驾驶的，应当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第二十五条 载货汽车应当在驾驶室两侧喷涂核定载
质量，载货汽车和挂车应当按照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粘贴车

身反光标识；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喷涂

相关标志标识。
注册登记的重型、中型货车和挂车，应当按照规定在

第三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进行驾驶培训、不得缩短培训时间或者减少培训内

容，并如实向机动车驾驶人考核发证部门提供培训记录。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学习道路交通安全法

他车辆安全通行的照明、音响以及影响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生道路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应当按照规定接受一定时间

正常运行的装置和材料。

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和教育。

机动车不得使用镜面反光遮阳膜，不得粘贴、喷涂妨
碍安全驾驶的文字、图案，不得在车内悬挂、放置妨碍安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除依法给予行政处

全驾驶的物品。

罚外，实行累积记分制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累积

第三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

第二十七条 公路营运性载客汽车、旅游客车、危险

记分达到规定分值的机动车驾驶人，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品运输车、重型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应当安装、使用

对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教育，重新考试；考试

符合国家标准的行驶记录仪，并保持行驶记录仪正常运

合格的，发还其机动车驾驶证。

辆安装的行驶记录仪应当具有卫星定位功能。

交通警察可以对行驶记录仪记录的机动车行驶速度、
连续驾驶时间等行驶状态信息进行检查。
第二十八条 校车安全管理依据国务院《校车安全管

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道路行
驶。回收的报废机动车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拆解；回收

的报废大型客、货车及其他营运车辆，应当在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解体。
第三十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对回收的报废机动

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一年内无累积记
分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延长机动车驾驶证的审验期。

第三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记录机动车
驾驶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发生道路交通
事故等信息，并通过移动通信、互联网等途径提供查询服

务，方便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查询。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告知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及时接受

处理。
交通安全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可以作为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证据。

车，应当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第三十九条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实行登

收回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并领取牌证后，方

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将注销证

可上道路行驶

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
第三十一条 承修机动车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应当
建立承修登记、查验制度，如实登记下列项目，并接受公

安机关的检查∶
（一）按照机动车行驶证项目登记送修车辆的号牌、
车型、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厂牌型号、车身颜色；

（二）车主名称或者姓名、送修人姓名、居民身份证

号码或者驾驶证号码；

２０２１

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第二十六条 禁止机动车安装和使用妨碍行人或者其

行。公路营运性载客汽车、旅游客车、危险品运输车等车

甘肃
年鉴

第三十四条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接受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或者对发

其侧面、后下部安装防撞装置。

ｈ门拿窄

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号牌、行
驶证的式样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并监制。
第四十条 申请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

记，应当提交下列证明∶
（一）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车辆来历证明；
（三）车辆出厂合格证明。
不能提供出厂合格证明的，应当提交国家强制性产品

附录｜４３１

认证合格证书。

２Ｐ车？

甘肃

年鉴

毁或者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交通设施损

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还应当提交证明本人

毁、灭失的，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应

下肢残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第四十一条 已经领取牌证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

当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修复。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前款情形，危及交通安

动轮椅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车辆所有人应当到公安机关

全，尚未设置警示标志的，应当及时采取安全措施，疏导

交通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一）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交通，并通知道路、交通设施的养护部门或者管理部门。

（二）补领号牌、行驶证的；
（三）车辆所有人的住所迁出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２０２１ 理部门管辖区域的。
第四十二条 驾驶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
道路行驶，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清晰。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号牌和行驶证不得转

借、挪用、涂改。
第三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四十三条 道路、停车场（库）和道路配套设施规

划、设计、建设，应当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要求，
并根据交通需求，由道路管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

及时调整。
第四十四条 道路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等级、交通
流量、安全状况以及交通管理的需要，按照国家技术标准
或者规范要求，在道路上设置相应的交通信号和交通安全

设施，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
高速公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业务技术用房应当与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建设、同步

交付使用，所需资金在省预算内基建资金中予以安排。

第四十八条 公共停车场（库）、公交场（站）建设
应当纳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并与城市建设和改造同

步进行。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应当根据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和港湾式停靠站台。

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建筑、商业街区、居住区、

大（中）型建筑等，应当配建、增建停车场（库），配
建、增建的停车场（库）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

不得停用或者挪作他用；停车泊位不足的，应当及时改建

或者扩建。
公共停车场（库）应当在出入方便的位置，设置残疾

人车辆专用车位，配备无障碍设施。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停车位不足的城市街区，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在道路范围内施划临

时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设置警示

标志。
因紧急情况或者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范围内确定临时停车区，或者暂停道

路停车泊位的使用。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

或者设置停车障碍。

改建和扩建道路后通行条件发生变化的，道路管理部

第五十条 客运出租车应当遵守临时停车规定，即停

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增设、调换、更新道

即走。设有客运出租车停靠站点的，应当在停靠站点停车

路交通信号和交通安全设施。增设、调换、更新限制性的

候客。

道路交通信号，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广泛进行宣传。
乡村道路、单位或者个人自建道路应当在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指导下，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交通标志、标

线等交通设施。
第四十五条 设置限速标志以及设定限速标志标明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合理

设置通勤车辆停靠站位。
第五十一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
跨越、穿越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建设单位应当事先
征得道路主管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

最高时速、最低限速，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技术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标准，满足安全、畅通的需要，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

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施工作业，并按照不
低于原有技术标准或者规划标准修复道路。需延长施工期

调整。
使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测速的路段，应当在合理间距
提前设置测速警告标志。
第四十六条 道路沿线的机动车出入口应当设置在交

通流量相对较小的路段上，并设置让行交通标志、标线。
因工程建设确需在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增设或者封

限的，应当重新申请。
第五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中断高速公路交通的，
应当征得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半幅封闭高速公

路交通、中断或者半幅封闭其他道路交通的，应当征得市

闭平面交叉口、通道、出入口的，道路管理部门进行审批

（州）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遇有交通堵塞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交通管

时，应当征求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

理部门可以要求暂时停止道路施工、作业，临时恢复

第四十七条 道路出现坍塌、坑漕、水毁、隆起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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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

第五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
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

标志。
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盲

道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第四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根据

道路条 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不得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第六十二条 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
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

第六十三条 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
货运机动车需要附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

人员的安全措施。
第六十四条 城市道路划设公交专用车道的，在规定
时间内，只允许公共汽车通行。

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

第六十五条 城市公共汽车进入站点时应当在站点一
侧依次靠边停车，暂时不能进入站点的，应当在靠站点一

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

侧机动车道内依次等候进站；驶离站点时应当单排依次按

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
第五十五条 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

城市公共汽车进出站点需要借道通行的，应当避让该

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

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
第六十六条 清扫车、洒水车、垃圾运输车等在城市

下通行。

中心区域作业时，应当避开城市道路交通流量高峰期。

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

车速。

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影响交通安全

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 件时，应当降低

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

行驶速度。

速度行驶，悬挂明显标志。在公路上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

靠路边停车时，在城市道路上应当提前三十米、公路上应

当提前一百米开启转向灯，不得急停猛拐。
第五十八条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二条 以上机动车道

的，大型载客汽车、载货汽车、摩托车、轮式自行机械车
在右侧车道行驶，其他客车在左侧车道行驶，但超越前方

车辆时除外。
第五十九条 车辆进出道路，应当减速或者停车瞭

的物品，并应当依照公路法的规定执行。

机动车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按指定的时

间、路线、速度行驶，悬挂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安全

措施。
第六十八条 客运站场应当按照规定对进站公路客运
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不准超载和不符合安全技术条 件的公

路客运车辆驶出站场。

望，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在允许

货运站场应当按照规定对车辆配载，不准超限超载的

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路段，机动车进出时不

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

货运机动车驶出站场。
第六十九条 道路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在高速公路入口

第六十条 车辆变更车道不得影响其他车辆、行人正
常通行，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和国道、省道设置车辆载重检测设备，对载货汽车进行超
限超载检测。超限超载车辆不得驶入高速公路。

（一）让车道内行驶的车辆或者行人先行；

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应当

（二）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二条 以上机动车道；

相互配合，加强对货运机动车生产、改装和重点货运源头

（三）从左右两侧车道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右侧车道

单位货物装载工作的监管，对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车辆按

的车辆让左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第六十一条 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
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过；通

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指
挥的交叉路口时，应当减速慢行，并让行人和优先通行的

车辆先行。
长途客运车辆不得在城市道路上缓行揽客，妨碍行人
和车辆正常通行；不得在高速公路上停车上下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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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
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
洒、飘散载运物。

夜间行驶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及遇有

第五十七条 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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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行驶。

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

。，
Ｉ门１拿Ｔ

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处罚。
第七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临时停车，应当遵

守下列规定∶
（一）在交通标志、标线规定的道路停车泊位内，按
顺行方向依次停放，车身不得超出停车泊位；
（二）借道进出道路停车泊位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

或者行人正常通行。
在夜间无路灯照明或者在风、雪、雨、雾、沙尘等低

附录｜４３３

能见度气象条件下，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临时停车的，
还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示廓灯和后位灯。

第七十一条 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人

应当让行∶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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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经人行横道；
（二）通过未设交通信号灯的路口；

在停靠站或者指定地点依次候车，待车停稳后上下车。
第七十八条 乘车人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

装置，殴打、拉拽驾驶员或者有其他妨害安全驾驶的

行为。
第七十九条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

（三）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

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

（四）遇公共汽车驶入或者驶出公共汽车站点。

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

第七十二条 机动车试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横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道路，应当

（一）按照规定悬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试
２０２１ 车号牌；

（二）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时间、路线

进行；

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第八十条 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进入高速公路或者其他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

（二）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

（三）由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一年以上的驾驶人驾驶；

（三）在车行道内坐卧、停留、嬉闹；

（四）不得搭乘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五）不得在道路上进行制动测试。

（四）在车行道上发放广告、兜售物品；
（五）在车行道上赶骑牲畜；

第七十三条 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

（六）扒车、追车、强行拦车、抛物击车；

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

（七）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

戴安全头盔。摩托车后座不得乘坐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

（八）实施其他妨碍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

人，轻便摩托车不得载人。

第七十四条 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

第五章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铰接式客车、全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

第八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道路交通事

千米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限速标志标

故应急处置预案，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当按照事

明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一百二十千米。

故响应等级及时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第七十五条 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
路上，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二）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遇有放行

信号时，让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行人先行；
（三）不得在机动车辆之间穿插通行；
（四）不得在车行道上停车滞留；

（五）与相邻行驶的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在与行
人混行的道路上避让行人；
（六）设有转向灯的，应当保持转向灯良好，掉头、

转弯前开启转向灯；没有转向灯的，掉头、转弯时，应当

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示意；
（（七）人力客运三轮车按照核定的人数载人，人力货

运三轮车不得载人。

第八十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交通事故报

警后，应当立即派交通警察赶赴现场，先组织抢救受伤人

员，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
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

妥善保管，以备核查。
对当事人的生理、精神状况等专业性较强的检验，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委托专门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

论应当由鉴定人签名。
第八十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或者危险品运输事故报警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

措施，并通过本级公安机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第八十四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

当事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报警等候处理；未造成

第七十六条 十二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驾驶自行

人员伤亡且当事人可以自行移动车辆的，应当在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对现场拍照或者标划车辆位置后，将车辆移至

车，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但均

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自行协商处理或者报警等候处

不得搭载人员。

理。涉及保险理赔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

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

第八十五条 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可以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搭载学龄前儿童的，应当使用安全

通过快速理赔平台、填写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协议书，

座椅。
第七十七条 乘车人乘坐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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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另行书面记录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对方当事人的
姓名和联系方式、车辆号牌、机动车驾驶证号、保险凭证

号、碰撞部位等内容，由当事人签字确认，作为保险理赔

和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利用道路交通监控设备对交通
事故现场进行抓拍的视频和照片，或者当事人自行拍摄的
交通事故现场照片，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证据。

自行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
人利用虚假身份或者虚假信息填写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协议书，导致无法获得赔偿而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

案的，应当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照片、协议等证据。
适用快速理赔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履行

赔付义务。
第八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直接申

请保险公司理赔∶

百分之五十的赔偿责任；
（四）机动车一方负同等责任的，承担百分之五十至

百分之七十的赔偿责任；
（五）机动车一方负主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七十至
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

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

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

赔偿责任。
标准计算，其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按被扶养人经常居住地所

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标准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

（一）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
（二）报案后不及时抢救伤者或者保护现场，逃离事

故现场后又返回的；
（三）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未报案或者未留下真实联

系信息离开的；

第九十二条 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的，身

份按照城镇居民认定。赔偿费用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提存保管，待死亡人员身份确定后转交赔偿
权利人。赔偿权利人可以按本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追偿

死亡人员被扶养人的生活费。
第九十三条 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

（四）在接受调查期间逃匿的；

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五）其他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的。

门的书面通知后，应当及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机动车驾驶人肇事后逃逸，事故现场目击人员和其他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支付或者垫付。

知情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交通警察举
报。举报属实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九十四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抢救受伤人员
需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由公安机关

第八十八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或者

交通管理部门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按

在道路上散落物品，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当事人应

照有关规定及时垫付。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

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清除障碍。当事
人无法及时清除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清障单

事故责任人追偿。

位清除，清障费用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

认定书时，应当告知当事人就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可以

支付。

第八十九条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

第九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送达交通事故

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以请求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

保险责任限额的部分，非机动车、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

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自愿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解协议诉前

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
人有过错的，机动车一方按照以下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司法确认。

（一）在禁止非机动车、行人通行的道路上发生交通
事故，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五的赔偿

责任；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应
当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机制。

第九十六条 因调查交通事故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

（二）在本条 第一项规定以外的道路上发生交通事

理部门可以依法向有关单位、个人调取汽车行驶记录仪、

故，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

卫星装置、技术监控设备的记录资料以及其他与事故有关

责任；

的证据材料。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不得伪造、

（三）机动车一方负次要责任的，承担百分之四十至

２０２１

偿金、死亡赔偿金按本省城镇居民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仅造成自身车辆损失的单方交通事故；
（三）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

的，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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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条 对因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残疾赔

（一）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

第八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肇事后有下列情形之一

，

隐匿、毁灭。

附录｜４３５

第六章 执法监督
第九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公开办事制度和程序，简化办事手续，提升交管服务
２春

甘肃

（三）不按规定载人载物的；

（四）不在规定地点停车或者停车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的；

信息化、便利化水平，确保执法公正、规范、文明、

（五）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

高效。

（六）驾驶人不符合驾驶资格的；

第九十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

年鉴 者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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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按规定驾驶的；

政执法责任制，防止和纠正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中的错误或

（七）自行车、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
（八）驾驶未依法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九）醉酒驾驶非机动车、驾驭畜力车的。

第九十九条 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按照规定着
装，佩戴人民警察标志，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

整，举止端庄，指挥规范。
第一百条 任何单位不得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

第一百零七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五十元罚款∶
（一）不系安全带的；

（二）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款指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得以

（三）驾驶摩托车不按规定载人的；

罚款数额作为考核交通警察的标准。

（四）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第一百零一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罚款
的行政处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

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
第一百零二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
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接受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

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应当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及其交通警察执行法律、法规和遵守纪律的情况依法进行

监督。

（五）不避让正在作业的道路养护车、工程作业车的。
第一百零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

一百元罚款∶∶
（一）驾驶机动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保险

标志、检验合格标志的；
（二）驾驶证丢失、损毁期间驾驶机动车的；
（三）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车把上悬挂物品的；
（四）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

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下级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第一百零三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

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
交通警察不严格执法以及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

收到检举、控告的机关，应当依据职责及时查处。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

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的，

应当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 例的行
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和本条例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拘留等行政处罚；其中给予罚款处罚的，按

照本条 例规定的具体标准执行。
第一百零五条 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警告后拒不改正的，处二十元罚款。
第一百零六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三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规定通行的；
４３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碍驾驶视线的物品的；
（五）实习期内未粘贴或者悬挂实习标志的；

（六）未按规定鸣喇叭示意或者使用灯光的；

（七）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未低速通过的；
（八）在单位院内、居民居住区内不低速行驶或者不

避让行人的；
（九）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
（十）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
者驾驶人虽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的；

（十一）驾驶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
核定人数不足百分之二十的；
（十二）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的；
（十三）未按规定将故障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停放的；
（十四）未使用专用清障车拖曳转向或者照明、信号

装置失效的机动车的；
（十五）行经渡口，不按指挥依次待渡或者上下渡船

不低速行驶的；
（十六）在夜间或者在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以
及遇有沙尘、冰雹、雨、雪、雾、结冰等气象条件时，未

按规定降低行驶速度的；
（十七）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附载作业人员的；

（十八）拖拉机载人或者牵引多辆挂车的。
第一百零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罚款∶

（一）违反分道行驶规定或者逆向行驶的；
（二）不按规定倒车、会车、超车、掉头、让行的；
（三）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或者不服从交通警察

指挥的；
（四）违反警告标志标线、禁令指示的；
（五）通过路口或者行经铁路道口时，不按规定通

行的；
（六）违反规定在人行横道或者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

候的；
（七）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的；

（（八）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

安全距离的；
（九）行经人行横道，未减速行驶、未避让行人的；
（十）不避让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

程救险车的；

十二分仍驾驶机动车的；
（二十七）不按规定在道路上试车的；
（二十八）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

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
（二十九）未按规定办理变更、转移登记的；

（三十）机动车未接受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的；
（三十一）载货汽车、挂车未按规定安装防护装置、
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喷涂放大牌号或者放大的牌号不清

晰的；
（三十二）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护

等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三十四）非特种车喷涂特种车特定标志图案的；
（三十五）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

响安全驾驶的；
（三十六）安装和使用妨碍行人或者其他车辆安全通

行的照明、音响以及影响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正常运行的装

置和材料的；

（十四）客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货或者货运机动车违

反规定载人的；
（十五）挂车载人或者不按规定牵引车辆的；
（十六）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或者观看影视节

目的；
（十七）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度超过规定的；
（十八）机动车运载超限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影响交
通安全，不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

线、速度行驶或者未悬挂明显标志的；
（十九）向道路上抛洒物品、遗洒或者飘散载运物的；
（二十）运载危险物品未经批准或者未悬挂警示标

志、未采取安全措施，不按规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

驶的；

（二十一）机动车载运超限物品行经铁路道口时不按

指定的道口、时间通过的；
（二十二）机动车在发生故障或者事故后，不按规定

设置警告标志或者使用灯光的；
（二十三）道路养护施工作业车辆、机械作业时未开
启示警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的；
（二十四）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服用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过度疲劳仍继续驾

驶的；
（二十五）连续驾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休息

少于二十分钟的；
（二十六）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或者违法记分达到

２０２１

规定使用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的；

（十二）拖拉机驶入大中城市中心城区道路或者其他

（十三）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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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违反

（十一）驾驶机动车下陡坡时熄火、空挡滑行的；

禁止通行道路的；

Ｔ７拿重

（三十七）违反规定安装搭载人员的设备或者动力装

置的；
（三十八）未按规定安装行驶记录仪或者行驶记录仪

不能正常使用的；
（三十九）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

准的机动车的；
（四十）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补、换领机动车
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的；

（四十一）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使用他人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机动车的；
（四十二）未按指定路线、时间学习驾驶的；
（四十三）使用非教练车、无教练学习驾车或者教练

车乘坐无关人员的；
（四十四）在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执
行任务特种车、载有危险物品车、驾车牵引挂车的。
第一百一十条 在高速公路上，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处一百元罚款∶
（一）驾驶设计最高时速低于七十千米的机动车进入

高速公路的；
（二）驾驶拖拉机进入高速公路的；
（三）在高速公路路肩行驶或者不按规定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行驶的；
（四）机动车从匝道进入、驶离高速公路时，不按规
定使用灯光，或者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

驶的；
（五）未减速通过施工作业路段的；

（六）两轮摩托车载人的；

附录｜４３７

（七）载货汽车车厢内载人的。
第一百一十一条 在高速公路上，机动车驾驶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处二百元罚款∶
（一）不系安全带的；
２口！

销、暂扣期间驾驶营运客车的，处二千元罚款；
（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

销、暂扣期间仍驾驶其他机动车的，处一千元罚款。
将三轮汽车、摩托车、拖拉机交由未取得驾驶证或者

（二）不按规定超车、停车的；

相应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处二百元罚款；将

（三）长时间占用左侧车道或者骑、轧车行道分界

其他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

甘肃 线的；
年鉴 （五）遇有低能见度气象条 件时，不按规定行驶的；
２０２１ （六）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
（七）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百分之
（四）不按规定与同车道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

二十以上的；
（八）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后，不按规定使用
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告标志的；

（九）违反规定拖曳故障车、肇事车的；
（十）试车或者学习驾驶机动车的。
第一百一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

罚款∶
（一）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

识别代号的；
（二）以隐瞒、欺骗手段补领机动车驾驶证的；
（三）违反交通管制规定强行通行，不听劝阻的。
第一百一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一千元

罚款∶
（一）驾驶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

犯罪的；
（二）非法安装警报器或者标志灯具的。
第一百一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二千元

罚款∶
（一）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报废标准的车辆上

道路行驶的；
（二）非法拦截、扣留机动车辆，造成交通严重阻塞

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
（三）强迫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和机动车安全驾驶要求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尚

不构成犯罪的；
（四）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

罪的；
（五）故意损毁、移动、涂改交通设施，造成危害后

果，尚不构成犯罪的。
第一百一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以下规定

处罚∶
（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
销、暂扣期间仍驾驶摩托车、拖拉机、低速载货汽车、三

轮汽车的，处五百元罚款；
（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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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销、暂扣的人驾驶的，处五百元罚款。
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按

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给予罚款。

第一百一十六条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一千元罚
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二千元罚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五千元

罚款。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追究责任。
第一百一十七条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
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处二千元罚款。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号牌、行驶证、驾驶证的，处四千元罚款。
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

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处四千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八条 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核定人数或
者违反规定载货的，对机动车驾驶人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超过核定人数不足百分之二十的，处三百元

罚款；
（二）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二十不足百分之五十的，，

处一千元罚款；
（三）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五十的，处二千元罚款；
（四）违反规定载货的，处五百元罚款。

其他客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规定

载货的，对驾驶人处二百元罚款。
运输单位的车辆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经处罚

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三千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 货运机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或者违
反规定载客的，对机动车驾驶人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超过核定载质量不足百分之三十的，处二百元

罚款；
（二）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三十不足百分之五十

的，处五百元罚款；
（三）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五十不足百分之百的，

处一千元罚款；
（四）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之百的，处二千元罚款；
（五）违反规定载客的，处五百元罚款。

运输单位的车辆违反本条 前款规定的情形，经处罚不
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三千元罚款。

第一百二十条 驾驶机动车违反限速规定的，对驾驶

人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二十不足百分之五十的，

处二百元罚款；
（二）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不足百分之七十的，

处五百元罚款；

（四）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或者不按
规定将依法收取的费用、收缴的罚款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全

部上缴国库的；
（五）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驾驶学校或者驾驶培训班、
机动车修理厂或者收费停车场等经营活动的；

（三）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七十的，处一千元罚款。
第一百二十一条 道路两侧及隔离带上种植物或者设
置广告牌、管线等，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

利益的；

妨碍安全视距，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行为人排除

号牌的；

妨碍；拒不执行的，处一千元罚款。
第一百二十二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按照机

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进行检验，出具虚假检验结果的，

处所收检验费用十倍的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
缴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
第一百二十三条 交通警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

给予处分∶
（一）为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机动车发放机动车登记证
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

（二）批准不符合法定条 件的机动车安装、使用警
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警报器、标志灯具，

喷涂标志图案的；
（三）为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未经考试或者考试不

合格人员发放机动车驾驶证的；

（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
（七）违法扣留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车辆

（八）使用依法扣留的车辆的；
（九）当场收取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

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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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额的；
（十）徇私舞弊，不公正处理交通事故的；
（十一）故意刁难，拖延办理机动车牌证的；

（十二）非执行紧急任务时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的；
（十三）违反规定拦截、检查正常行驶的车辆的；
（十四）非执行紧急公务时拦截搭乘机动车的；

（十五）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一百二十四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百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附录｜ ４３９

甘肃省养老服务条例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５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规范养老服务工作，

提供、参与或者支持养老服务。
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和养老服务行
业协会、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组织，根据职责

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行政法

或者章程积极参与养老服务工作。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功能和优势，协助做好养老服务工作。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养老服务及
其监督管理工作。
本条例所称养老服务，是指在家庭成员承担赡养、扶

养义务的基础上，由政府和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
料、家政服务、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体娱

乐、紧急救援、临终关怀等服务。

第三条 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

第七条 社会各界应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助老宣传教
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对养老服务

的公益宣传。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对在养老服务中

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相适应，遵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统筹发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展、保障基本、适度普惠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发展养老服务事业
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养老服务专项

和详细规划时，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相关标准分区分级规

规划，建立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养老服务体系，保障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经费，推动养老服
务体制改革，激发各类服务主体活力，促进养老服务事业

建设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建设项目同步规

健康发展。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的养老服务

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

内的养老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统筹推进医养结

合和老年人健康服务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
教育、财政、人社、自然资源、住建、应急管理、市场监

管、文化和旅游、医疗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养

老服务相关工作。
第六条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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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新建城区和新建住宅区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和

养老服务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征求所在地

民政部门意见。
旧城区和已建成的住宅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者养老服
务设施未达到建设规划标准的，应当通过新建、改建、购

置、置换、租赁等方式进行配置。

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

和规定要求。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以适应农村老年人养老服

务的需求。

第十二条 未经法定程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

私和其他合法权益。

改变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用途或者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

第二十二条 鼓励邻里互助养老和老年人之间的互助

质，不得侵占、损害或者擅自拆除养老服务设施。
因国家建设需要，经批准改变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

服务，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

用途、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或者拆除养老服务设施的，

应当按照不低于原有规模和标准就近建设或者置换。建设

服务。
第二十三条 老年人患病住院治疗期间，子女所在单

位应当给予陪护假。

期间，应当安排过渡用房，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第四章 机构养老服务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将具备条件且闲置
的办公用房、学校、宾馆、医院、疗养机构、厂房和集体

用地、场地等整合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第三章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第二十四条 养老机构设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依法办理登记等相关手续。

义务，尊重、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障对象的养老服务。

区通过补贴、补助、购买服务等方式，优先保障经济困难
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

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第二十六条 鼓励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兴办养
老机构，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

第二十七条 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养老机构
基本规范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和规范。
第二十八条 养老机构应当与收住的老年人或者其代

家养老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医疗、餐饮、家政、

理人签订养老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有关标准、规定和签订的养老服务

出行等各类养老服务资源，实现需求和供给的信息对
接，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紧急呼叫、家政预约、费用代缴

协议向收住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第二十九条 养老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

等服务。

健全消防、安全值守、设施设备、食品药品、卫生消毒、
传染病防治等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责任制，定期开展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推动居

第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定期探访
工作机制，支持和引导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对城乡社区
和农村的独居、空巢、留守、失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

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探访。

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养老机构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

应急演练。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推动

第三十条 养老机构应当配备与服务和运营相适应的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融合发展，在社区建立嵌入式养老

工作人员，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

服务机构或者日间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助
餐助行、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

训，定期组织健康检查。

第十九条 鼓励社会力量提供高质量的居家社区养老

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尊重收住老年人的人格尊
严、不得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人。

服务，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餐饮家政、紧急救援、医疗护

禁止利用养老机构的场地、建筑物、设施开展与养老

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服务无关的活动。

第二十条 从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组织应当按照规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规范养老机构服

定办理登记或者备案，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配备与服务项

务收费项目和标准，政府运营的养老机构按照非营利原

目相符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工作人员，规范服务流程，公

则，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社会运营的养老机构

开收费标准，并接受服务对象、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服务收费实行自主定价。

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
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调查、登记本辖区内老年人的基本

信息，收集、反映养老服务需求及意见建议。
调查、登记老年人基本信息时应当保护老年人个人隐

２０２１

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重点为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提供无偿或者低收费托
养服务，剩余床位允许向社会开放，收益全部用于兜底保

扶持政策，制定居家养老基本服务清单。鼓励有条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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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公办养老机构应当坚持公益属性，在满

第十四条 老年人的子女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扶养
义务的赡养人、扶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赡养、扶养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居家养老

，

养老机构的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接
受市场监管部门和社会监督。
第三十二条 养老机构应当提高护理型床位比例，科

学配备护理人员。政府投资新建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

附 录 ４４

比例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五十。
第三十三条 养老机构暂停或者终止养老服务的，应

当于暂停或者终止服务六十日前向所在地民政部门提交收

住老年人的安置方案。
民政部门应当督促养老机构实施安置方案，妥善安置
１之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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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

激励机制，依法规范养老服务用工。

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训费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按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养老护理岗位补贴制度。

第四十二条 鼓励院校特别是职业院校（含技工院

第五章 医养结合

年鉴

政、教育部门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民政、医
２０２１ 疗保障等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医养结合工作机制，根据老年

校）设置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在普通高
校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等相关
专业，并按规定落实学生资助政策。
推进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养老服务实训基地建

人口数量和分布等情况，统筹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设施、
资源，发挥互补优势，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

设，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养老服务培训机构。

发展。

动合同且服务满一年以上，对其在校学习期间的学费或者

第三十五条 养老机构、从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组
织与医疗机构应当开展协议合作，为收住老年人提供医疗

巡诊、健康管理、保健咨询、预约就诊、急诊急救等

服务。

普通高校毕业生在省内养老机构签订五年以上正式劳
申请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给予逐年代偿返还资助，从本级

福彩公益金留成中安排资金予以落实。
第四十三条 对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执业医生、护

士、康复医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执行与医疗机构相同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支

持养老机构根据服务需求和自身能力设立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设立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

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的，依照国务院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支持有
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医疗机构设立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享受养老机构相
关建设、运营补贴和其他养老服务扶持政策。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支

持医疗机构开设老年医学科，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加强老年

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制度，其在职称评定、继续教育等
方面与医疗机构同类专业技术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逐步提
高薪酬和福利待遇。鼓励支持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向

养老服务机构流动。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公益性养老服
务机构和社区开发从事养老服务的公益性岗位，吸纳就业

困难人员从事养老服务。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发展为老年

人服务的志愿服务组织，建立志愿服务激励机制。
志愿者根据其志愿服务时间储蓄优先享受社会养老服

务，并享有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规定的权利。

人健康管理和常见病预防，提高康复、护理床位占比，倡

第七章 扶持保障

导医疗机构为老年人开展义诊活动。

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开通绿色通道，在就医方面提

供优先便利服务。
鼓励发展老年医院或者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接续

性医疗机构。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将不低于百分之

鼓励、支持老年人聘请健康顾问，签约家庭医生。

六十的资金用于支持养老服务。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养老服务纳入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民政部门

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明确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确定购

应当整合中医医疗、康复、养老和护理资源，提供具有中

买服务的种类、性质、内容和标准，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和

医药特色的健康养老服务。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部门应当支持
安宁疗护病房、安宁疗护中心建设，为老年临终患者提供

绩效评价机制。

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

热享受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

第六章 养老服务人才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社部门应当会同民
４４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第四十八条 养老服务机构符合现行政策规定条件

的，享受减税降费相关优惠政策，用电、用水、用气、用
第四十九条 外埠老年人到子女所在地与子女共同生

活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医保结算、公共交通等方面给予

便利。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经济困难的高

式，持续推动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拓展科技信息技术

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并加强与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

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制定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

贴政策的衔接。

录，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民政部门
应当落实养老服务事业划拨用地政策。
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凭借登记机关发给
的社会服务机构登记证书和其他法定材料申请划拨供地。

鼓励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制

第六十一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制定养老服务相关标准，建立健全养
老服务标准体系，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宣传工作，推广养

老服务标准化经验。
鼓励养老服务机构制定并实施高于地方标准的企业

标准。

定现有公共场所和设施的无障碍改造计划，对坡道、电梯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举

等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设施进行改造，为老

报投诉制度，公开举报投诉的电话、信箱、电子邮箱等，

年人出行提供便利；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的

依法受理对养老服务有关问题的举报和投诉。
对接到的举报、投诉，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核实处
理，并将结果告知举报人、投诉人。

改造，方便老年人居家生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金融机构为
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拓宽养老服务投

险和养老责任险，扩大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覆盖范围。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应当给予处分的，依法给

与老年教育，优先发展社区老年教育，方便老年人就近

学习。

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用途或者养老服务设施使用性质，侵

第五十五条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占、损害或者擅自拆除养老服务设施的，依照《中华人民

扶持企业开发、生产、经营安全有效的老年产品，促进老
年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章 监管服务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养老服务综
合监管制度，建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跨部门协同监管

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民政部门牵头的养老服

务联席会议制度。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养

老服务评估制度。养老服务评估结果应当按有关规定向社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养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
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与收住的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订立养老服务

协议的；
（二）未按照有关标准和规定提供服务的；
（三））配备人员的资格不符合规定的；
（四）歧视、侮辱、虐待、遗弃老年人或者实施其他

会公开，并作为享受相关补贴的基本依据。
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快推进养老服

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务领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养老服务信用信息的记

老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

录、归集和共享；强化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对存在严重

失信行为的养老服务机构及人员实施联合惩戒。

第五十九条 审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政

（五）利用养老机构的场地、建筑物、设施开展与养

（六）暂停、终止养老服务前未按照规定提交安置方

案，或者暂停、终止养老服务后未妥善安置收住老年

人的；

府及其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养老服务政策措施情况和养老服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务设施建设管理及运营情况，对政府投资设立和接受政府

第六十六条 养老服务机构或者个人骗取补贴、补

补助、社会捐助的养老机构财务状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等

助、奖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退回，并

进行审计监督，依法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处骗取补贴、补助、奖励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不断创新养老方

２０２１

第六十三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养老服务管理工作中滥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擅自改变养

第五十四条 鼓励教育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举办或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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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
鼓励支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组织、企业投保雇主责任

，

附录 ４４３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是指由政府和社会依托社

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区为城乡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助餐、助行、助洁、助购、助
医、助急等养老服务。

第十章 附 则

（五）失能或者部分失能老年人，是指经评估确认的

第六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养老服务机构，是指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机构，以及经营范围和组织章程中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

（二）养老机构，是指依法登记并在民政部门备案的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

（三）养老服务设施，是指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托养等服务的房屋、场地、设

施等。

４４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
（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是指独生子女发生伤残或
者死亡、未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家庭。

（七）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临终前通

过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照护和人文关怀等服务，以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舒
适、安详、有尊严离世。
第六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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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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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５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秩

序，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维护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和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工

门提出资质申请，取得资质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范

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省外企业进入本省从事建筑活动，应当向省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报送企业基本信息，经登记后纳入全省统一的建
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公平参与建筑活动。
第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取得资质或者资格

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和工程建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定期或

者随机检查。

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及其附属设施的新建、改建、扩

对因条 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企业资质标准要求的，应

建、装饰装修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

当责令限期整改并向社会公告，经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

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可以撤回其资质。被撤回资质的企业，可以在资质被撤回

第三条 建筑市场活动，应当遵循统一开放、有序竞
争、诚信守法的原则。禁止以任何形式垄断建筑市场或者

扰乱市场秩序。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资质许可机关提出核定低于原等级同

类别资质的申请。
第九条 依法招标的建筑工程项目，应当进入公共资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源交易平台公开交易，承包单位通过投标承包工程。

行政区域内建筑活动的统一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建筑管

第十条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国家有关

理、质量安全、工程标准、工程造价、招标投标等机构按
照各自的职权，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

以下的小型工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

建筑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

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按照规定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建筑工程未取得

第五条 从事建筑活动应当遵守工程建设程序，执行
国家和地方工程建设标准，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施工许可证的，一律不得开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

材料、新设备，创新管理方式，保证工程质量，降低能

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

耗，保护环境，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发展。

工程项目，规避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建筑工程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六条 工程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取得执业资格，
经注册后，方可在其执业资格许可范围内从事执业活动。

第七条 从事建筑活动的企业应当向建设行政主管部

下列条 件∶
（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
（二）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 录 ４４５

（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

第四章 工程承包

（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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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承包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成立以项目经理

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投标文件中承诺的项目、技

（六）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术、安全负责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对

第十八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专业承包单位进行劳
务作业分包时，应当分包给具备相应作业能力的专业作业

符合条 件的申请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三章 工程发包
第十二条 建筑工程应当依法发包并具备下列条 件∶

企业，并依法签订劳务合同。
第十九条 承包单位不得转包所承包的建筑工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转包，但有证据证明

（一）有项目法人或者管理机构；
（二）已取得建设项目规划许可；

属于挂靠或者其他违法行为的除外∶
（一）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单位

（三）有满足工程发包所需的资料和文件；

（包括母公司承接建筑工程后将所承接工程交由具有独立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

法人资格的子公司施工的情形）或者个人施工的；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的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应当依法
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发包∶

（一）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个人的；

（二）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

位的；
（三）依法应当招标未招标或者未按照法定招标程序

发包的；
（四）建设单位设置不合理的招标投标条 件，限制、
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的；

（五）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
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者专业承包单位的；

（二）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

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施工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专业承包单位未派驻项目
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
等主要管理人员，或者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质量管理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中一人及以上与施工单
位没有订立劳动合同且没有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

关系，或者派驻的项目负责人未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

组织管理，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应证明的；
（四）合同约定由承包单位负责采购的主要建筑材
料、构配件及工程设备或者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由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采购、租赁，或者施工单位不能提供有关采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购、租赁合同及发票等证明，又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

第十五条 发包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相应证明的；

（一）违反工程建设程序；
（二）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
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
（三）迫使承包单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

（四）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五）要求承包单位购入其指定的建筑材料、构配件
和设备或者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六）要求承包单位将建筑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

指定单位；
（七）自行或者授意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高或者降低

计价标准编制造价成果文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推行代建制。
发包单位通过招标方式选择代建单位，负责项目投资

管理和建设实施的组织工作。

具体代建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五）专业作业承包人承包的范围是承包单位承包的
全部工程，专业作业承包人计取的是除上缴给承包单位＂

管理费＂之外的全部工程价款的；
（六）承包单位通过采取合作、联营、个人承包等形

式或者名义，直接或者变相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给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施工的；
（七）专业工程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的施工总承包

或者专业承包单位的，但建设单位依约作为发包单位的
除外；
（八）专业作业的发包单位不是该工程承包单位的；
（九）施工合同主体之间没有工程款收付关系，或者
承包单位收到款项后又将款项转拨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又
不能进行合理解释并提供材料证明的；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包工程，在联合体分工
协议中约定或者在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联合体一方不进

行施工也未对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的，并且向联合体其
４４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他方收取管理费或者其他类似费用的，视为联合体一方将

承包的工程转包给联合体其他方。
第二十条 禁止建筑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
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或者以任何形式用其他建筑施工

单位的名义挂靠承揽工程。禁止建筑施工单位以任何形式

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单位的资质证书、营业执

照，以本单位的名义挂靠承揽工程。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挂靠∶

（一）没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其他施工单位的
资质承揽工程的；

（二）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相互借用资质承揽工程的，
包括资质等级低的借用资质等级高的，资质等级高的借用
资质等级低的，相同资质等级相互借用的；
（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三）至（九）项规

定的情形，有证据证明属于挂靠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承包单位不得违法分包所承包的建筑

工程。

第二十四条 招标代理、造价咨询、项目代建等中介
服务的取费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执行，委托单位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并支付相关费用。

第二十五条 推行建设工程担保制度。实行建设工程
承包商履约担保的工程，发包单位应当同时提供工程款支

付担保。
第二十六条 中介服务企业和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违反工程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二）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范围承揽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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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业务；
（四）同时接受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或者两个以上承
包单位在同一项目中的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中介服务

委托；
（五）用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承揽业务；

（六）转让所承揽的业务；
（七）使用非本单位的注册执业人员；
（八）不按规定计取服务费用，扰乱建筑市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违法分包∶

（九）出具虚假证明；

（一）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个人的；
（二）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专业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

（十）擅自修改成果文件；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给不具备相应资质单位的；

第六章 质量安全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施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工程
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钢结构工程除外；
（四）专业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专业工程中非劳务作

位应当建立完善工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严格执行工程质

业部分再分包的；

量安全管理规定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勘察、设计、

（五）专业作业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劳务再分包的；
（六）专业作业承包人除计取劳务作业费用外，还计
取主要建筑材料款和大中型施工机械设备、主要周转材料

费用的；

第二十七条 建筑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单

施工质量安全负责。
建筑工程的施工图审查、监理、检测单位应当建立完
善工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对工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进行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管理和控制，承担审查、监理、检测责任。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体

第二十二条 承包单位不得有下列行为∶

系，有效利用施工图审查、监理、检测等控制手段，对勘

（一）违反工程建设程序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察、设计、施工单位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运行及工程实体

（二）与其他投标人或者发包单位相互串通投标，低

质量和施工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于成本价竞标或者以不正当手段排斥其他投标人；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四）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投标承包建筑工程；
（五）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劳务人员工资；
（六）未办清工程款结算即交付使用；
（七）聘用不具备相应资格人员从事建筑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中介服务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招标人委

托的范围内，依法开展招标代理业务。

第二十八条 下列建筑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各类校舍工程；
（四）住宅小区工程；
（五）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资助资金的

工程；
（六）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二十九条 监理单位及其从业人员从事监理活动，

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按

照合同约定办理受委托事务，并对其提供的信息、数据、

附录 ４４７

结论以及出具的证明、报告或者其他文件的合法性、真实

的建筑市场诚信体系，对各类企业、人员的建筑活动进行

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

评价，对恶意拖欠劳务人员工资等违法违规和不诚信行为

监理单位不得转让监理业务。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不

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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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筑工程现场

第三十条 发包单位应当依法择优选用监理单位实施

项目管理人员、劳务作业人员进行实名制登记管理，记录

监理。监理单位应当依法独立公正地开展监理业务，按合

其培训、就业、技术等级状况，作为其从业活动的职业经

同约定履行下列职责∶

历及技术状况证明。

（一）根据所承担的监理任务，组建施工现场监理机
年鉴 构，做到专业配套，人员数量符合监理合同的约定；

２０２１

记入不良记录，并在信息平台上公布。

从事建筑活动岗位工作的技术劳务作业人员，应当按

（二）负责监控工程质量、安全和进度；

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从事建筑活动岗位工作的劳务作业人员，用人单位应

（三）协助发包单位控制投资支出、合理支付工程款；

当对其进行岗前技术、安全生产培训，经考核合格后

（四）发包单位委托的其他职责。

上岗。

第三十一条 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应当对建筑

第三十九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全省统一

工程施工过程加强监督检查，必要时可以对建筑工程实体

的建设项目管理体系评价、工程质量评价和施工企业技术

质量组织检测。工程建设标准管理机构应当对工程建设标

进步评价。

准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管理，保障工程实体质量。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安全文明施工费应当在工程总价中单独
列项，并按规定标准计取，不得列入招标投标的竞争性费
用。发包单位应当将安全文明施工费专款专用。建设行政

证将工程项目分解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

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保障建筑工程

令改正，对不符合开工条件的责令停止施工，对建设单位

安全。

第四十条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

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罚款；对施工

第三十三条 建筑工程建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申

请组织竣工验收。
第三十四条 发包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十五日内，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及其附属文件；
（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资料。

单位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发包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下处罚∶

（一）自行或者授意工程造价企业提高或者降低计价

标准编制造价成果文件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二）未将竣工结算文件报当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

案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承包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未在施工现

第三十五条 推行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算。发包单位

场成立以项目经理为核心的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投标文件

和承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过程结算及竣工结

中承诺的项目、技术、安全负责人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

算，施工过程结算文件是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

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结算文件由发包单位报当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备案。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六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省统一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未对从事建
筑活动岗位工作的劳务作业人员进行岗前技术和安全生产

培训，或者人员考核不合格上岗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的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和信息平台，市（州）、县

第四十四条 在建筑市场管理中，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一使用信息平台对辖

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

区内建筑市场进行综合监管，并及时上传更新数据。

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省建筑市场综合监管信息平台应当对全省所有的建筑

工程项目及其参与各方和人员的建筑活动，按统一标准实
施动态监管，形成各级监管的联动机制和全省闭合的建筑

市场综合监管体系。
第三十七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全省统一
４４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责任。
（一）对不具备资质、资格条 件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资

质、资格证书的；
（二）对符合法定条 件的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内颁发

资质、资格证书的；

（三）对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工程颁发施工许可证的；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中华

（四）故意拖延办理审批、验收手续的；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进行处罚。

（五）在监督检查工作中索取或者接受管理对象的财

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 例规定，转包、挂靠、违法发

包、违法分包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

违反本条 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Ｉ门案建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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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４９

甘肃省地方立法条例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３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３８号）

《甘肃省地方立法条例》已由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修订通

过，现将修订后的《甘肃省地方立法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０

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
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就下列

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人大主导立法工作

的体制机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
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

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作出规定的事项；
（三）除立法法规定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外，国家尚

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授权地方作

出规定的事项。
第六条 下列事项，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地方性

法规∶

改、废止和解释地方性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的事项；

批准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市的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
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应当

（二）涉及人民代表大会法定职权、议事程序作出具

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体规定的事项；
（三）法律规定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四）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自己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

规的事项。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体现人民意志，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除应当由省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外的其他地方性法规。

径参与立法活动；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三）坚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遵循法定权限和
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

相抵触；
（四）坚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
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相抵触。
第八条 应当制定地方性法规但条件尚不成熟的，因

行政管理迫切需要，省人民政府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规

（五）坚持有特色、可操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

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

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结合本省实际，科学合理地规定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

当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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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

革发展需要，决定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在一定期限

人提出的立法建议，可以只写明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的主要

内，在本省区域或者部分区域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

问题和初步建议意见。

本级的地方性法规或者法规中的部分规定。
第十条 制定地方性法规采用条例、实施办法或者实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一年审议的立法项目，在提供立法

施细则、规定或者办法、规则、决定或者决议等形式。

项目建议书的同时，还应当附法规草案文本。

（一）对某一事项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规定的创制性
地方性法规，一般采用条例形式；既对上位法规定内容进
行细化、提出保障实施措施，同时又对上位法未规定内容

进行补充的实施性地方性法规，也可以采用条例形式；
（二）为贯彻实施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具体、详细规
定的地方性法规，一般采用实施办法或者实施细则的

形式；

有权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的机关提出的，拟提请省人民

第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的立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属于地方立法权限范围，拟规定的内容与上位

法不抵触；
（二）立法目的明确，拟解决的问题具体、有针对性；

（三）具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拟设定的主要制度、措施无法通过其他制度、

面门拿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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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替代，或者以其他制度、措施替代达不到应有效果；

（三）对某一方面事项或者某一方面内容作局部或者
专项规定的，一般采用规定或者办法的形式；

（四）规范程序性活动的，一般采用规则的形式；
（五）对某一方面事项作出法规性质决定的，可以采

用决定或者决议的形式。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聘请

（五）拟设定的主要制度能够有效施行，法规的实施
成本能够被社会所承受；
（六）法规案草稿基本成型。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通过立法项目的
征集、搜集和调研论证，建立立法项目库。

立法项目库来源包括∶

立法顾问、建立立法联系点、设立立法研究基地等办法和
措施，促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一）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
出的议案、建议；

第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事关本

（二）有权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的机关提出的立法建议

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应当

项目；

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

（三）公开征集的立法建议项目；

士、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进行立法协商。

（四）通过立法后评估、法规清理、执法检查、专项

第十三条 地方立法所需经费，应当列入本级财政

预算。

调研发现的应当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法规项目；
（五）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通过调查研究提出的

第二章 地方性法规的立项

第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建立立法

建议项目。
立法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定期更新，一般每年调整

一次。

项目库、编制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等形式，发挥在法规立

纳入立法项目库的地方性法规项目，有关部门应当搜

项环节的主导作用，其具体工作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

集立法参考资料，开展调查研究，为立法项目进入立法规
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做好准备。

构负责。
立法规划和立法计划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后向
社会公布；需要调整的，由省人大负责初审法规案的有关

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提出调整建议，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五条 立法建议项目应当向社会公开征集。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优先从立法项目库中

选择。
第十九条 立法规划分为规划储备项目、调研论证项

目和法规起草项目，三类项目滚动推进，每年依次递补、
调整，并与年度立法计划相衔接。

有权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的机关，应当按照省人民代表

第二十条 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与立法规划的调整同

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关于编制立法规划、立法计

步进行，一般在每年下半年开始编制下一年度的立法

划的安排和时限要求，提出立法建议项目。

计划。

各机关、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提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

建议。
第十六条 提出立法建议项目时，应当送交立法项目

建议书。
建议书应当明确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据、
需要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采取的对策、措施。公民个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编制年度立法计划和调整立法规划的工
作要求，督促政府各部门提出立法建议项目，做好统筹、
协调、筛选和调研、论证工作。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提出本
部门的立法建议，并负责所联系部门提出的立法建议的研

附 录 ４５１

究、筛选工作。

方性法规案提请审议前，应当提前介入起草、调研、座

划编制程序并经充分论证。未经过计划编制和论证程序的
临时动议项目，无重大特殊原因一般不得纳入年度立法

谈、论证、听证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或者听取有关情
况汇报，了解起草工作进展，督促起草工作按计划完成。

计划。
Ｔ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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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法制工作机构在地

凡纳入年度立法计划的项目，一般应当经过规定的计

起草单位也可以邀请有关的省人大代表参与法规草案起草

第二十一条 每年十一月底前，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听取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关于立法规划调整和下一年

工作。

度立法计划征集、编制情况的汇报。

位应当召开法规起草开题会，就法规文本起草工作的重

第二十九条 法规文本起草工作启动时，法规起草单

根据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意见，常务委员会法制

点、难点和法规名称、法规类型、法规结构以及注意事项

工作机构对立法规划、立法计划建议稿进一步完善后，提

等进行座谈讨论。法规起草开题会应当有常务委员会有关

请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决定。

工作机构、法制工作机构和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门的人员

第二十二条 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正式确立后，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落

实的组织、协调和督促工作。

常务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督促本部门联系的单
位、部门承担的立法规划、立法计划的落实工作。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由政府各部门承担的立

法规划、立法计划的组织、协调、督促和落实工作。

第三章 地方性法规的起草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其他有权提出法规案的提
案人，可以组织起草法规草案。
其他有关机关、组织、公民可以向有权提出法规案的

机关或者人员，提出法规草案的建议稿。
第二十四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立法事项，可以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

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起草或者组织起草
的，由该专门委员会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

提出地方性法规案。
由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的，法
规案草稿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讨论通过后，由主任会议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
第二十五条 专业性较强、内容较复杂的地方立法事

项，起草单位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草，或者委
托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起草。

参加。
起草单位应当提前做好法规起草的初步研究和准备工
作，在起草开题会召开五个工作日之前，向参加法规起草

开题会的单位和人员印发法规文本起草准备报告和相关参

考资料。
第三十条 起草法规草案，应当把创制性立法的内

容、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内容和贯彻保障上位法的具体落
实措施作为法规设计的重点；属于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等
由政府可以自行解决的事项一般不予规定。

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一般采
用条款式结构，不采用章节式结构。
法规草案与上位法或者与本行政区域的同位法有相同

内容需要作衔接性规定的，可以采取援引或者参照的办

法，进行准用性规范。
第三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的法规案中涉

及两个以上部门行政管理权限或者其他重大问题有分歧意
见的，省人民政府在提出法规案前应当负责做好协调

工作。

第三十二条 法规案涉及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
强制等设定以及关系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等内容的，起草单

位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三十三条 起草的地方性法规草案文本，应当采取
条旨和条文说明相结合的方式。
条旨应当集中概括本条主要内容。

条文说明应当对重点、难点条款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

第二十六条 起草地方性法规案，应当就需要立法解
决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

明、注释。

会、协商会和向社会公开法规案草稿等形式征求各方面

改前后对照文本。

意见。
第二十七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规项目，有关单

采取修正、修订方式修改地方性法规的，应当提交修
第三十四条 起草的法规草案说明应当包括下列

事项∶

位和部门未按时提出法规案草稿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主

（一）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任会议作出书面说明；必要时，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

（二）法规案的起草、论证和征求意见情况；
（三）解决的具体问题和补充细化上位法的内容；

要求其主要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并回答询问。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单位负责起
草的地方性法规案，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

４５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四）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行政管理权限或者有分歧
意见的其他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情况；

（五）法规案设定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强制以
及涉及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等内容的，应当具体说明依法举
行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其他公开方式征求意见和意见采纳

情况；
（六）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说明的

其他重要问题。
第三十五条 起草法规草案的部门，应当提供必要的
立法参考资料，主要包括∶

（一）法规案所依据的上位法文本；

（二）与法规案有关的上位法规定；
（三）相关的国务院部委规章；

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
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
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审议

Ｉ门拿Ｔ

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或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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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初次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三十日前提 ２０２１
第三十九条 提案人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

交法规草案、说明及有关资料。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交的，

（四）本省相关法规、政府规章和省外同类法规；

一般不得列入该次会议议程。

（五）有关重要政策规定；
（六）其他相关资料。

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审议

第三十六条 法规草案起草任务完成后，起草单位应

意见，印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

当将法规草案送审稿、说明和参考资料分别送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法制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第四十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其
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对不符合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

第四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

条、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法制
工作机构，可以要求起草单位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议议程的法规案，对其中规范内容较复杂或者专业性比较
强的，经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第四章 地方性法规案的提出、审议和公布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地方性

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代表大会秘书处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组织起
草单位、相关单位在联团（组）会议或者分团（组）会议
上，对法规案进行解读。

第四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法规案，一般实行

一次审议即交付表决。
省人民代表大会在法规案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

一个代表团或者代表十名以上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

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

表大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

决定情况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

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

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

议程的意见，再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法规案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

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
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

审议。

一般应当经两次会议审议再表决。根据需要，可以经三次

会议审议再表决。
法规废止案、作部分修改的法规修正案、调整事项较

为单一或者各方面意见比较一致的法规案，经一次常务委

省人民政府、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

员会会议审议后，可以在当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或者下一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任会

常务委员会会议交付表决。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法规案进行第一次审议

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
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如果主任会议认为地方性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
究，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后，对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或者存在较大分歧意见的，

可以对法规案进行隔次审议。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根

会提出地方性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

据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审议情况和有
关方面意见，对涉及本委员会有关的法规案提出意见，并

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

印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

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应当对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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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每次会议审议后的法规案进行
统一审议，并向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提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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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第五十二条 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案修改稿和修改情况的报告。
法规草案提交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进行表

议的法规案，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后将法规草案及其起
草、修改的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主任会

决前，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应当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

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

草案表决稿。

少于三十日。征求意见的情况应当向社会通报。

第四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对法规案进

年鉴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法规草案起草
行统一审议时，可以邀请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

２０２１ 问、介绍情况。

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听取意见，并根据要求回答询

受邀请列席会议的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要求派人参

加会议。

各机关、组织和公民对法规案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
向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提出。

第五十三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
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对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可行
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需要搁置审议或者暂不

付表决的，由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

定。搁置审议满两年，或者暂不付表决满两年且没有再次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统一审议

列入会议议程审议的法规案，由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或

时，法规案有重大分歧意见又不能统一的，由法制委员会

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

报告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意见
基本一致的法规案，由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

审议。
第五十四条 法规草案表决稿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或

任会议提交会议审议或者表决。

者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前，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或者常务委员
会各组审议法规草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并根

会主任会议根据会议审议情况，可以决定将个别意见分歧

据代表团或者分团（组）会议的要求回答询问、介绍

单独表决。

情况。
第四十九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
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

较大的重要条款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

对有争议的条款进行单独表决时，应当由不同意见方
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理由或者提交不同意

见的书面报告，并进行审议后再表决。

当说明理由，经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根据

同意，并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对该法规

单独表决的情况，可以决定将法规草案表决稿交付表决，

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五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法规案时，应当安排充足审议时间，保证代表和常务委员

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对分歧意见较大的法规条款，可以组织分歧各方进行

也可以决定暂不付表决，交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和有关专
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五十五条 对多部法规案中涉及同类事项的个别条

款进行修改，一并提出法规案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合并表决，也可以

辩论。
第五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会

分别表决。

议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

体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确有必

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法规案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或者需要可行性评价

要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重新提出，由代表大会

的，应当召开论证会，听取有关专家、部门和各方面的意

见。论证情况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要求有关机关对专门事项作
出配套的具体规定的，应当自该法规实施之日起一年内完

报告。

成，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在期限内未能

法规案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

重大调整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

第五十六条 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全

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作出配套规定的，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说明

情况。

任会议决定，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基层和群体代

配套的具体规定不适当、与原法规相抵触或者不一致

表、部门、人民团体、专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意见。听证

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予以撤销并要求重新

情况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报告。

制定。

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将法规草案发送相关领域的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

省人大代表、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有关

作机构应当对本部门所联系的单位、部门承担的配套规定

４５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的制定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每年至少向常

面清理。法规清理实行谁主管实施、谁负责清理，并将清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报告一次。

理情况的报告送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和常务委员会有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代
表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关工作机构，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汇总后向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报告。

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法律、行政法规出现新颁布、新修改或者废止等情况

公告应当载明法规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后，相关机构、部门应当及时对涉及本系统、本部门的地

公布的法规文本，应当在题注中载明通过的日期和机
关。修订或者修正的，应当载明原法规通过的日期和机

方性法规进行清理，并将清理情况和是否修改、废止的意

关、修订或者修正通过的日期和机关；再次或者多次修

作机构报告。

订、修正的，应当依次注明；修订的法规中规定原法规废
止的，题注中只载明本次通过的日期和机关。

系单位、部门的法规清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

地方性法规公布后，应当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报、网站以及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载的法规文本为标准

文本。

见，在每年十月底前向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和有关工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对口联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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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 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

行修订∶
（一）法规与国家已经颁布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内

容不相一致的；

地方性法规的备案，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要求执行。

第五章 地方性法规的
评估、清理、修改和解释第五十九条拟提请省人民代

（二）实施性法规所依据的上位法有重要修改或者废

止的；
（三）法规所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调整的；

（四）法规名称需要变更的；
（五）法规重要规范内容发生变化的；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通过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法

（六）法规的法律责任调整幅度较大的；

制工作机构可以对法规草案中主要制度规范的可行性、法

（七）需要修改的法规条款数量较多的。

规出台时机、法规实施的社会效果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进

采用修订形式对法规进行修改的，重新规定修订后的

行评估。评估情况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在审议报

告中予以说明。
第六十条 制定或者修改的地方性法规实施满两年

的，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
作机构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出进行立法后评估的

建议意见。
第六十一条 立法后评估可以根据需要，委托具备评
估能力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立法研究咨询机构、中介

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机构或者单位进行。

施行日期，并将修订后的法规文本重新公布。
第六十六条 对原法规只作局部内容修改或者对个别

条款文字表述进行修改，且法规变动条款数量不多的，可

以采用审议修正案并表决通过修改决定的形式进行修正。
采用修正形式对法规进行修改的，不废止原法规，不
重新规定修正后的施行日期，应当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

布修正后的法规文本。
第六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第六十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

（一）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根据评估情况，向常务委员会主

（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

任会议提交立法后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用法规依据的。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拟订法规解释案，由常

（一）地方性法规实施的基本情况；

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并发布公告

（二）地方性法规对经济、社会、环境等产生的影响；

予以公布。

（三） 地方性法规存在的问题；
（四）对地方性法规的实施、修改、废止等提出处理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批准

意见和建议。
第六十三条 经立法后评估认为需要对地方性法规进

第六十八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市、自治县

行修改、废止的，可以由有提案权的提案人依照法定程序

的年度立法计划在正式确定前，应当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提出修改、废止的

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和有关工作机构沟通并征求意见。

议案。

年度立法计划正式确定后，应当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第六十四条 地方性法规一般每五年至少进行一次全

员会法制工作机构和有关工作机构备案。

附录 ４５５

第六十九条 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市的地方性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前，先由常务委

法规草案及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在

员会民族侨务工作机构书面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起草阶段，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提前介

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省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再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侨务委员

。 地方性法规草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在提请表
甘肃
年鉴 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和法制工作机构征求意见。省人民
入，进行协调指导，参与调研论证，提出意见建议。

２０２１

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印发常务

委员会会议。

决前，应当将法规草案文本和有关资料送省人民政府有关

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市的地方性法

部门、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常

规，提请表决前由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出

审查结果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报请批准的自治州、自治

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法制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

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提请表决前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工作机构和法制工作机构，收到征求意见的地方性法规草

民族侨务委员会向会议提出审查结果报告和批准决定

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草案后，应当认真研究，必要时
开展立法调研和论证，从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协调

草案。
第七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

性和立法技术规范等方面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予以

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在法定期限内

反馈。
第七十条 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市

予以批准或者不予以批准。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

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

应当在表决通过之日起一个月内，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相抵触的，可以不予批
准，也可以附修改意见予以批准或者退回修改后再提请批
准。与省政府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

委员会。
第七十一条 报请批准机关应当提交书面报告、地方

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文本及其立法说明和相关
的立法参考资料。
立法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需要立法解决的具体问题；

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般经过一次会议审查即可交付

本次会议表决。
第七十四条 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

（二）是否经过法定立法程序；

行条例，在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前，报请

（三）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省级地方性法规；

机关要求撤回的，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

（四）与省政府规章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应当说明

委员会会议报告后，审查即行终止。

理由；
（五）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无变通规定情况及其变

第七十五条 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设区的市、嘉峪关市

通内容和理由。

或者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

第七十二条 报请批准的设区的市、自治州、嘉峪关
市的地方性法规，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

予以公布，并在公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公告、法规文
本、法规说明等有关备案材料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议前，先由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书面征求省人民代表

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该法规公布之日起三

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省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再由省人民代表大会

十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合法性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报请批准的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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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七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１拿

甘肃省价格管理条例

甘肃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５日甘肃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２年３月３０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２００４年６月４日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２８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年鉴
２０２１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７日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订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１号）

第一章 总 则

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价格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价格

调控体系，促进公开、公平、合法、正当的价格竞争。

第一条 为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规范价格管理和价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格行为，保护国家利益及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

区域内价格工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行使价格监督检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查职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

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围内，负责有关的价格工作。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

价格。
商品价格是指各类有形产品、无形资产的价格。

服务价格是指各类有偿服务收费，包括经营性收费以
及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三条 价格形成和管理的基本形式包括经营者定

价、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经营者定价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品或者提供有偿服
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以下简称经营者）在市场竞

争中形成的价格。
政府定价是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和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州）、县（市、区）人民

政府，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制定的价格。
政府指导价是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及有

第二章 经营者定价
第六条 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除政府定价和政府指

导价外，由经营者依法自主制定。
第七条 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
用的原则，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据正常生

产经营成本，适应市场供求状况，合理制定价格。

第八条 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制定、调整属于市场调节的价格；
（二）在政府指导价规定的幅度内制定价格；
（三）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产品范围内的

新产品的试销价格，特定产品除外；

（四）对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提出调整建议；
（五）检举、控告侵犯其依法自主定价权利的行为；

关部门和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的市（州）、县（市、区）人
民政府，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

（六）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价格权利。

度，指导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一）遵守法律、法规，执行依法制定的政府指导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并逐步完善宏观

第九条 经营者进行价格活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价、政府定价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

经济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以市场调节价为

（二）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标价，

主，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

注明商品的品名、规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产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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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

以采取价格补贴或者价格优惠等措施对低收入群体予以

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三）接受价格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会计凭证、
账簿、单据、报表、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文件以及其他

扶助。

相关资料；

本监审。

（四）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准确记录与核
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经营成本，不得弄虚作假；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

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
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

第十四条 制定或者调整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进行成
第十五条 政府制定价格，按照定价目录规定的权

限、范围和程序办理。
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

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时，应当按规定组织听证，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其他有
关方面的意见。做出定价决定时，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的

意见。
第十六条 对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

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

务，应当进行价格跟踪调查和评估，建立价格联动机制。

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适时

格过高上涨的；
（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

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五）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等交易条 件
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

调整价格∶
（一）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等定价依据发生

重大变化的；
（二）按规定随价格附加收取的专用款项等定价情形

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商品功能、服务内容等发生重大变化的。

（六）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收购、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七）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

（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
第三章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第十一条 下列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在必要时可以

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一）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

商品价格；

第四章 服务价格
第十七条 服务价格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及有关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管理。
第十八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性服务收费，依照
本条例第二章 规定办理；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

经营性服务收费，按价格管理权限和程序，依照本条例第

三章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

（二）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

等有关规定，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

（三）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

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
务过程中，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对象收取的

（四）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

（五）重要的公益性服务价格。
第十二条 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

费用。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审批。

价格及其定价权限和具体适用范围，以中央的和本省的定

省级审批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立项由省财政部门会同价格

价目录为依据。

主管部门审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

本省的定价目录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按国家规

定的权限、范围和程序制定并公布。

批。重要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由省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审

核后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三条 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综合考

第二十一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使用省财政部门统

虑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

求、社会承受能力，并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

一制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设立
收费专项账册，加强收费管理，实行收支两条 线的原则。

市场公平竞争。

收费收入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制定、调整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和服务的政府
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考虑低收入群体利益，必要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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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活动中，不得有下列

行为∶

（一）高于或者低于国家规定标准收费；
（二）提前或者推迟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
（三）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标准收费；
（四）对已明令取消或者停止执行的收费，不停止执

行或者变更名称继续收费；
（五）不执行收费减免优惠政策收费；

（三）建设与居民消费相适应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和
批发零售市场网络；
（四）加强价格监督检查；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价格监测制度，完善价格监测机构和网络，依照国

（六）采取扩大收费范围、增加收费频次、分解收费

家规定对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确定价格监测点，跟踪、采

项目、重复收费、改变收费环节、延长收费期限等方式

集、分析、预测市场价格情况，为价格调控管理提供决策

依据。

收费；
（七）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滞纳金、储蓄
金、集资、赞助以及其他形式变相收费；
（八）未履行管理职责、不提供服务或者降低服务标

准收费；

价格监测定点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准确

提供价格监测资料。

Ｔ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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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在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显著

上涨或者有可能显著上涨时，可采取下列干预措施∶

（九）无合法依据，强制要求管理对象参加培训、学

（一）提价申报制度；

术研讨、技术考核、检查排序评比、公告等活动，或者强

（二）调价备案制度；

制要求管理对象加入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并收取

（三）限定差价率、利润率；

费用；

（四）规定限价。

（十）无合法依据，利用职权为他人代收费用；

采取前款规定的干预措施，应当报国务院备案。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乱收费行为。

第六章 价格监管

第二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行政

事业性收费单位的收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测或者定期审
核，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调整收费项目或者收费

标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本行政

区域内履行以下职责∶

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一）贯彻执行价格法律、法规；
（二）负责价格调控、管理的综合平衡工作，指导、

价管理的经营性服务收费实行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价格主

协调和监督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行业

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或其他媒体向社会公

组织的价格工作；

布收费目录清单，并适时进行调整。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

第二十五条 收费单位应当在收费场所公示行政事业

（三））按照定价权限制定价格，规定作价原则、作价

办法；
（四）组织建立健全收费单位收支状况报告制度；

性收费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经营性服务收费的

（五）监测、分析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供求状况及价格

收费主体、收费对象、收费依据、收费项目、收费范围、

变动趋势，组织成本调查，开展成本监审、价格认定、价

收费标准、计费单位、减免规定、执行期限、监督举报电
话等内容。收费单位不公示以上内容的，服务对象有权向

格信息及价格研究工作；
（六）指导价格咨询等价格事务和服务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第五章 价格调控

（七）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价

格监督检查职能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十二条 价格监督检查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和职

和政府、经营者、消费者的承受能力，确定市场价格总水

权，可以对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检

平控制目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综合运用
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予以实现。

查、复制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账簿、单据、凭证、文件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保持

在有关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

本行政区域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一）按照国家和省人民政府的规定使用价格调节

资金；
（二）健全粮食、棉花、食油、肉类、食糖及主要农
业生产资料等重要商品的储备制度；

及其他资料，核对与价格违法行为有关的银行资料。

依法先行登记保存，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转移、隐匿

或者销毁。
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时，对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应予

保密。
第三十三条 价格主管部门和公安、审计、财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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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价格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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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违
反本条例有关规定，超越管理权限定价、调价、制定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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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建立价格违法行为举

年鉴 报制度，及时办理举报案件，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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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经营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多付价款的，责令限期退还；难以查找多付价

款的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责令公告查找；拒不退还
或者期限界满没有退还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予以没
收，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退还的，由经营者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

第四十条 经营者被责令暂停相关营业而不停止的，

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或者转移、隐匿、销毁依法登记保存的财物的，处相关营

业所得或者转移、隐匿、销毁的财物价值一倍以上三倍以

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下的罚款。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责
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可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对价格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应
当先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三条 以暴力威胁等方式拒绝、妨碍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经营者拒绝按照规定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或者提供

第四十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

虚假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

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滥用职

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

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中经营者为个人的，其价格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

违法行为的罚款处罚，依照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十一条 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国务院《价格违法行为行政
处罚规定》的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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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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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４号）

第一章 总 则

分工，做好节约用水有关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

第一条 为了促进节约用水，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

励社会资本投入节约用水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先进的节约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推进生态文明建

用水技术、工艺和产品，支持节约用水技术研发，培育和

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发展节约用水产业。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及其

监督管理活动。
法律、行政法规对节约用水工作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执行。
第三条 节约用水工作应当遵循节水优先、统筹规

划、合理配置、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的原则。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公

众参与的节约用水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工作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宣传教育和

普及，鼓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开展节约用水法
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提高全社会珍惜、保护水资源和节

约用水意识，形成节约用水的社会风尚。
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节约
用水公益宣传，加强舆论监督。

学校、商场、公园、医院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节约用

水宣传标语、标志牌，宣传节约用水知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

义务，有权制止破坏水资源、水生态环境和浪费水的行

为，向负有水资源监督管理职能的部门举报违法行为。

的领导，将节约用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

第二章 用水管理

及年度计划，建立健全节约用水管理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
价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

化投融资机制，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

推广，促进深度节水、极限节水，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

第十条 本省厉行节约用水，优先利用地表水，限制

开采地下水，鼓励使用非常规水源。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

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园区管理机
构等政府派出机构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的节约用水工作，协

据国家节约用水总体规划要求、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节约用水监督管理工作。

水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水平和水资源状况，会同相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节约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

政区域内节约用水监督管理工作，拟定节约用水政策，制

区域节约用水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本行业节约

定、实施用水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和计划用水制度，对水

用水实施方案。

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落实情况进行考核，指导和

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教育、科技、
工信、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商

务、文旅、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有关行政部门按照职责

经批准的节约用水规划需要调整的，应当按照规划编
制程序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二条 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应当纳入水资源统一

管理和配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业

附 录 ４６１

主管部门编制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规划，科学开发利用再
生水、苦咸水、矿井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

第十三条 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以及新建、
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涉及取水许可的，应当开展水资源
论证，水资源论证应当包括节水评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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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
据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预测来水量，制定年度水量

年鉴 必须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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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实施水量统一调度；有关人民政府

采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建立健全地下水动态监
测、预警系统，实现地下水开采数据共享。
第十九条 用水应当计量，并实行计量收费。供用水

单位、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和使用经计量检定

合格的计量设施，并定期检查和维护，保证计量准确。
同一供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有两个以上不同水源或者两

类以上不同用途用水的，应当分别、分类计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

配方案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年度用水

区域水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建立完善分类水

计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价、分档水价等定价机制，促进和引导全社会节约用水。

第十五条 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

使用水工程供应的水，供水价格应当按照补偿成本、

度。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订行业用水定

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确定。具体办法根
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额，经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公布，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

和国务院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州）人民政府根据国家、省行业用水定额以及本

地区水资源状况制订的行业用水定额，应当报送省水行政

主管部门和省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
行业用水定额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水资源条
件、产业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等情况，适时进行修订。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对纳入重点监控名录的取水许

可管理单位和其他用水大户的用水量进行在线监测，实时

采集用水数据。

会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

职权制定。
非居民用水应当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居民用水

推行阶梯水价制度。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用水统计调查制度，经同级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后实施。
用水统计数据应当真实、准确、及时，并按照有关规

定向社会公布用水统计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用水统

计调查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列入重点监控名录的用水单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位的节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向本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按照优先保障生活用水的原则制定供水应急方案，发生水

部门通报行业年度用水、节水情况。

资源供给严重紧缺的突发情况时，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对工业、农业生产等其他用水户采取限量供水措施。

重点监控用水单位的认定标准及其分级管理权限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第三章 节水措施

确定。
第十七条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单位和其他用水大

户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计划用水单位的年度计划用水量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推进节水示范区和节水
载体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

域年度用水计划、行业用水定额和单位用水需求下达。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按照核定的计划用水指标用水，未

主管部门制定节水示范区和节水型机关、节水型企业、节

取得计划用水指标的不得擅自取用水。

业以及用水户节约用水工作。

水型学校等节水载体建设标准，分类推进和规范区域、行

第二十四条 水资源不足的地区，应当根据水资源的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实行严格控制，治理无序

供给能力对城镇规模和建设耗水量大的工业、农业和服务

开采。

业项目加以限制。水资源严重不足、生态恶化的地区，应

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在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经省
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或者限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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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严格控制兴建耗水量大的建设项目。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用水效率

管理。

区域整体用水效率应当达到国家考核标准，用水户用

种植比例，选育推广耐旱农作物新品种；黄土高原旱作农

水效率不低于行业用水标准。

业区应当发展集雨节灌，提高降水利用效率。地下水严重

区域整体用水效率未达到国家考核指标，采取措施仍
未达标的，不再新增用水计划指标。用水户用水效率低于

超采地区实施轮作休耕，适度退减灌溉面积。
第三十四条 畜禽、水产养殖应当推行先进适用的节

行业用水标准的，不再新增用水计划指标。

水方式。加强牧区草原节水，发展草原高效节水补水灌溉

第二十六条 供水单位应当采用先进的制水、输水技
术，减少水量损耗。

技术。

１拿．

第三十五条 农田灌溉应当积极推进科技节水，因地

供水单位、用水设施产权单位和拥有自备水源的单

制宜采取节水灌溉方式，推广管灌、喷灌、微灌、滴灌、

位，应当加强对供用水设备、设施、器具的管理、维修和
保养，保障设施正常完好运行，降低漏损率。

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新建农田灌溉设施应当符合国家

公共供水管网水漏损率应当低于规定的控制指标。

节水灌溉标准，已建成的设施不符合节水灌溉标准的，应

当逐步进行更新改造。

第二十七条 用水单位应当加强用水管理，建立健全

灌溉农业区供水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用水分配方案和年

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和统计台账，指定主管机构

度用水计划，加强灌溉用水、取水、输配水计量管理和设

或者人员具体负责节约用水工作，并将节约用水措施纳入

施管理。

单位技术改造计划。

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建设集雨水窖、水池、水塘
等蓄水设施，拦蓄雨雪水，增加有效水源，提高使用

用水单位应当保证节水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得擅

自停止使用。
第二十八条 列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取用水
户，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和规程，定期组织开展水平衡
测试，并将测试结果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作为核定用水计划的依据。

第三十六条 工业企业应当按照行业用水定额用水，
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以及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废
水处理回用等措施，降低单位产品或者产值耗水量，提高

水的重复利用率。

列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的取用水户的用水计量设

逐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生
产者、销售者或者生产经营中的使用者应当在规定的时间

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运行。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制

内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国家列入名录明令淘汰的工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

艺、设备和产品。
工业生产的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

等，应当循环使用或者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第三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应

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矿泉水、纯净水等产品的

当安装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产权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制水工艺、技术，减少水量损耗、并

逐步更新、改造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

对生产后的尾水进行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第三十一条 新建宾馆、饭店、公寓、住宅小区、大

第三十七条 新建工业集聚区在规划布局时，应当统

型文化体育设施、民用住宅楼、机关单位办公用房等建筑

筹供排水、水处理及循环利用设施建设，实施区内企业串

物，鼓励建设独立于自来水管道、水箱的再生水收集、处

联用水和循环利用，建设节水型工业集聚区。

理、循环利用设施。
城市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鼓励

铺设再生水利用管网，建设渗水路面和雨水收集、利用

设施。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农业节水资

金投入，建设农业节水设施，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户对农业灌溉节水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维护，鼓励农民建
立健全用水者协会，参与灌区管理，构建政府扶持、农民

参与、灌区自主经营的农业供用水管理体制。
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业节水设施建设。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整优化种植结

构，推进适水种植、量水生产。

河西内陆河和沿黄灌溉区应当扩大低耗水和耐旱作物

２０２１

效率。

施应当符合水资源远程监控要求，并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定节水措施方案，配套的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甘肃
年鉴

已建工业集聚区鼓励开展以节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
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

建设。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城市节约用
水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改造城市公共老旧管网。

在地下水超采区内以地下水为主要水源的城镇，应当
加快公共供水管网建设，逐步实现用水集中供应。

在城市供水管网覆盖的区域内，严格控制单位和个人

开辟自备水源，已建的应当逐步关闭。
第三十九条 在城市再生水输配管线覆盖区域内有再
生水利用条件的工业生产、园林绿化灌溉、景观水道和湖

泊补给、道路保洁、汽车洗刷、公共厕所冲洗、建筑施工

以及冷却设备补充用水等应当使用符合用水水质要求的再

附录｜４６３

生水。

管理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制。

在城市再生水输配管线覆盖区域内有再生水利用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

的机关、学校、宾馆、饭店、住宅小区等，优先使用再

管部门应当组织节约用水业务培训，开展技术交流与合
作，提高节约用水管理与服务水平。

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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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城市园林绿化应当优先选种耐旱型花木。

鼓励建设下凹式绿地、下沉式广场，加强雨水收集利
用。公园、花园、房屋建筑物的成片绿化地应当采用穴
灌、滴灌、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景观河、人工湖等应当优先使用非常规水源，减少使

２０２１ 用地下水、自来水。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高耗水服

务业的管理。
宾馆、餐饮、洗浴、游泳场馆、医院、机场、车站、
高速公路服务区、文化体育设施等场所应当安装符合节水

标准的用水器具。
洗车业应当循环用水，减少使用清洁水，推广无水环

保洗车技术。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工

作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综合绩效考核评

价的依据。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节约用水奖励

机制，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对作

出突出贡献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一）计划用水户在节约用水、减少水资源消耗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的；
（二）公共供水企业供水损耗明显低于国家标准的；
（三）在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

（四）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产品等
有突出贡献的；
（五）在节约用水监督管理、宣传教育等方面作出突

第四十二条 推动城乡居民家庭节水，使用节水型器
具，养成节水型生活方式，创建节水型居民小区和村社。
第四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器具、

用水计量设施、水重复利用设施、雨水收集利用设施等节
水设施设备的保护。
禁止损坏、盗窃、侵占、非法拆除等妨害节水设施设

备正常使用的行为。

第四章 节水保障

出贡献的；
（六）在节约用水方面作出其他突出贡献的。
对举报严重浪费水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
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供水、用水单

位节约用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结果按照规定定期向
社会公开，并将违规记录纳入市场主体的社会信用记录。

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

关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节约用水监督检查，如实提供相关

门应当有计划地将生产生活节水、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

资料、说明有关情况，不得拒绝、阻挠、妨碍监督检查人

节水产品研究开发、节水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创新项目纳入

员依法执行公务。

重点支持领域，促进节水科技成果转化。

第五章 法律责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条件的节水建设项目、
改造项目、示范项目和非常规水源利用项目给予扶持。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主管部

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门对利用再生水成效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按照有关规定

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

给予水费优惠。

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行水权交易制

度，鼓励地区间、行业间、取用水户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执行节约用水规划、行业用水定额、

进行水权交易。

年度用水计划、年度水量分配方案的；

单位和个人采取节水措施节约的水量可以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水资源使用权有偿交易。

（二）编制需要开展水资源论证的规划而未做论证的
或者论证报告缺失节水评价内容的；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发展节水服

（三）未按照规定审批取用水申请的；

务机构，支持节水服务机构依法开展节约用水咨询、设

（四）用水计量、统计调查弄虚作假的；

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水平衡测试、合同节水管

（五）供水应急处理不及时或者失当的；

理等服务。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节约用水机

构能力建设，配备一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装备，健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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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到节约用水违法行为投诉或者举报后不予处

理的；
（七）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项目的节水设施

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擅自投入使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使
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或者在生

产经营中使用国家列入名录明令淘汰的落后的、耗水量高
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盗窃、侵占、
非法拆除节约用水设施设备、器具，或者拒绝、阻挠、妨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
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Ｎ门拿育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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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６５

甘肃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甘肃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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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８号）

第一章 总 则

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卫生健

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康、住房和城乡建设、水行政、工业和信息化、农业农
村、交通运输、应急管理、林业和草原等有关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监督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管理。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水污染，保护水

生态，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

和国水法》和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等法
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江河、湖泊、渠道、水库

等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适用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对水污染防治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执行。
第三条 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
水源，严格控制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农业面源

污染，推进水生态治理工程建设，预防、控制和减少水环
境污染和水生态破坏。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

负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治水污染。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建立健全水污

第六条 省、市（州）、县（市、区）、乡（镇）建立

河（湖）长制，分级分段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江河、湖
泊等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等工作。鼓励建立村级河（湖）长制或者巡河（湖）

员制。
各级河（湖）长及其工作职责，应当通过报刊、网

站、公示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本省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
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

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国

家和本省有关水污染防治的规定，履行环境保护义务，采

取措施预防和减少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
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生态环境的义

染防治工作机制，统筹解决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

务，并有权对污染水环境和破坏水生态的行为进行检举。

题，完善水污染防治制度措施，加大水污染防治的财政

各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水污染防
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水环境信息，完善

投入。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在县（市、区）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协助开展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省水污染
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分

别对本行政区域内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海事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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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程序，公布举报电话、信箱、网址等，建立健全
水污染和水生态破坏检举处理机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对在水污染防治
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水污染防治，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水污染防治项目的支

持，推行水污染第三方治理，提高治理专业化水平和治理

效果。

标未达到要求的，有关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环

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水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
识，提高公众的水环境保护意识，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水

环境保护。

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采取措施按期达标。
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向社会

公开。
第十九条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每年在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水环境保护

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

法律法规和环境保护知识、环境保护先进典型的宣传，加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时，应当报告水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

强对污染水环境行为的舆论监督。

划执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标准与规划

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对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未作规定的项目，制定本省水环境质量标准，并报国务院

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应当依法进行环境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影响评价。

第二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

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

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本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

应当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对可能影响防洪、通航、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本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本省水污染

的意见。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根据国家水污染防治的要求，
结合本省经济、技术条 件，适时进行修订。制定、修订本

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

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审查和论证，征

经批准或者备案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要求。

等方面的意见。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本省规定的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

第二十一条 实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计划，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制定并实施本行政

区域内的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计划。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计划应当明确重点污染物

行政等有关部门，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生态环境保护规

的种类、总量控制指标和需要削减排污量的单位及其削减

划、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要

数量、时限等要求。

求，编制本省水功能区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报国

务院生态环境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

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省水环境质量状况和水污染防

治工作的需要，对国家重点水污染物之外的其他水污染物

排放实行总量控制。
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本省规定的重点水

区和脆弱区所在流域依法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实施建设项目水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第十六条 跨本省行政区域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

第二十二条 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或者超过重
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省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约谈该地区人民政府主要负

编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本省行政区域内跨县江河、湖泊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责人，并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

划，应当根据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污染防

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约谈可以邀请媒体以及相关公众代表列席。约谈情况

治规划和本省实际，由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

应当向社会公开。

水行政等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报国务院

备案。

第二十三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或者水体之外的其
他环境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依法批准的江

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河、湖泊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

他生产经营者，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

水污染防治规划。

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种类、浓

第十八条 水污染防治规划确定的水环境质量改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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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及河堤安全的排污口的设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审
批时，应当征求同级水行政、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部门

物排放标准应当依法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求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企业事业单位、公众和社会团体

ｈ门拿窄

度、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放水污染物。

附录 ４６７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污许可证或
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

污水。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

水行政、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制定全省水生态环境监测方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以及水
环境质量同比改善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鼓励

探索建立资金补偿之外的其他多元化补偿方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国家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确保其用于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

案，合理规划水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点位、区域）的设

第三十一条 跨行政区域河流、湖泊、水库所在地人

甘肃 置，建立和完善全省水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与大数据平台，
年鉴 加强对水环境监测的管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据监测事权划分组织开展水
２０２１ 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监测、水污染源监督性执法监测和突

民政府应当建立联席会商制度，相互配合，共享信息，协

及时发布水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建立监测数据共享机制，

调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预防和处置跨行政区域的

水污染纠纷。
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涉及的同级人民政府协
商解决，或者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等工作。

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措施

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在其资质认定范围内，可以接受政

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委托，开展相应的监（检）

第一节 一般规定

测服务。
第二十五条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第三十二条 排放国家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水污

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排污口和

物自行监测，建立监测数据台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

周边环境进行监测，评估环境风险，排查环境安全隐患，

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二十六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并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

风险。

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并适时调整，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三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
剧毒废液。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安装水污

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

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与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测设备联网。

第二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水污染防

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对管辖范围内排放水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检
查者应当出示证件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商业秘密。被检查

容器。
第三十四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

或者含有高放射性和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向水体排放含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应当符合国家有
关放射性污染防治的规定和标准。
第三十五条 向水体排放含热废水，应当采取措施，

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保证水体的水温符合水环境质量标准。

现场检查可以采取采样、检测、摄影、摄像、文字记
录和查阅、复制有关资料等方式。

第三十六条 含病原体的污水应当经过消毒处理；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后，方可排放。

第二十八条 省、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第三十七条 禁止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

门应当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环境信用评价，并向社会公开

评价结果。
省、市（州）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
展和改革、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管机构等部门，建立

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

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
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场所，应当采取防水、防渗

排污者环保诚信档案，记载其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和承担
环境社会责任等情况，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立环境

漏、防流失的措施。

保护信用约束机制。在行政许可、公共采购、金融支持、

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

资质等级评定等工作中将环境信用评价结果作为重要的考

量因素。
第二十九条 推行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
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水环境保护的目标、
投入、成效和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建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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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 禁止在江河、湖泊、渠道、水库最高水

染物。
第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
设暗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

治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第四十条 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区、矿山开
采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垃圾填埋场等的运营、

管理单位，应当采取防渗漏等措施，并建设地下水水质监

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等主管部门编制本行政

测井进行监测，防止地下水污染。

区域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应当使用双层罐或者采取建造防
渗池等其他有效措施，并进行防渗漏监测，防止地下水

污染。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组织建设城镇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以及配套管网，并加强对设施运营的监督管

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

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第四十一条 多层地下水的含水层水质差异大的，应

当分层开采；对已受污染的潜水和承压水，不得混合

开采。

理，实现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与城镇污水产

生量相适应，配套管网建设满足城镇发展规模需要。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以及配套管网应当与建设项目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

第四十二条 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

采矿等活动，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报废矿井、钻井或者取水井等，应当实施封井或者

回填。

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保证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污水处理费应当用于城镇

，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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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不得挪作

他用。

第四十三条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

水质。

第五十条 除干旱地区外，城市新区建设应当实行雨

污分流。尚未实现雨污分流的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第二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当制定区域雨污分流改造计划，进行雨污分流改造。暂不

具备雨污分流改造条 件的地区，应采取截流、调蓄等治理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工业布
局，严格控制高耗水、高污染以及产生有毒有害水污染物

措施，减少溢流污染对受纳水体和水环境的影响。

的建设项目。

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垃圾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要求造成水污染的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或者转产。
企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采用原材料和水资源利用率

在城镇雨水、污水分流地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

废弃物。
第五十一条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

物，应当符合国家及本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高、水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艺、设备以及废弃物综合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省、市（州）

技术和污染物无害化处理技术，按照有关规定限期淘汰落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应当加强对排水

后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

单位的排放口设置、连接管网、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

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废水，防止污染环境。含有毒

监测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指导和监督。
进水水质和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出水水质超

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当分类收集和处理，不得稀释

标，或者发生影响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突发

排放。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工业废水的，应当按照国

情况时，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当立即采取应

家有关规定进行预处理，达到集中处理设施处理工艺要求

急处理措施，并向城镇排水、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主

后方可排放。

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核查处理。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激励措施，引导
工业企业入驻工业集聚区。

第五十二条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单位不得擅自停
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因检修等原因需要停运或者部分停

工业集聚区应当实现水污染集中治理，配套建设相应

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应当按照规定提前向所在地城镇

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

排水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可能对排水造成
严重影响的，应当采取应急处理措施，并向社会公告。

第四十五条 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

管部门的监控平台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第四十七条 禁止新建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小型造纸、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应当配套建设污水水

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油、电

质监测设施，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入口水质进行

镀、农药、石棉、水泥、玻璃、钢铁、火电以及其他严重
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监测，保证出水水质符合国家及本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三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土空间规
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和改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
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三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或

者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依法防治污泥贮存、运输、处
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并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

附 录 ４６９

置后的污泥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保证处

用水水量发生变化、水质不能满足饮用水要求、饮用水水

理处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标准，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源安全受到威胁等原因，确需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截污纳管、
面源控制、清淤疏浚、垃圾清理、生态净化、活水循环、
清水补源等措施，整治黑臭水体。
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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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

应当按程序报批
第六十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设置排污

口。

第六十一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

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

年鉴 网向周边村庄延伸。城镇污水收集管网未覆盖的地区，应
２０２１ 村污水。

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

第五十六条 农户和其他农业生产者使用农药，应当

第六十二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

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防止过度使用

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

农药造成水污染。

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防止污染土
壤、地下水和农产品。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等活
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

禁止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或者医疗污水。向

第六十三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

第五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推进城镇污水收集管

当分区域建设集中或者分散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和处理农

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
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城镇污水以及未综合利用的畜禽养殖废

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改建建设项目，不得增加

水、农产品加工废水的，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

排污量。

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第六十四条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做好取水口和出水

第五十七条 畜禽养殖场（小区）应当配套建设畜禽

口的水质检测工作。发现取水口水质不符合饮用水水源水

粪便、废水的综合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设施，保证正常运

质标准或者出水口水质不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应当及

行。新建、改建、扩建畜禽养殖场（小区）要实施雨污分

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向所在地市（（州）、县（市、区）人

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

民政府供水主管部门报告。供水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

畜禽养殖散养户应当建设防雨、防渗、防漏、防外溢

的粪便污水收集贮存设施，采用堆肥处理等措施实现粪便

污水综合利用，不得直接向外排放畜禽粪便、废水。

当通报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水行政等部门。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对供水水质负责，确保供水设施

安全可靠运行，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畜禽养殖散养户密集区所在地县（市、区）、乡

第六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

（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畜禽粪便污水进行分户收集、

水源的实际需要，在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相邻的公路、桥

集中处理利用。

梁或者航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运输危险化学物

委托农户进行畜禽养殖的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生产经

营者和受委托的农户，应当明确各自的污染防治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从事水产养殖，应当保护水域生态环
境，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和使用药物，防止污染

水环境。

品的车辆和船舶发生事故污染饮用水水源。
第六节 地下水和其他水污染防治
第六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
水行政等部门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根据地下水

第五节 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

水文地质结构、环境状况、水资源禀赋及其使用功能等因

第五十九条 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依法划定

素，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体系，划定地下水污染治理
区、防控区及一般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以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外围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准保护区。

下空间开发利用等可能干扰地下含水层的活动，或者从事

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市

地下热水资源开发利用、使用水源热泵技术、地源热泵技

（州）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并向

第六十七条 进行地下勘探、采矿、工程降排水、地

术的，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

社会公布。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第六十八条 利用地下热水资源进行取暖、洗浴、水

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市（州）人民

上娱乐等经营活动的，应当对尾水进行降温或者降低有害

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成分等处理，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后方可排放。

经批准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不得擅自调整。因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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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行政等有关主

管部门应当在地下水污染突出的区域组织开展地下水污染

的，应当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事故

修复治理。

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可以确定地下水污染排污者的，由排污者承担地下水

污染修复治理责任。
第七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的实验室、检验室、化验室

产生的油类、酸液、碱液以及其他有毒有害废液，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单独收集和安全处置，不得直接排入城镇污水

收集管网或者外环境。

医疗污水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符合
国家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
政府报告，并抄送有关部门。
第七十五条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制？

组织编制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饮用水安全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报所在地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备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饮用水水源发生水污染事故，或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

第七十一条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应当遵守船舶

饮用水安全的突发性事件，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采取应急

污染物排放标准，设置专门的污水、污油、垃圾存储或者

处理措施，向所在地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报

处理装置，防止水域环境污染。

告，并向社会公开。有关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情况及时启动

船舶航行、停泊、作业过程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放船舶的残油、

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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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供水安全。

第七十六条 负责水污染事故应急和事故调查处理的

人民政府及其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公安、交通运输、工

（二）未经作业地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海事管理机构

批准，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过驳作业；
（三）船舶及有关作业单位从事有污染风险的作业活

动，未按照规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四）以冲滩方式进行船舶拆解；
（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五章 水污染事故预警与应急处置

业和信息化、农业农村、水行政、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
建设、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和应急预

案的要求，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启动应急预
案，采取应急措施，做好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

第七十七条 流域上下游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上
级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下，建立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治工作机制。

发生水污染事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

第七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和完善水污

施控制污染，并将事故情况以及主要污染因素和可能造成

染事故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主体、预警预报与响应程序、

的危害，及时通报下游人民政府，下游人民政府接到通报

应急处置及保障措施等内容，并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后，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害人体健

第六章 法律责任

康和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

第七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水污染防

启动应急预案，依法及时公布预警信息，必要时可以责令
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采取限制生产、停产

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

等应急响应措施。

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第七十三条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定

期进行演练，做好应急准备。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
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应当立即启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二）不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办理批准文件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后不

予查处的；

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隔离等应急措施，防止水污染

（四）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物进入水体。

（五）应当依法公开水环境信息而未公开的；
（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

化工、医药、电镀等生产企业和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要求配备事

行为的。

故应急池等水污染应急设施和设备，并采取措施防止在处

第七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

理安全生产事故过程中产生的可能严重污染水体的消防废

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

水、废液直接排入水体。

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复检，发现其继续违法排放水污

第七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发生事
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

染物或者拒绝、阻挠复查的，可以对其自责令改正之日的

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附录 ４７１

（一）超过国家或者本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

放射性、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

（二）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

（六）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或者标准，向水体排放含低
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热废水或者含病原体的污水的；

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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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排放的水污染物的；
（四）违法倾倒危险废物造成水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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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物或者含有高

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按日连续处罚的违法

第八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测，或

者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二）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且未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的，或者监测设

备未能正常运行的；
（三）未按照规定对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排污口和周
边环境进行监测，或者未公开有毒有害水污染物信息的。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七）未采取防渗漏等措施，或者未建设地下水水质

监测井进行监测的；
（八）加油站等的地下油罐未使用双层罐或者采取建
造防渗池等其他有效措施，或者未进行防渗漏监测的；

（九）未按照规定采取防护性措施，或者利用无防渗

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
水、含病原体的污水或者其他废弃物的。

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行

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
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九项行为之一的，处十万元以

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八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
砷、炼汞、炼油、电镀、农药、石棉、水泥、玻璃、钢
铁、火电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的，由所在

地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八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城镇雨水、污水分
流地区向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和垃圾

（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

等废弃物的单位和个人，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十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

（三）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私设暗管，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运
营单位擅自停运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未按照规定事先报告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预处理，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或者采取应急处理措施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令改

排放不符合处理工艺要求的工业废水的。
第八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

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万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

责任。

以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
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处理处置后的污泥不符合国家标准，

承担∶

或者对污泥去向等未进行记录的，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责

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第八十六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或者

（一）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的；

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

（二）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或者将含有汞、镉、

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

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的；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三）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或

者容器的；

第八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直接使用未达到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的水灌溉农田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

（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

改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

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

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

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畜禽养殖场（小区）

染物的；

未及时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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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等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畜禽养殖散养户未采取适当的污染防治措施，直接向

罚款。
第九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饮用水供水单位供水水质不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由所在地市（州）、县（市、区）

水体排放畜禽粪便、废水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

人民政府供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正，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ｈ门拿窄

第八十九条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

准，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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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
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

责令停产整治。

由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生态环

罚款；造成水污染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

境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染，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

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

措施的，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

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

门按照职责分工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需费用由船舶承担∶

未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改

（一）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放船舶的残油、废

建、扩建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
取措施、给予处罚。

油的；
（二）未经作业地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海事管理机构

第九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
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

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

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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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过驳作业的；

（三）船舶及有关作业单位从事有污染风险的作业活
动，未按照规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的；
（四）以冲滩方式进行船舶拆解的。

第九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企业事业单位不按照
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或者在水污染事故发生

后，未及时启动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

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九十五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附 录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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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中小学校安全条例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日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４９号）

第一章 总则

需经费。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保障学校日常安全工作所需

经费。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中小学校安全管理，保障学校安全

第七条 学校应当履行安全工作主体责任，建立健全

和学生、教职工、学校的合法权益，维护学校秩序和社会
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学生在学校期间以及参加学校组织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条例。

校外活动中的安全。
学校教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履行中小学校岗位

安全职责。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中小学校（以

第八条 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所在学校安全管理

下简称学校）的安全保障、学校以及周边安全管理、安全

制度，服从学校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不得有危及学校、学

事故处置等相关工作。

生自身或者他人安全的行为。

法律、行政法规对学校安全管理已有规定的，依照其

学生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与学校共同做好

规定执行。

学生的安全教育。

第三条 学校安全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
的方针，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政府负责、属地管理、家校

第九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
人联合会等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协同做好学校安全

共建、社会协同、综合治理的原则。

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安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学校安全知

全工作，完善学校安全工作机制，建设学校安全防控体

识宣传，发布学校安全公益广告，客观公正报道学校安全

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组织开展学校安全工

有关信息，营造良好的学校安全舆论环境。

作的专项督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学校主

第十条 鼓励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展有关学校安全
的教育培训、技术研发、管理研究和宣传评价等活动。

管部门（以下简称学校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职责，对学校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危害学生和教职工人

开展安全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司法行政、自然资源、生态
环境、住建（城市管理）、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卫生健
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做好相关

的学校安全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其职责做好

本辖区学校安全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保障公办学校安全工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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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财产安全以及学校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向教育、公安
等部门投诉、举报。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

处理。
第二章 校园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主管部门在校园安

全管理工作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安全教育和安全事故

预防处理机制；
（二）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学校消除安全

隐患；
（三）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安全应

急预案，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四）组织学校负责人以及安全保卫等相关人员开展

安全培训；
（五）加强对学校教职工法治教育、师德师风教育和

工作纪律教育的督促检查；
（六）指导学校定期开展房屋、设施设备安全检查鉴

定，及时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七）履行校车安全管理的相关职责；
（八）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学校安全管理工

作，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学校安全事故进行救

援和调查处理；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学校安全工作。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
职责，按照下列规定做好校园安全管理工作；

（一）公安机关指导学校做好内部安全保卫工作，协

校长是学校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选聘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

和聘请法律顾问，协助学校开展法治和安全教育。

第十五条 学校或者学校举办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投

保校方责任险。
鼓励学校购买无过失责任险和食品安全、体育运动伤

害等领域的责任保险。鼓励学生、学生监护人投保学生意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加强学校安全信息化、智能化建

监控系统和紧急报警装置，接入相关监控或者报警平台。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和地方课程设

置要求，将安全教育纳人教学内容，结合学校地域实际和
学生的年龄特点，对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

意识，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能力。

学校应当定期开展应急疏散和自救互救演练，提高学

生的应急避险技能。
学校应当定期对教师、安全保卫人员以及其他职工进

做好学生上、下学和集体出行等重点时段高峰勤务工作；
（二）卫生健康部门指导学校开展卫生防疫和卫生保

行教育培训，提高教职工的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
能力。

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指导学校建立健全健康

第十八条 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实行封闭化管理，应

工作；指导有条件的学校做好卫生（保健）室建设；监督
指导学校做好学习与生活环境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和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工作；指导学校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依法调查处理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当根据实际需要在校门口设置硬质防冲撞设施。
学校应当加强对校园交通安全的管理，未经学校允

许，机动车辆不得进入校园。
学校应当合理确定学生日常入校时段。小学应当建立

低年级学生接送交接制度。

（三）住建部门指导学校加强对其建筑物、燃气、给

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落实消防安全制度，加强消防设

排水、供暖等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加强对学校工程建设质

施和器材日常维护、更新，设置消防安全标志，保证疏散

量安全的监督管理；

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畅通。

（四）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学校制定落实学校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监督检查学校食品安全状况；指导学校制定食
品安全工作应急预案，依法调查处理食品安全事件；依法

对学校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管；
（五）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指导学校做好实验室过期报
废危险化学品、放射物质的回收和处置工作；

（六）应急管理部门监督指导学校做好防灾减灾、危
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和消防安全等工作；

第二十条 学校的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安全标准，按照
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施工。
学校应当加强校舍防雷等安全工程设施建设、检测。

学校的运动场以及教室、宿舍、食堂等场所的装修材
料应当符合环保标准。
第二十一条 学校应当建立用水、用电、用气、用暖

等相关公用设施设备的安全管理、定期检查制度，发现老

（七）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学校主管部门做好学校法治

化或者损毁的，及时进行维修或者更换。
第二十二条 学校应当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建立食品

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指导有关法律服务机构为学校安全

安全管理制度，执行食品安全的索证索票、进货查验、登

事故受伤害者提供法律服务；指导有关调解委员会依法做

记、留样等制度，保证可追溯；食品加工过程，餐具清洗

好相关调解工作。

消毒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第十四条 学校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
规定，建立健全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学校应当加强对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设立安全工作

机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保卫人员。
公办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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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器材，安装符合规定标准的视频 ２０２１

外伤害和疾病等保险。

助学校处理校园突发事件，配合学校做好安全教育工作，

检查、卫生消毒等卫生安全管理制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ｈ门拿窄

学校应当定期检查饮用水的卫生安全状况，保证师生

饮水安全。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应当依法取得健康证明。

第二十三条 学校应当建立实验室、实训室安全管理

制度，加强对危险物品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和处置等

附录｜４７５

环节的监管，完善和规范实验、实训工作规程以及操作流

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应当签

程，落实岗位安全责任，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实验、

订实习协议，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实习单位应

实训过程安全管理。

当对实习学生加强安全保护，不得安排可能影响学生身心

第二十四条 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具有从
业资格的专职医务（保健）人员或者兼职卫生保健教师，
２Ｒ象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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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春（秋）

落实学生定期健康体检制度。

游、夏（冬）令营等集体外出活动前，应当自行开展安全

学校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开

风险评估、制定安全方案和应急预案，提前拟定活动计划

务，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筛查、干预机制；发现学生心理或
者行为异常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并及时告知学生监

采取下列安全措施∶

年鉴 设心理健康课程，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和疏导服
２０２１

健康的实习活动。

护人。
学生监护人发现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其他
生理、心理异常情况的，应当及时如实告知学校。学校应

当给予关注和照顾，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并依法保护个人隐私。
学生生理、心理状况异常不宜继续在学校学习的，应

当休学，由学生监护人安排治疗、休养。
第二十五条 学校应当建立和落实传染病防控制度，
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控和流行

病学调查；校园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按照规定立

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学校应当制定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公共卫生

安全教育，做好学生免疫、通风消毒、学生因病缺勤登记

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学校应当加强学生考勤管理，严格执行

报主管部门备案，并做好学生安全教育，保障学生安全。
第三十一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大型集体活动，应当

（一）自行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制定安全方案和应急

预案；
（二）成立临时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三）安排必要的安全管理人员，并明确和落实其安

全职责；
（四）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提示；
（五）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安全措施。

第三十二条 学校教职工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工

作纪律，不得侮辱、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学生，不得

侵犯学生合法权益。
学校以及教职工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的，应当及
时告诫、制止，依照有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其年
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戒措施，加强与学生监护人

的沟通联系、共同教育。
第三十三条 对患有精神性疾病、传染性疾病或者其
他可能影响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身心健康疾病的教职工，

学生上、下学时间规定，发现学生未按时到校、擅自离

学校应当及时采取心理疏导、离岗治疗、调整工作岗位等

校、失去联系等情况时，应当及时告知学生监护人，并采

必要处置措施。

取相应处置措施，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寄宿制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宿舍安全管理制度，配备专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预防、

人负责学生宿舍管理，落实值班、巡查责任，并根据男

处理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政府部
门、学校、家庭、社会参与的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防治工

生、女生的不同特点加强对宿舍的安全管理。

作体系。

学校应当制定教职工宿舍安全管理制度，对在教职工

学校应当健全完善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工作制度，建

宿舍居住的人员加强管理。
第二十七条 学校应当在通道、楼梯、出入口等容易

立校领导、安保人员不定期巡查制度，加强学生日常行为

发生人员拥挤的场所设置疏导标志或者警示标志。

生、学生监护人和社会公众的举报投诉渠道，防范学生欺

在学生上下课、上下学和组织有关集体活动时，学校

应当安排专人组织疏导。

教育管理，开展警示教育，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畅通学

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学校对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学生

第二十八条 学校应当建立校园安全检查制度，落实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处理，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家庭教

日巡查、周排查、月报告和校园安全网格化管理等制度，

育指导；对遭受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及时采取措施予以保

发现安全隐患应当及时处置或者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九条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的集体劳动、社区服

护，开展相应的心理疏导；对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学

务、教学实习或者社会实践活动，应当适合学生的心理、

生理特点和身体健康状况。

校应当进行批评教育，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处理。
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
安机关、学校主管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学校组织学生校外实习的，应当事先征得学生监护人

学生监护人发现学生有欺凌、暴力或者其他可能引发

同意并取得学生监护人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在实习前对实

学校安全事故的行为，应当及时予以教育纠正，并及时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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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学校。

建筑、市政公用工程、拆除工程施工安全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学生

第四十二条 公安、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

工作制度。对性侵害、性骚扰学生的行为，学校不得隐
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学校主管部门报告，配合相关

管、城市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采取以下措施维
护校园周边安全∶

部门依法处理，并对遭受性侵害、性骚扰的学生及时采取

保护措施。

（一）依法取缔在校园安全保护区范围内设立的歌舞

厅、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等经营场所；

第三章 学校周边安全管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按

（二）依法查处接纳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取缔各种涉及反动、淫秽、色情、暴力内容的经营

活动以及在学校周边兜售非法出版物的游商、无证照摊点

照国家相关规定对学校进行规划、选址，避开可能发生地
质灾害、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灾害的区域。
学校位于可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

和非法经营的诊所等；

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或者存在其他安全隐患区域的，县级

生身心健康的有毒有害食品、玩具等；依法监管校外托护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或者组织学校迁移。

点食品安全工作；规范校园以及周边药品经营秩序，严厉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校园周边合理

（三）依法监督管理校园周边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的食品生产、经营行为；依法查处危害学

第四十三条 学校主管部门发现学校周边存在危害学

校周边治安形势研判预警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学校周边环

校安全的情形或者重大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通知学校，

境联合检查、综合治理。

指导学校予以防范，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同时通报政

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把学校周边地区作为重点
治安巡逻区域，在治安情况复杂的学校周边地区增设治安

府其他有关部门。

岗亭、报警点和视频监控设施，保障学校周边治安安全。

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并向学校主管部门或
者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章 安全事故处置

（一）在学校门前道路设置交通警示标志，施划人行
过街天桥、路灯等设施；有条 件的，应当设置临时接送学

生车辆的停车点；

第四十四条 学校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

安全事故报告、处置和部门协调机制。

第四十五条 发生安全事故后，学校应当立即启动应

（二）依照校车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做好校车使用

急预案，依法采取防范、控制、救助、抢险等措施，并按

许可、校车驾驶人、校车通行安全、乘车安全等相关监督

照规定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管理工作；
（三）依法查处学校周边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

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强对农村地区交通工具的监督管理，禁止没
有资质的车船搭载学生。
第四十条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城市管

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采取以下措施维护校园周边

安全∶
（一）对学校周边区域的山体、水流和建筑物、构筑

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进行安全监测，在隐患区域设置防护设
施和警示标志，向学校发出安全预警，并予以及时处置；

（二）依法查处学校周边噪声、粉尘、空气污染等影
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违法行为；
（三）依法查处在学校周边设立易燃易爆、剧毒、放

门；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的，同时报告应急管理部门；发生
教职工和学生伤亡的，应当及时告知受伤害者亲属和学生

监护人。
符合启动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条 件的，有关部门接到报
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属于重大或者特大安全事故

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第四十六条 发生安全事故后，学校应当保护事故现
场以及相关证据，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

教职工、学生、学生监护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配
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安全事故调查、处理。
第四十七条 在学校安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学

生、学生监护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或者故意损毁公私

财物；

射性、腐蚀性等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场所或

（二）侵占、毁损学校房屋、设施设备；

者设施的行为。

（三）在校园内或者学校周边安全区域内设置障碍、

第四十一条 住建部门依法对校园安全保护区内房屋

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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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发现学校周边存在危害学校安全的情形或者重大

各自职责，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学校周边安全∶
横线，并根据需要设置交通信号灯、视频监控、减速带、

甘肃

打击非法销售药品行为。

设定安全保护区，落实校园安全保护区工作职责，建立学

第三十九条 公安、住建和交通运输等部门应当按照

Ｔ章

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

附 录 ４７７

泼洒污物、断水断电、堵塞大门、围堵办公场所和道路；

权益、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者阻挠、干涉学校安全事

（四）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停放尸体；
（五）以不准离开工作场所等方式非法限制学校教职
工、学生人身自由；

故调查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

（六）跟踪、纠缠学校相关负责人，侮辱、恐吓教职
【肥Ｒ０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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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生；

给予处罚。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学校安全
管理职责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七）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学校；
（八）在互联网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学校安全管理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

（九）其他扰乱学校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行为。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有前款行为或者有其他侵犯师生合法权益的，学校应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三条 学校未依法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造成

当立即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置。

第四十八条 学校安全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当
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或者诉讼方式解决。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依法履行

学校安全事故的，对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司法行政部门可以根据需要会同

依法给予处分；对民办学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学校安全事故人民调

育促进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四条 学校教职工未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学校

解委员会，依法开展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工作。
第四十九条 发生学校安全事故，出现影响或者可能

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虚假信息或者不完整信息

给予批评教育；造成学校安全事故的，由学校或者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学校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学校应

第六章 附 则

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澄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财产

４７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中小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校
（含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
依法批准设立的其他教育机构的安全管理工作，参照

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省政府令
面门拿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
甘政发〔２０２０】６０号

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

三、严控野外火源

（国务院令第５４１号）《草原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４２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高火险
区的巡逻管控，严防死守敏感地区和重要设施；扎实推进

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今冬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形

打击森林草原违法用火行为专项行动，加大巡查密度和巡

势，确定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１０月１日

查频率，及时发现并处置火灾隐患。要全力筑牢用火审批
防线、人山检查防线、日常巡护防线和联防联保防线，对

产和国家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森林防火条例》

至１２月３１日为全省草原防火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１
期。为切实做好２０２１年度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发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负有监管责任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监护责任，防止被监护人因玩火引

布如下命令∶

发森林草原火灾；进入林区、牧区的一切车辆和人员应当

年５月３１日、１１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为全省森林防火

一、落实防火责任

自觉接受登记检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配合检

严格落实《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全

查，不得拒绝、阻碍。公安部门加大对森林草原火灾肇事

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水平的意见》（甘政办发〔２０２０〕９５
号）要求，落实以地方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森林

者的打击力度。
四、强化宣传教育

草原防火责任制，强化行业职能部门监管责任、森林草原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组织开展全民

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
的，主管部门要建立森林草原防火联防机制，明确联防职

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对＂１２１１９＂森林
（草原）防火报警电话的宣传，组织好防火＂宣传月＂＂宣

责，协同做好联防区域内的森林草原防火工作。

传周＂活动，大力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五进＂宣传活

二、发布禁火命令

动，即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增强

在春节、元宵、清明等传统民俗祭拜节日、假期及

公众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做到森林草原防

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危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灭火常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着力营造群防群治、群策

府可以根据需要适时发布禁火命令，规定森林草原禁火

群力的良好氛围。

时间、范围、内容和措施，要求进入林区、牧区人员必

五、加强值班值守

须做到＂五严禁＂∶严禁吸烟、野炊、烧烤、点火把、生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森林草原防火指挥机构必须

火取暖；严禁烧荒、焚烧秸秆、烧灰积肥、焚烧垃圾；

坚持２４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保持政令和火情信息畅通，

严禁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严禁燃放烟花爆竹、点孔明
灯；严禁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

严格执行森林草原火灾归口上报制度，保证火情及时得到
有效控制，并迅速查明发生火情原因。森林草原消防专业

人禁火区。

队伍要实行２４小时执勤、备勤、靠前驻防制度，时刻保持

附录｜４７９

临战待命状态。
六、做好扑救准备

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强化相互沟通协调，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修订和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

积极做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的各项准备，落实防扑火安全
措施，避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

案，确保一旦发生森林草原火灾能够按照预案快速响应、

。
甘肃

上。应急、林草、气象、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要牢固树

迅速处置。要全面开展森林草原火灾专业扑救设备、物资
的清点、摸排、检修工作，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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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 省政府意 见
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甘发【２０２０】５号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

大生产可以反复使用的防疫防护类产品，提高防护物资自
我生产、自我保障能力，推进防疫防护一体化发展。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三）建立防疫产品收储制度。根据疫情发展需要，

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

通过专项贷款贴息支持建立省市县三级医疗防护用品、消

力促进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杀应急物品收储制度。
（四）支持全社会参与疫情防控。对参加疫情防治工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按照政府规定标准取得的临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时性工作补助和奖金，以及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冠肺

维护＂，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重

炎疫情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计入工

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以实行分区分级精

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物资，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县级

准防控为抓手，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统筹做好
＂六稳＂工作，突出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以上政府及其部门、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等渠道，无
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免征增值税、消费税、

贫攻坚任务落实，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全年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

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

（五）建立疫情防控信用奖惩机制。完善参与疫情防
控的企业、个人信用管理体系，强化全社会自我约束，对

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保障

以往有不诚信记录的企业和个人，在防疫期间作出积极贡

（一）加大防疫物资生产。大力发展防疫防护产业，

献的，经认定后给予信用修复。加大信用宽容增信支持，

弥补医疗产业短板。统筹省级现有资金，对复产转产、增

对于企业和个人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失信行为，给

产扩能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的优先给予支持，多措并举解决

予信用宽容支持。引导全省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疫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资金、设备、原料等困难。开辟
生产企业资质快速审批绿色通道，大力支持医用防护口

情防控，对在疫情防控中有突出贡献的，及时在信用网站

罩、Ｎ９５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面罩（含医用防护面罩）、

信用联合惩戒，对在疫情防控期间哄抬物价、囤积居奇、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隔离服等防护用品和低值医
用酒精、生活消毒液等消杀应急物品生产。

趁火打劫等违法违规失信企业，及时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二）大力支持防疫防护生产体系建设。省级绿色产
业发展基金和预算内投资优先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转产、扩

公示，推送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激励，给予增信支持。实施

依法实施联合惩戒。
三、有序组织实体经济复工复产
（六）分级分区域推进复工复产。以县为单位，分区

附 录 ４８１

域推进复工复产。没有新冠肺炎病例的地区，在严防疫情
传入、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抢抓机遇，分不同行

业领域，积极有序复工复产；有散发病例无续发病例的地
区，结合防控形势的变化和防控措施的落实，在做好防

百分点。
（十三）加大担保支持。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

增信作用，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较大、暂时受困的
中小微企业，取消反担保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全省政府

疫、确保安全的条件下，有重点地复工复产；确诊病例数

性担保机构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微企业降低综合费率

较多、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地区，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

０．５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期间提供生活服务保障的相关

甘肃 切实保障国计民生物资的生产、调运和供应，保证群众日
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同时谋划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
年鉴 复工复产。
（七）分行业推进复工复产。认真研究不同行业复工
２０２１ 复产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分类把握，精准施策，

企业，担保费率降至１．５？？下；对疫情防控相关企业，担

逐步推进行业复工复产。必须复工复产的，包括涉及疫情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申请

防控、能源供应、交通物流、城乡运行、医用物资和生活

创业担保贷款时优先予以支持。

，

保费率降至１？？下。２０２０年担保额不得低于２０１９年同期

担保额。加大创业担保支持，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

款、借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可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
展期原则上不超过１年，财政部门继续给予贴息支持。对

必需品生产、饲料生产、市场流通销售等国计民生的领
域，集中一切力量完善保障条件，尽早尽快复工复产，确

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

保正常生产；具备条件复工复产的，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

险费的企业，按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

任，制定防控方案，强化防控措施，支持企业尽快复产达

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缓缴期最长１年。因受疫情

产；尚不具备复工条件的，以疫情防控为主，把握防疫形

影响，用人单位逾期办理职工参保登记、缴费等业务的，

势和时间节点，防止操之过急、盲目开工，待条件具备后
再复工复产，坚决杜绝复工后因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造成

经办机构应及时受理。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职工可按

疫情蔓延。

益。对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符

（十四）缓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对受疫情影

规定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不得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

工、复工的企业，放宽容（需）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

合我省住房公积金缓缴条件的，允许企业缓缴，期限最长
时间不超过１年。

和减容（暂停）期限，电力用户即日可申请减容、暂停、

（十五）加大采购中小微企业产品和服务。全省预算

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申请变更的用户不受＂暂停用电不

单位在满足机构自身运转和提供公共服务基本需求的前提

得小于１５天＂等条件限制，减免收取容（需）量电费。加

下，要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倾斜力度，进一步提高面向中

强增产扩能用电支持，对因满足疫情防控需要扩大产能的

小微企业采购产品和服务的金额和比例。

（八）加大用电支持。对疫情防控期间暂不能正常开

企业，原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缴纳容（需）量电费

（十六）加大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清理力度。各级政

的，实际最大用量不受合同最大需量限制，超过部分按实

府、国有企业要依法履约，避免形成新的拖欠，上半年清

计取。

偿一半以上。有条件清偿的欠款和疫情防控必需、保障城

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九）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在疫情期间，按照要求

市运行必需、群众生活必需、涉及重要国计民生及重点项

坚持营业且不裁员、少裁员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的中

对欠款额度较大的拖欠主体要挂牌督办，确保年底前应清

目建设相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欠款上半年＂清零＂。

小微企业承租地方国有企业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鼓
励地方国有企业与承租方协商给予租金适当减免支持，具

尽清。

体由双方协商确定。

内重大项目招标中不得限制和排斥中小微企业参与招标，

（十七）鼓励中小微企业参与省内重大项目建设。省

（十）补贴企业研发成本。根据研发投入实际情况，

不得将企业规模、业绩和性质作为资格审查的条件，对符

统筹利用科技重大专项等现有专项经费，给予每家最高不

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中标；省内重大

超过２０万元的研发费用补助。

项目总承包单位按规定可以分包的项目，优先分包给中小
微企业，在设备材料采购中优先使用中小微企业合格产

（十一）办理延期纳税。受疫情影响纳税困难的中小
微企业，可依法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３个月。

对受疫情影响的＂定期定额＂户，结合实际情况合理调整

定额或简化停业手续。

品；按合同优先支付中小微企业款项，不得拖欠。
（十八）确保企业正常生产。对经政府认定的疫情防
控物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电、气、水等基本生产要

场报价利率（ＬＰＲ）定价基准的运用，推动２０２０年全省普

素，疫情防控期间实行＂欠费不停供＂措施。推行＂不见
面＂网上办电服务，鼓励企业等用户运用＂网上国网＂

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２０１９年再下降０ ５个

ＡＰＰ进行线上办电，提升办电效率。

（十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快和扩大１年期贷款市

４８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五、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十九）允许新购设备成本税前扣除。对疫情防控重

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扩大产能新购置的
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

息，省级财政按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利率的４０？？行

贴息。

（二十七）设立省级专项贷款。对列入全省重点保障

税前扣除。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相比新增加的期末留抵税

企业名单的企业合理信贷需求，设立疫情防控专项贷款，
提供利率不超过上月１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的

额，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

优惠贷款支持，省财政给予实际贷款利率５０？？贴息，期

ｈ门拿窄

（二十）减免运输疫情防控物资增值税。对纳税人运

限不超过１年；设立中小企业专项贷款，由各级政府和银

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纳

行共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提款报账、封闭性运行制
度，确保３年内贷款规模达１０００亿元；由省市县三级财政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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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
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二十一）减免疫情防控进口物资纳税。自２０２０年１

贴息设立鲜活农产品收储加工专项贷款，专款专用、提款

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对境内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

（二十八）设立肉、奶和小麦等粮食进口储备专项贷

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

款。比照我省特色产业专项贷款政策，设立肉、奶和小麦

税、消费税。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进口的直接用于疫

等粮食进口储备专项贷款，加大贴息贷款支持，给予进口

情防控物资免征关税。

运输补贴，扩大粮食进口储备。

（二十二）给予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续贷支持。对有发
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得

报账、封闭运行。

六、着力推动稳定就业
（二十九）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在全省开

在疫情发生６个月内抽贷、断贷、压贷，帮助企业解决融

发３万个公益性岗位基础上，由市县根据劳动力返岗滞留

资困难。充分发挥应急周转资金作用，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予以展期或续贷。

情况和防疫工作需要，再开发２万个乡村公益性岗位，所

（二十三）发行企业债券。支持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

（三十）有序组织劳动力输转。对以外出务工为主、

各类债券，对发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控的，建立绿

参加有组织输转的农村贫困劳动力，利用扶贫资金给予差

色通道。对存量企业债允许发新还旧，增强政策性担保工

别化、阶梯式奖补，鼓励其外出务工、长期务工和稳定

具对债券发行的增信支持力度。
（二十四）增加信贷规模。全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务工。
（三十一）实施援企稳岗政策。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对不

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其中国有大型银行普惠型小微企

裁员或少裁员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

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增速，提高中小微企业的首贷率，

险费的５０？？对受疫情影响较大，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

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投放，确保中小微企业信贷量

难且恢复有望、上年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且坚持不裁员或

增价降，满足信贷需求。落实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要求，增

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６个月全省月人均失业

加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支持相关企业最大

保险金和上年末参保职工人数确定。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

限度减轻疫情影响。

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与职工集体协商，采取协商薪
酬、调整工时、轮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保留劳动

（二十五）加大融资金融机构奖励扶持力度。对企业

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提供主承销服务的金融机构，按其年度

２０２１

需资金从市县扶贫资金中列支。

关系。

累计发行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对承销民营企业债务融

（三十二）鼓励就近吸纳农民工就业。统筹使用就业

资工具按２倍标准给予奖励。对创设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且
不需要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的金融机构，给予每个

补助和扶贫等资金（不包括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贫困

项目１０万￣３０万元奖励。对使用央行支小再贷款发放小微

企业、扶贫车间、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各类生产经营主体

民营企业贷款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按不超过再贷款使用

吸纳本地贫困劳动力且稳定就业半年以上的，按３０００元／

金额的０．５？？予贴息性奖励。
（二十六）用好央行专项再贷款政策。落实疫情防控

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稳定就业１年以上
的，按５０００元／人标准给予生产经营主体一次性奖补。对

重点保障企业信贷支持政策，疫情防控期间，对卫生防

各级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中介机构有组织输转

疫、医药生产、医疗器材、医用基础设施、重要生活物资

贫困劳动力，表现突出的，给予奖励。对用工企业吸纳就

等疫情防控相关领域合理融资需求，金融机构要特事特

业人员的培训费，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等直接奖补给企业。

县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实行吸纳用工补贴政策。

办、急事急办，提供足额信贷支持。对列入全国重点保障

七、大力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企业名单的企业合理信贷需求，提供利率不超过３．１５？？
优惠贷款支持，中央财政给予企业实际贷款利率５０？？贴

（三十三）抓好春耕生产。抢抓农业春耕生产时机，

强化农业春耕生产资料供给保障，在突出供销联社保障农

附录｜４８３

资供给主渠道作用的同时，进一步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准化、工业化、数字化的现代经营模式，建立原料基地或

组织采购种子、化肥、农膜等农资保障供应中的重要作

定点品牌供应企业，扩大＂中央厨房＋配送＂经济，通过

用。整合涉农财政资金，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采购、

规模化经营降低成本、树立品牌，为消费者提供特色化、
订制化的厨房产品，保障市民餐桌安全。

统一储备、统一配送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支持政策。严
禁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确
２卫有

甘肃

保春耕生产所需农资运输畅通、供应及时。

（四十一）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消费服务。充分利用现

代科技手段及数字信息技术，支持ＶＲ／ＡＲ、５Ｇ、３Ｄ等技

（三十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按照应保尽保、愿

术在商业、教育、文化旅游、娱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开

年鉴 下放到县，各县可根据实际采取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进

发一批虚拟再现产品，培育虚拟再现服务、体验消费。借

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研发应用，发展无人零售

行招标，确保完成今年农业保险 １１个中央补贴品种、７个

及餐饮，发展＂电商＋长短视频＋直播＂，提升消费者的体

省级补贴品种、７８个＂一县一（多）品＂的保险任务，切

验度。依托网络平台开展企业形象宣传、信息传递和产品

实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和出现灾害极端天气时贫困地区农民

线上推广，大力发展网络诊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数

能稳定增收。

字娱乐、线上咨询培训等线上服务，构建服务业新业态。

２０２１

保必保的要求，从２０２０年开始，农业保险机构遴选权全部

（三十五）做好特色农产品调运销售。严格执行国家

（四十二）推广外贸发展新模式。鼓励外贸企业在线

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进一步发挥各级农产品产
销协会作用，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对接市场的优势，进一步
拓展东西帮扶协作重点特色农产品销售市场，确保我省

洽谈业务，寻找合作商机。支持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沿

肉、蛋、奶、蔬菜、果品等＂菜篮子＂产品运得出、销得

中西亚等市场建设（租赁）海外仓。

线３０个重点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支持跨境电商业态
发展，加快境外营销网络布局，重点在东南亚、中东欧、

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农产品销售的影响。发挥全省农

九、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产品市场作用，加大蔬菜调运支持力度。

（四十三）给予省外转移企业运费补贴。对新引进大

（三十六）建立鲜活农产品季节性收储机制。在疫情

量吸纳就业的各类企业、经认定的扶贫车间（含东西部帮

期间，设立省市县专项收储加工资金，鼓励支持龙头企

扶省市在我省创建的扶贫车间）跨省区调用原料和成品的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做好肉、蛋、奶和粮食等农产品收

运输，对其运输费由省市县三级按５０？？予补贴。

储加工，给予收储加工专项贷款及利息补贴、增信担保，

确保鲜活农产品市场供需平衡。
（三十七）鼓励发展冷链物流。以我省草食畜、优质

林果、高原夏菜、马铃薯、中药材、现代种业等重点产业

（四十四）加大省外转移企业税收奖励。进一步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大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若干措施》，凡来

我省投资办厂（包括扶贫车间）的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按新增地方留成税收（５年内）给予等额奖补。

为支撑，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农产

（四十五）给予资金注入支持。使用绿色生态产业发

品冷链物流设施。对库容１００００吨以上的冷链物流设施补

展基金，对有需求的新投资省级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给予

助标准从１４０万元提高到２２０万元。针对农村水果、蔬菜

不低于注册资金１０？？股权投资。

卖难问题，支持乡村库容１００￣１０００吨中小型保鲜库建设，

十、全力推进重大项目

库容１００吨奖励１５万元，每座保鲜库最高奖励１００万元。

（四十六）大力简化下放审批权限。对县级以上政府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买冷藏车给予一定补贴。

相关规划中已经明确的政府投资项目，可不审批项目建议

八、培育新业态新消费
（三十八）支持旅游等行业发展。扶持文化旅游、交

模较小、技术方案简单且资金已落实的政府投资项目，可

通运输、住宿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对全省６８１

直接审批初步设计及概算或实施方案；为应对自然灾害等

家旅行社，暂退旅游保证金约１．２亿元。鼓励有条件的市

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政府投资项目，可将项目建议

县对疫情期间损失严重的部分交通运输企业给予一定补贴

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合并为可行性研究报告
（代初步设计）进行审批。

或出台优惠政策。

书，直接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建设内容单一、投资规

（三十九）加快发展新商业模式。支持企业加大网上

（四十七）实行＂不见面审批＂。依托全省投资项目在

销售、更好拓展市场。确保生活保供类电商企业正常运

线审批监管平台，打通＂无纸化＂申报、审批渠道，全面

行。支持商贸企业利用ＡＰＰ、小程序等方式维护和拓展客

推广网上收件、网上审批和网上出件。对按规定确需提交

户，特别是利用电子商务开展日常生活必需品销售，发展

纸质材料原件的，推行承诺制，待疫情结束后补交纸质材

＂线上下单、无接触配送＂模式。开展农产品＂生鲜电商＋

料。抓紧谋划一批村组道路、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等项目，

冷链宅配＂，积极扩大＂宅消费＂。

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前期工作，确保尽快开工。

（四十）着力打造＂中央厨房＂。支持餐饮企业发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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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开辟采购招标绿色通道。对于疫情防控急

需的应急医疗设施、隔离设施等建设项目，可由业主确定

到位。

发包对象，或者在招标时酌情缩短有关时限要求。在疫情

（五十三）强化组织引领。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防控期间，对于重大项目、民生工程项目，大力简化招标
程序，经认定可以采取邀请招标等方式组织交易。加快推

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乡镇街道、农村社区党
组织要筑牢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

进全流程网上交易，确保交易活动规范有序开展。

要认真做好本单位疫情防控工作，医疗卫生战线基层党组

（四十九）保障疫情防控建设项目用地计划指标。对

织要做好医疗救护、基础预防等工作。要在疫情防控一线

门实

疫情防控建设项目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应保尽保，计划

考察识别干部，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

指标挂账使用。疫情防控急需使用土地可先行使用，对选

的实际表现、具体事例记录在案、分析研判，作为评价使

甘肃

址有特殊要求，确需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

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表现突出的及时表扬表彰、大胆

的，视作重大项目允许占用。需要转为永久性建设用地

使用。

的，在疫情结束后６个月内，申请补办用地手续。设施农

业用地可以使用一般耕地，不需落实占补平衡。

（五十四）营造良好环境。要做好疫情信息发布和舆

论引导工作，依法依规、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做好疫情信

（五十）加大突出贡献者奖励。统筹使用省级财政安

息发布工作，回应社会关切，消除群众疑虑。要认真做好

排１０亿元高质量奖励资金和１万亩土地指标，对疫情期间

政策宣传解读、疫情防控知识和法治宣传教育，提高群众
自我保护能力。要大力宣传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干部

作出突出贡献的地区、企业、项目给予奖补和贴息支持。
十一、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年鉴
２０２１

职工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典型事迹，大力宣传各级基层

（五十一）靠实政治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

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的生动场景，，

导干部要切实履行政治责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把疫情防控斗争中激发出的昂扬斗志和无畏精神转化为富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强化责任担当，超前主动谋划，聚

民兴陇的强大动力。要依法严厉打击暴力伤害医务人员，
利用疫情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制售假劣药

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加强疫情防控形势

品、医疗物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

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研判，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

序，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施，细化实化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措施，坚决确保党中

（五十五）严明工作纪律。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

央、国务院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如期完成。各级领导

僚主义，大力精简文件会议，严禁层层多头重复填表报

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要站位一线、靠前指挥，把统筹做好

数，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次大战和大考，在大战中

展中。要进一步严明纪律，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打折扣、作选择、搞变通

（五十二）狠抓任务落实。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对

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担

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安

当不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的，对利用政策措施弄虚

排，在抓实抓细抓到位上下足功夫，找准职责定位，细化

作假、骗取资金或其他政策支持的，坚决依法依规严肃

任务分工，建立健全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和工作台账，逐条
逐项抓好落实。各责任单位要主动履职尽责，细化完善措

查处。

施，明确完成时限，加强协作配合，紧盯不放抓好各自任

本意见的具体举措。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其中部分

务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
督查力度，开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落实情

政策根据疫情防控情况进行调整。其他相关政策遵照国家

各市州和省直有关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贯彻落实

出台支持政策执行。

况专项督查，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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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生产力布局，进一步推动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

施。 加强与中核集团、中科院等企业院所合作，积极推进

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新旧动能转

产学研融合发展，进一步培植壮大核产业发展优势。（责任

换，构建全省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出如下意见。

单位∶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科

一、总体要求

技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兰州市、酒泉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市、嘉峪关市、武威市、白银市等）
３．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制造业。 充分利用中国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

（甘肃）

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突出改革引

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等平台，加快建设国家中医药产业

领，实施创新驱动，优化服务理念．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

发展综合试验区、兰州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道地药材

和高效聚集．由点扩面，以面成带，建立区内一体、区外互

标准化示范基地等新平台，培植壮大南向通道道地药材产

动、相互支持、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和

多点增长、多极驱动、多带协同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业链。 着力发展新型疫苗、现代中药（藏药）、生物制药
及新型兽用药物等产业。 发展以碳离子治癌设备为引领的

格局。

先进医疗设备和医疗器械制造业。 积极发展医疗防护产

二、 主要任务

业。 支持相关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壮大。（责任单位∶省卫生

（一）聚力强点，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

健康委、省农业农村厅，兰州市、定西市、天水市、张

聚焦产业升级转型目标，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突

掖市、陇南市、平凉市、甘南州、兰州新区等）

出产业链带动，以各类园区为载体．突出重点，多点培育，突

４．数据信息产业。 加快发展互联网、云计算、区块

出发展后劲大、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加快培育成为新的增

链、物联网、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通信服务业及５Ｇ技术

长点，力争新的增长点产业年增长速度高于地区生产总值

创新应用。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

增长２个百分点以上。

加快工业操作系统和工业大数据管理系统研发应用。 大力

１．综合能源产业。 立足综合能源优势，优化产业布局，

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体系。 加快推进丝绸

加快能源通道建设，构建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的现代
能源产业体系。突出风光电、改性甲醇制造、氢能产业

之路信息港、 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以及兰州白银国家

综合开发和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 加大新能源电池材料

建设兰州、天水等大数据中心，推动大数据产业集聚发

和储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加快发展新能源先进装备制

展。 加快培育一批数字金融、数字医疗、数字交通、数
字旅游等数字经济实体。（责任单位∶省工信厅、省发展改

造业。 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水平，努力打造综合能源产业重

要增长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各市州，

兰州新区）

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 加快

革委、省科技厅，兰州市、白银市、天水市、金昌市、
平凉市、庆阳市、张掖市、兰州新区等）

２．核技术产业。 以发展核燃料循环及乏燃料后处

５．特色农产品产业。 大力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立

理、 核能清洁利用、核技术利用、涉核装备制造及生产

足我省特色优势资源和品种，继续把＂牛羊菜果薯药＂和

性服务业等配套产业为重点．积极推动低温供热堆、 同位
素制备及应用、 国产碳离子治疗装置产业化等项目落地实

现代制种作为主攻方向，突出特色产业大县、大市创建，加
快建设集中连片绿色标准化种养殖基地、绿色食品加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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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食品包装营销基地，发展有机农产品加工出口产业。

委、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

加强全国种业基地建设，建设全省种质资源信息库和种质

省文旅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金

资源基地。加大对地理标志农产品的开发、 加工和营

融监管局，兰州市、兰州新区）

销。 加强现代农业流通体系建设，构建系统完整的农产品

９．高水平建设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 围绕全省新的增

加工、冷链、仓储、物流、销售体系。 在特色优势产业

长极、兰州城市副中心、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三篇文

地区建设产地冷链仓储物流设施．提升大型农产品产地市

章＂ 一起做，聚焦科创、文创、创智、 创造．强化生态环

ｈ门拿窄

场的集散功能，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链。（责任单位∶省农

境建设，着力提升区域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加快形成产
学研一体、产城融合、校城互动大格局．重点培育绿色生

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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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酒泉市、张掖市、武威市、定西

市、天水市、陇南市、平凉市、庆阳市、金昌市、临夏
州、甘南州等）
６．电工电器和集成电路制造业。 加快智能终端产品制

态产业、科技创新产业、高端文化产业、大健康产业和

数据信息产业，突出打造全省创新驱动新引擎．辐射带动周

造、集成电路、电子材料与元器件、电子电器制造业发

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省委编办、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农

展。推进建设一批智能制造产业园，扶持和引进手机、计

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文旅厅、省卫生健康委，，兰

算机、机器人、 监控设备等智能装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的

州市、定西市）

研发及生产制造类企业。 做大做强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产业

１０．着力打造大敦煌文化旅游圈。 依托＂一节一

及集成电路设计和芯片制造业．支持发展人工智能、柔性

会＂构建丝绸之路对外开放和人文交流合作平台，创建丝

电子、ＬＥＤ封测及应用等新兴领域．推进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集成电路技术攻关及研发应用，推进全产业链建设。

绸之路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加快与周边省区合作，打造西

打造智能引领的电工电器和集成电路制造产业集群。（责
任单位∶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天水市、

游目的地，建设国家级文旅产业集聚区和文旅融合创新示
范区，引领和带动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

兰州市、白银市、平凉市、张掖市、兰州新区等）

省文旅厅、省发展改革委，各市州、兰州新区）

７．健康养老业。 促进医疗与养老融合，努力提供优

部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建设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丝路旅

１１．积极培育天水先进制造业基地。 依托天水先进制

质、多样、 便捷的健康养老产品。 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

造产业基础。加强数字技术牵引，做大做强高档数控机床、

服务业，注重培育田园式康养等新业态，促进养生养老多产

系列轴承、 航空维修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积极与周边

业融合，发展智慧养生养老服务，支持养生养老专业化服务

省区合作开发智能航空、智能机床、 机器人制造等新技

组织建设。 建成一批特色突出、优势显著的健康养老产

术研发应用，建设天水微电子产业聚集区和先进装备制造

业基地，培育一批服务优质、带动力强的骨干企业。 推动

产业聚集区。（责任单位∶省工信厅、省政府国资委、省

老年生活照料、老年产品用品、老年健康服务、 老年体

发展改革委，天水市）

育健身、老年文化教育、 老年金融服务、 老年旅游等养

１２．大力培育陇东能源基地。 充分发挥陇东能源资源

老服务业全面发展。（责任单位∶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

优势，建设西部重要能源生产基地、石油炼化基地、传统

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文旅厅、省科技厅等．兰
州市、天水市、白银市、平凉市、庆阳市、张掖市、

临夏州、兰州新区等）
（二） 聚能强极，加快打造新的增长极
突出产业集群功能，在全省具有发展潜力和产业基础

能源

和新能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加强煤油气资源综合开
发利用和产业延链补链。 积极争取建设陇东大型煤炭基

地。（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政府国资

委，庆阳市、平凉市）

的地区打造增长极，推动优势产业走集聚化、城镇化、园

（三） 聚势强带 逐步构建新的增长带

区化道路，强化辐射带动效应，打造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新

依托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突出城市群和中心城市带

高地。

２０２１

８．举全省之力加快兰州新区建设。 继续集中全省优势

动，进一步强化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和市场链接，加强区域
经济联系，串联形成轴线经济带。

资源，推动各类要素汇集，重点打造绿色化工、先进装备制

１３．构建沿黄生态经济带。 抢抓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

造、新材料、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生物制药、 商贸物

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打造沿黄河干流甘肃段经济

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九大优势产业。 积极承接产

带。 在确保生态治理和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生态

业转移，形成产业转移示范区。加快兰州新区国际互联网

补偿机制，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打造沿黄经济带科

数据专用通道优化升级。 加快发展健康养老及会展商演赛

创、先进制造、金融、物流、食品加工业等重要产业，

事等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积极推动兰州新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积极参与跨区域发展。（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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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省生态环境厅、省金融监管局，兰州市、白银市、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空间。

济走廊建设成果。 提升生态和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推进河

（六）强化实施环境提升行动

西五市一体化发展。 建设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利用综合创
业户．

新示范区，着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产业基地、有色金属新
材料产业基地和文旅产业高地。 建成西部绿色生态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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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园和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 机械化制种基地。（责任
品生产加工基地和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２０２１

积极鼓励重大产业项目入园集聚发展，搭建产业与优

定西市、临夏州、甘南州、兰州新区）
１４．构建河西走廊经济带。 向西为主，积极承接中巴经

质企业快速对接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聚合发展，

进一步抓好营商环境建设，实行容缺办理、 多评合

一、区域化评估、全程代办、承诺制、先建后验等举

措，畅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四、政策支持
（一）投资政策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交通运输

实施项目清单管理．省预算内投资资金倾斜支持。 对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生态环境

于正在培育的项目，纳入省级重大项目前期项目清单，按照
相关政策优先支持。 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项目库管理制

厅，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
１５．构建陇东南增长带。 依托天水至陇南、庆阳至平

凉至天水等交通连接轴线，建设连接紧密、协作一体的陇
东南经济带，推动整体融入关中平原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及容错纠错等制度机制，充分发挥政策引导和保障作用。

（二）财政政策

加大企业减税降费力度．降低生产成本，切实减轻企业

发展。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加快推进该区域交通、信息和

负担。 用好十大生态产业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现有专

能源通道建设，打造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物流集散地。（责

项资金，支持建设项目。
（三）土地政策
对项目用地指标进行重点保证．土地收益主要用于基

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信厅、省文
旅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天水市、平凉市、庆
阳市、陇南市、甘南州）

三、实施攻坚行动
（一）主动实施点极带突破行动

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 积极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

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供应制度。

（四）人才政策

根据本《意见》出台突破行动方案，对初步形成基础

完善急需紧缺人才引进使用政策．促进人才汇聚。 扎

的产业和区域实行倾斜支持，确保要素配置优先、资金投

实做好新兴产业人才培训工作。 对专业岗位急需的管理人

入优先、公共服务配置优先，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规模

才、特殊人才、技术人才等，实行特岗特薪、特职特聘。

效应。

（二） 加快实施承接产业转移行动
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动参与跨区域经济

完善人才集聚区域生活设施配套，营造良好的引才留才

环境。
五、强化保障

合作，积极承接中、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进一步做大体量。

（一）改革保障

加快群聚，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强化从供给侧突破的意识，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

（三）创新实施产学研协同互促行动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进一步建立健全科技孵化、 成果转化、 创新应用等

用。 加快金融、人才、技术等要素市场改革，为释放新动

制度机制。 鼓励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加强与企业和市场的

能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合作对接，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格局。 以
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升级转型．以资金支持加强创新研发投

（二）组织保障

入，加快形成产学研融合互促、共生共育的良好局面。

（四）大力实施龙头企业培育行动
选择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建立龙头企业培育

坚持和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区域经济工作的领

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完成

任务目标。

（三）监督保障
加强对工作进展落实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适

库，实施动态考核管理．开展＂一企一案＂重点服务，实施

时组织开展实施进展情况评估．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龙头企业品牌战略，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
（五）全面实施产业园区集聚行动。

题，总结新经验。

４８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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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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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政发【２０２０】９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２０２１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

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林草局、省农科院等负责）

中央在甘各单位∶
见》（国发 〔２０１９〕１２号）精神，，结合实际，现提出如下

（三）大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向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集聚。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质量提升
行动，支持依法自愿组建联合社。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

意见。
一、发展目标

支持种养大户发展。鼓励发展龙头企业带动、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

力争用５年时间，构建起以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为引领，

以＂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产业为支撑，以＂五小＂产业
为补充的乡村产业体系，初步走上布局区域化、基地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加工集约化、产品绿色化、营销品牌化、
经营产业化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现代丝路寒旱

各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业企业与小农户开展契约
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合作，把利益分配重点向产业链上游

倾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完善农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利润分
配机制，推广＂订单收购＋分红＂＂农民入股＋保底收益＋按股
分红＂等模式，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试

农业增幅高于一产增幅，农产品加工率达到５７？？以两个

点。（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工信

＂三品一标＂为支撑的＂甘味＂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大幅提
升，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厅、省林草局、省金融监管局、省市场监管局等负责）
（四）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农

二、充分挖掘＂寒旱＂特质优势，培育壮大乡村产业

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加强农产品物流骨干网络和冷链物流体

（一）着力优化产业布局。根据全省寒区、旱区不同气

系建设。发挥省级六大特色产业产销协会作用，联合市县经

候特点和地理类型，变劣势为优势，优化现代丝路寒旱农业

销队伍抱团出省扩大农产品销售。强化甘肃大宗特色农产品

＂一带五区＂产业布局，建设以高原夏菜、都市型农业为主

产地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仓储物流中

的沿黄产业带，以现代种业、种养业循环、戈壁生态农业为

心功能，探索特色农产品线上线下结合的营销体系，全面提

主的河西灌溉农业区，以优质苹果、现代肉牛肉羊产业为主

升特色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的陇东雨养农业区，以中药材、马铃薯等为主的中部旱作农

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省供销联社等

业区，以林果（苹果、花椒、油橄榄、核桃等）、蔬菜、现

负责）

代畜牧业为主的天水及陇南山地特色农业区，以牦牛、藏

三、拓展乡村产业，促进融合发展

羊、藏药等为主的甘南及祁连山高寒草地农牧交错区，形成

（一）做强农产品加工业。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

以＂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产业为重点，地方特色产品为补充

为抓手，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快技术改造、装备升级和规

的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产业体系。建成一批整乡整县整流域区

模扩张，不断提升农产品深加工能力。鼓励农民合作社和家

域化、标准化、规模化连片种养基地和产业大县。（省农业

庭农场发展农产品初加工。打造一批产业链条长、产品附加

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林草局等负责）
（二）大力发展戈壁生态农业。充分利用河西地区光照

值高、市场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大型
骨干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产业强镇，建设一批农产品精深加

充足、温差大、病虫害少等独特优势，集成有机营养枕、水

工基地和加工强县，争创一批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肥一体化、保护地栽培及光伏新能源等技术，着力发展绿色

（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工信厅等

有机蔬菜、瓜果等设施农产品，推进农业生产园区化、企业

负责）

化、循环化和产业化。（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二）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充分挖掘农村非物质文化

附录 ４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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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资源，保护传统工艺，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实

果，持续加大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投入，支持贫困地区

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

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发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鼓励农

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森林人家和康养基地，培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贫困户建立多种形式

育一批美丽休闲乡村、乡村旅游重点村，建设一批休闲农业
示范县，着力打造一批特色旅游村镇和美丽乡村旅游示范片

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大型加工流通、采购销售、投融资企

带。（省文旅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

业与贫困地区对接，开展招商引资，促进农产品销售。鼓励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贫困地区合作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

康委、省林草局等负责）

产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带动贫困户进入大市场。（省农

年鉴 务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开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改造农
２０２１
（三）发展乡村新型服务业。支持供销、邮政、农业服

村传统小商业、小门店、小集市等，发展批发零售、养老托
幼、环境卫生等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深入推进＂互联网＋＂

现代农业，加快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加强数字
农业农村系统建设。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实施农产品依

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扶贫办

等负责）
五、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一）健全绿色质量标准体系。大力实施质量兴农战
略，着力推进农产品生产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建设。制定主

托互联网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

要特色农产品产地环境评价体系、生产加工技术标准体系和
农产品品质监测评价体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程，

快递物流园区发展。（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

健全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测体系、追溯体系，建设一批产

信厅、省商务厅、省供销联社、省邮政管理局等负责）

业大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大县。（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

（四）发展多类型融合业态。跨界配置农业和现代产业

管局等负责）

要素，促进产业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

（二）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建

态势。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

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耕地质量提升与

展创意农业、功能农业等；推进农业与加工流通业融合，发

化肥减量增效行动。加强化肥、农药、兽药及饲料质量安全

展中央厨房、农超对接、直供直销、会员农业等；推进农业

管理，推行水产健康养殖。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
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监管。
（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等负责）

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等。（省农业农

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
文旅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林草局等负责）

（三）打造＂甘味＂知名农产品系列品牌。围绕两个

四、科学合理布局，实现联动发展

＂三品一标＂建设，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建立＂甘味＂

（一）强化县域统筹。在县域内统筹考虑城乡产业发

知名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完善＂＇甘味＇知名农产品区域

展，合理规划乡村产业布局，形成县城、中心乡镇、中心村
层级分工明显、功能有机衔接的格局。立足县域资源禀赋，

公用品牌＋市县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商标品牌＂体系，

突出主导产业，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产业强镇，
创建一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形成多主体参与、多要

农户等共享共创＂甘味＂品牌。（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
厅、省市场监管局等负责）

素聚集、多业态发展的态势。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四）强化资源保护利用。大力发展节地节能节水等资

服务向乡村延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普

源节约型产业。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列入国家禁止类

惠共享。完善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搭建技术研发、人才培训
和产品营销等平台。（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生

产业目录的、污染环境的项目，不得进入乡村。加大农业面

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农业农村厅等负责）
（二）推进镇域产业聚集。采取重点扶持、梯次推进的

方式，推动建立中小城镇、重点镇、特色村合理布局、统筹

加强＂甘味＂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和品牌保护，引导企业与

源污染治理力度，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有效推动畜禽粪污、
秸杆、废旧农膜、尾菜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等负责）

发展的乡村产业体系。以县城所在镇、中心镇和特色镇、沿

六、强化科技引领，推动创新创业升级

国道城镇带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特色产业小镇。支持有条

（一）强化农业技术推广和科技创新。加强现代农业产

件的地方建设以乡镇所在地为中心的产业集群。促进镇村联

业技术体系、科技创新联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高新技术

动发展，支持镇（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有条件的
村建设农工贸专业村。引导农业企业与农民合作社、农户联

产业示范区、科技园区、现代气象为农服务体系建设，建立

合建设原料基地、加工车间等，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村、

积极研发现代丝路寒旱农业配套技术，强化新品种选育，支

增收在户。（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
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等负责）

持种子产业园、种质资源库、县级种子质量监测中心、玉米

种子加工线、种薯企业恒温库建设和肉牛冻配改良等，推进

（三）支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巩固和扩大产业扶贫成

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支持种业育繁推一体化，

４９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联合攻克一批农业领域关键技术。

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大型种业企业。建设一批农产品加工技

术集成基地。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方式。（省科技厅、

省农业农村厅等负责）

衡为主，在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
用地的倾斜支持力度。探索针对乡村产业的省市县联动＂点
供＂用地。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配套制度，开展农

（二）促进创新创业。实施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引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增加乡村产业用地供给。

导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

有序开展县域乡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闲置宅基地、村庄空
闲地、厂矿废弃地、道路改线废弃地、农业生产与村庄建设

人员和＂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创新创业。支持建立
多种形式的创业支撑服务平台，完善乡村创新创业支持服务

体系。创建农村创新创业和孵化实训基地，加强乡村工匠、

复合用地及＂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
综合整治，盘活建设用地重点用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和返乡

文化能人、手工艺人和经营管理人才的创新创业主体培训，

入乡创新创业。（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司法

提高创业技能。（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厅、省林草局等负责）

厅、省人社厅、省退役军人厅、团省委、省妇联等负责）

村领域延伸覆盖，引导各类人才到乡村兴办产业。加大农业

（一）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加强一般公共预算投入保

重点产业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引进和培

障，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支持乡村产业

养力度。建立完善农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大力开展新型职

振兴。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

业农民培养和农民技能培训，推进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

域调剂收益，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乡村振兴。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产业发展基金，重

支持职业学校扩大农村招生。深化农业系列职称制度改革，
开展面向农技推广人员的评审。支持科技人员以科技成果入

点用于乡村产业技术创新。按规定对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

股农业企业，建立健全科研人员校企、院企共建双聘机制，

农村残疾人就业的农业企业给予相关补贴，落实相关税收优

实行股权分红等激励措施。实施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

惠政策。（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税

（省人社厅、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退役

务局、省扶贫办等负责）

军人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农科院等负责）

（二）创新乡村金融服务。综合运用差别化存款准备

（六）构建风险防范体系。加强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

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
重点产业发展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将吸收的存

设，增强防范自然灾害能力。持续推进农业保险增品扩面、

提标降费，完善自然灾害保险和目标价格保险。围绕重点产

款主要用于当地，重点支持乡村产业。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优

业培育，构建中央、省级、市县补贴品种互为补充的风险保

惠政策适用于乡村产业和农村创新创业。发挥农业信贷担保

障体系，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全面落实重要农产品

体系作用，通过实施担保费用补助、业务奖补等方式支持乡

价格保护制度，争取将一批特色农产品纳入全国农产品大宗

村产业贷款担保，拓宽担保物范围。允许权属清晰的农村承
包土地经营权、农业设施、农机具等依法抵押贷款。加大乡

期货交易平台。（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

年鉴

厅、省金融监管局、甘肃银保监局等负责）

八、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乡村产业振兴落地见效

振兴领域的纯公益性项目建设。鼓励发行项目融资和收益自
平衡的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有一定收益的乡村公益性

（一）加强统筹协调。各地要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的工作要求，把乡村产业振兴作为重要任务，摆在突出位

项目建设。规范政府举债融资行为，不得借乡村振兴之名违

置。建立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社会

法违规变相举债。支持符合条件的农业企业上市融资。（人

力量积极支持、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推进机制。（省农业农

行兰州中心支行、省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

村厅牵头负责）

厅、甘肃银保监局、甘肃证监局、省金控集团等负责）

甘肃

２０２１
（五）健全人才保障机制。各类创业扶持政策向农业农

七、健全政策措施，强化乡村产业发展制度保障

村产业项目融资担保力度。支持发行一般债券用于支持乡村

，

（二）强化指导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各类

（三）有序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坚持互惠互利，优化营

服务机构作用，为从事乡村产业的各类经营主体提供高效便

商环境，引导工商资本到乡村投资兴办农民参与度高、受益

捷服务。建立乡村产业监测体系，做好农村一、二、三产业

面广的乡村产业，支持发展适合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种养

融合发展情况统计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省统计局等负责）

业。支持企业到贫困地区吸纳农民就业、开展职业培训和就

（三）营造良好氛围。宣传推介乡村产业发展鲜活经

业服务等。工商资本进入乡村，要依法依规开发利用农业农

验，推广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村创新创业典

村资源，不得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产业，不能侵害农民财
产权益。（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等负责）
（四）落实用地保障政策。耕地占补平衡以县域自行平

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倡导诚信守法，营造
崇尚创新、鼓励创业的良好环境。

附录 ４９１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引领的意见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甘政发〔２０２０】４６号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

工业园区等，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

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

３？？上；到２０２５年，省、市、县三级本级财政科技支出

为全面贯彻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力争达到２．５？？２？？１？？上，

新驱动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激发全省各类创新主体活

兰州新区及各类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区等，财政

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

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５？？上。

快创新型甘肃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

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牢固树

立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
强政策引导，进一步激发我省科技创新活力，完善区域科
技创新体系，增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能力，加快科

——到２０２２年，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３．８件以

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２７６亿元以上。２０２５年，万人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５件以上，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３８８亿

元以上。
二、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１．提升全社会科技创新意识。创新科学普及理念和模
式，向公众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
法、普及科学知识。加强科普基地建设，鼓励各类创新主

体面向公众开放研发机构、生产设施或者展览场所，提供

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全民科学素质，补齐科技创新短
板，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对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支撑

更多的科普场所和载体。组织开展青少年科学普及活动，

作用。

公民科学素质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责任单位；省科技

（二）目标任务

提高青少年创新意识和科学素养，力争＂十四五＂末全省

厅、省教育厅、省科协，各市州政府）

——到２０２５年，全省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２．高水平建设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充分发

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重要产业领域和关键技术环

挥兰州、白银的区位优势、创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

节取得重大突破，科技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科技资

势，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将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纳入

源配置更加优化，创新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科技对经济社

兰州白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适用范畴，有效推动兰

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我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
居全国第二梯队且位次前移。

州榆中生态创新城的建设与发展。支持＂一区多园＂建
设，做大做强国家高新区，推动高新区成为高新技术产业

——到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分别达到

发展的核心载体。围绕我省优势支柱产业、创业创新资

５４．９？？５６．６？？我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全国排位分别提升

源，积极推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示范区创新载

至前２０位、１８位。
——到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全省Ｒ＆Ｄ（研究与试验发

体建设，着力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引导市级经济开
发区、工业园区向省级高新园区转型。（责任单位∶ 省科

展）经费投入强度分别达到１．３７？？１．５？？投人总量分别

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相关市州政府）

达到１４２亿元、１８９亿元；到２０２２年，省、市、县三级本

３．积极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引进一批符合我省产

级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分别达到２？？
１．５？？０．５？？上，兰州新区及各类经济开发区、高新区、

业需求的高新技术企业，促进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
展。对整体迁入我省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其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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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有效期内完成迁移的，根据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行业

培训、人才培养、创新辅导的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

等情况，优先给予省级科研项目支持。省外高新技术企业

地，夯实我省科技特派员工作基础。（责任单位；省科

在我省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经所在园区或市

技厅）

县科技部门推荐、省科技厅审核，直接纳入高新技术企业

８．加大外国优秀人才激励力度。对获得＂甘肃省外国

培育库，列入＂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实施跟踪辅导

专家敦煌奖＂的优秀外国专家每人一次性发放奖金２万

服务。（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税务局，各

元，对获奖外国专家和团队申报引才引智项目可优先给予
科研立项支持。允许在国内重点高等院校获得本科以上学

市州政府）
４．开展十大生态产业竞争力提升行动。实施十大生态

历的外国优秀留学生，毕业后在我省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产业关键技术攻关行动计划，在环保综合治理、农产品精

的，可凭高校毕业证书和创新创业等证明材料，向公安机

深加工、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利用、生态农业、核能清洁

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有效期２至５年的居留许可。外国

利用、生物制药、先进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围绕产

人依法申请注册成立并认定为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可凭创

业链部署省级科技重大专项，集中各类创新要素，破解产

办企业注册证明等材料向有关部门申请工作许可。由省科

业发展核心技术瓶颈，推动关键领域和重点产业实现新突
破。依托中央在甘单位科研资源优势，发挥我省高等学

技厅核实后，所需资金列入部门预算。（责任单位；省科

校、科研院所主力军作用，重点在核技术、航空航天、中

府外事办）

研究，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提升承接国家重大科技
计划项目能力。（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

对产生比上一评估周期经济效益总量增加１００？？上、且

政厅）
５．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

每年产生高于１０００万元利税的奖项，给予获奖团队１００万
元奖励；对产生比上一评估周期经济效益总量增加１００％

新发展联合基金，提升我省在原创成果、标志性成果、人

以上、且每年产生高于１００万元利税的奖项，给予获奖团

才培养、产业应用等方面的能力。结合全省人才体系化布

队１０万元奖励；上述奖励累计可达３次。由省科技厅核实

局，注重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应

后，所需资金列入次年部门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

用基础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给予博士、博士后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优先支持，培育与＂陇原人才＂相衔接的高层次

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

人才。所需经费在省级科技计划专项中安排。设立省级自

理相关标准，对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

筹资金科技计划，协同市州政府、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

展科技创新，培养适合地方产业发展的科技人才。（责任

调整为１５００￣２４００元／人天；其他专业人员、管理专家咨
询费标准为９００￣１５００元／人天；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咨询

单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费标准为２４００￣３６００元／人天。（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

６．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对科研院所、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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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厅、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政

９．激励科研人员围绕省级科技奖项进行成果转化。每
３年对获得甘肃省科技奖的科技成果转化进行跟踪评估，

医中药、新材料、文物保护等优势产业领域开展重大基础

Ｎ门拿育

１０．统一专家咨询费标准。参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管

人社厅、省财政厅）

等事业单位引进和本土培养的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１１．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资格认定与科研实

得者、长江学者等高端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及其他相当

绩相结合的综合奖补机制，对企业科技创新产出进行考

层次的国家级人才，给予不低于２００万元的省级科技计划

核。对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超过５？？

项目支持。（责任单位∶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省财政

前１０位企业单位，在享受已有研发经费政策基础上，按其

厅、省人社厅、省教育厅）
７．加大科技特派员工作支持力度。进一步壮大我省科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超出上一年度的增量部分，再给予１０％

技特派员队伍，每年从省级科技计划专项中安排科技特派

投入，对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１亿元以上的企业，一次性

员专项经费２０００万元，统筹用于科技特派员项目和基地建

奖励５００万元；对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１０亿元以上的企

设。鼓励科技人员到企业工作，指导企业开展科技成果转

业，一次性奖励１０００万元。由省科技厅核实后，所需资金

化，推动企业与科研机构加强合作；鼓励我省科技人员聚

焦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瞄准＂牛羊菜果薯药＂等特色主

列入次年部门预算。（责任单位∶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政府国资委）

导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农村一线创新创业和开展技术服

１２．引导县级政府加大科技投入。对县本级上一年度

务，引导农村实用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推动我省特色优势
产业发展；支持建立一批提供技术示范、成果转化、技能

财政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１？？且增速和增

比例的奖励，最高可达１００万元。鼓励大型企业加大研发

量综合位居前３名的，予以３００万元、２００万元、１００万元

附录 ４９３

的资金奖励，统筹用于当地科技创新工作。（责任单位∶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三、创新科技体制机制
１３．优化科研项目管理机制。放宽项目申报时限，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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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项目中期评估，严格项目结题验收。项目立项采用常年

受理、定期评审、科学评价、分批下达的方式。对同一科
研项目同一年度的监督、检查、评估等结果互通互认，实
行审慎包容监管。完善咨询专家数据库，吸纳国内外高水

年鉴 平专家入库，建立咨询专家信誉等级评价体系，实行项目
２０２１

理办法，可作为评估、检查、审计等依据，实行有别于财
政科研经费的管理方式；横向项目结余经费可全部奖励项

目组成员。（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厅、省人社
厅、省政府国资委）
１９．允许科研单位自主分配科技成果转化收入。放宽
收入分配限制，科研单位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取得的净收入视同科研单位职务科

技成果转化收入，可自行制定管理办法，自主使用、自主

分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研单位领导人员作为科技成

咨询专家网上自动匹配。（责任单位；省科技厅）

果主要完成人或对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可以享

１４．开展揭榜制科研立项。探索揭榜挂帅立项方式，
采用定向组织、悬赏揭榜等科研项目组织模式，围绕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社会应急突发问

受科技成果转化所得分成，获得现金、股权或出资比例奖
励。（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政

府国资委））

题，遴选出影响力大、带动性强、应用面广的科研项目，
面向全社会揭榜招标。（责任单位；省科技厅）

技术奖励奖项设置，增加科学技术奖励数量，设立科学技

１５．开展省级联合科研专项试点。引导创新投入多元

术奖励特等奖。提高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奖金额度，建立

化，试点开展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与基础研究能力强的

根据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化调整科学技术奖励经

大中型企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出资设立联合科研

费和奖金标准的工作机制。（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

基金，支持开展面向科技前沿、面向我省经济主战场、面
向我省重大科技需求的关键技术攻关，全力提升行业产业

政厅、省人社厅）
２１．加强科技创新容错机制建设。对经审慎研究程序

竞争力和综合创新力，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与联合单位

完备的省级科研项目，确因科研人员技术路线选择有误、

出资比例不低于１∶３。所需经费在省级科技计划专项中安

受市场风险影响、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预期目标

排。（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未能实现或项目失败，但项目承担人员已尽到勤勉和忠实

２０．优化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科学

１６．进一步提高省级科研项目间接经费比例。允许科

义务的，由项目主管部门综合运用国际国内同行评议、市

研单位提高省级科研项目间接经费比例，５００万元以下的

场评议、专家评议等方式确认后，予以容错，不纳入科研
失信范畴。（责任单位∶省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部分可达到３０？？５００万元至１０００万元的部分可达到
２５？？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部分可达到２０？？？级纯理论研

四、打造高端创新平台

究、软件开发类以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等智力密集型项目，

２２．支持创建高端创新平台。对新认定的国家实验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间接费用占比约束，可达到

室、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

５０？？？接费用的绩效支出中，给予４０周岁以下青年科技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人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３０？？（责任单位∶省科技厅、

１７．赋予科研单位更大的经费自主权。允许科研单位

区，按照平台总投入、新增研发设备等实际投入１５？？例
给予资助，资助资金最高可达１亿元。对科技部新认定的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从基本科研业务费等稳定支持科研经费中提取１０？０？？

中心，按照平台总投入、新增研发设备等实际投入１５？？

为奖励经费，奖励经费的使用范围和标准由科研单位在绩

例给予资助，资助资金最高可达５０００万元。对科技部新认

效工资总量内自主决定，在单位内部公示；允许科研单位

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野外观测台站、国家

根据不同项目设立科研助理岗位，在科研经费中不限定劳

农业科技园区，按照平台总投入、新增研发设备等实际投

务费比例，可按规定在劳务费中开支＂五险一金＂；对全

入１５？？例给予资助，资助资金最高可达２０００万元。资助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软科学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经费

事项采取一事一议方式，报省政府确定，所需资金列入次

包干项目只进行技术验收和绩效验收，不再进行财务验

年省级财政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收；科研单位自行制定经费自主权实施办法。（责任单
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
１８．允许科研单位自主使用横向项目经费。科研院

所、高等学校和科技服务机构自主制定的横向项目经费管
４９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３．鼓励新基建领域的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在信息基
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基建领域，对

新引进的全球顶尖数字技术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或
其在甘设立独立法人平台的，参考国家高端创新平台认定

标准，最高按引进投资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１５？

除税收优惠额度全省排前１０名的，资金奖励２０万元。对

３年给予奖励，单个项目奖励总额最高可达１亿元，采取
一事一议的方式，报省政府确定，所需资金列入次年省级
财政预算。鼓励数字经济标准化建设，对主导（含参与）
国际标准制定、修订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分别给予最高可
达１００万元、５０万元奖励。由省科技厅核实后，所需资金

于年度销售收入在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按照研究
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进行奖补，对于
连续３年达到３？？奖补５万元、达到４？？奖补１０万元、

列入次年部门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

局、省财政厅、省工信厅）

委、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政府国资委）

达到５？？上的奖补２０万元。由省科技厅核实后，所需资
金列入次年部门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税务

２８．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支持民营企业牵头

２４．支持创建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载体。支持世界企

或参与从源头创新到应用开发、从科技攻关到成果转化及

业５００强、中国企业５００强、民企５００强、独角兽企业、国

产业化、从人才培养到科技服务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创新活

内外一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到甘肃设立独立法人的
研发分部（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载体，按其新增
研发仪器设备的１０？？给予最高可达２０００万元资助建设经

动。在科研项目评审、预算评估、结题验收等环节更多吸

收民营企业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参与。针对民营企业提

费。资助事项报省政府确定，所需资金列入次年省级财政

位与企业协同攻关，为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科研项目

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

的组织和申报做好服务。（责任单位∶ 省科技厅、省发展

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
２５．推进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按照国家科技创新

改革委、省工信厅）

台功能定位，对现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分类梳理，根
据整合重构后各类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功能定位和建设运行

研究制定考核评价细则，采取第三方机构组织、同行评议

标准，对现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考核评估，通过撤、

政科研投入对创新能力提升、标志性成果产出、人才培

并、转等方式，进行优化整合，符合条件的纳入相关平台

养、产业升级产生的长远影响，减轻＂唯论文、唯学历、
唯职称、唯奖项＂权重，尤其适当降低论文、专利数量等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政府国资委，相关市州政府）

为主的评价方法，注重中长期创新绩效，主要评价省级财

短期量化指标的权重，定期对科研专项进行综合评价。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
３０．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加快社会化技术转移机

２６．支持专业化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支持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设立和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对

构发展，取消技术贸易经营准入限制，鼓励各类科技创新

申请通过并成为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一次性给予

估、技术评价等专业服务。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和技术转移

建设补助１００万元。持续开展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机构联合成立技术转移联盟，强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

区培育建设工作，引导科技成果对接特色产业需求加速转

大力发展技术经纪、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科技创新服

移转化，对现有和新认定的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一次性给予建设补助１００万元。由省科技厅核实后，所需

务，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等孵化
机构到科研一线提供创新创业服务。加强创新服务人才培

资金列入次年部门预算。（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教育

养，支持设置专职从事创新服务工作的创新型岗位，鼓励

厅、省财政厅）

退休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创新服务。（责任单位∶省科技

服务机构为技术转移提供知识产权、法律咨询、资产评

入，支持和引导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科技创

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税
务局）
３１．加强对省级科技创新平台的绩效考核。充分激发

新提供管理指导、技能培训、标准咨询、检验检测、认证

科技创新平台的创新活力，加强平台建设和运行的引导和

等服务，推动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专业化、精细化、特

监督。对省级科技创新平台，按照建设目标对平台每２年

色化发展。在享受其他科研创新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调整

进行一次评估和绩效考核，对２次考核不合格的进行摘

科技创新券的额度和范围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牌，对弄虚作假、涉嫌故意套取财政资金的追缴财政补助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重点支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资金，列入科研诚信黑名单，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２７．支持中小微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
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研究，不断加大研发投

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的中小微企业，对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２０２１

五、保障措施
２９．建立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科研综合评价制度。

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财政

甘肃
年鉴

出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问题，组织高等学校、科研单

基地优化整合方案，结合我省战略需求和不同类型创新平

序列管理。择优部署新建一批高水平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对省内外重点共建科技创新平台予以支持。（责任单位∶

Ｎ门拿育

附 录 ４９５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３２．完善科研诚信体系。建立健全科技创新守信激励

究，进一步强化科研伦理和道德的专家评估、审查、监

和失信惩戒体系，实行科研信用在各社会领域诚信信息共

督、调查处理和应急处置等工作。生命科学、医学、人工

享共用，实施联合激励与惩戒。对信用良好的创新主体，

智能等前沿领域和对社会、环境具有潜在威胁的科研活

在科研申报和管理等方面依法给予便利，对科研不端行为

动，在立项前实行科研伦理承诺制，对不签订科研伦理承

零容忍，对存在失信行为的创新主体，在科研项目申报、

诺书的项目不予立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科研和从事实验

政府采购、财政资金支持、融资授信、获得相关奖励等方

动物生产、使用的单位，应当按国家相关规定设立伦理委
员会，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国际公认的科研伦理
规范和生命伦理准则。

面依法予以限制。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和审核制度，将签订
科研诚信承诺书作为申报科研项目、创新平台、科技奖
励、重大人才工程的必要条件。（责任单位∶省科技厅）

３３．加强科研伦理建设。支持开展科研伦理和道德研

４９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重要文献辑存

Ｉ门１拿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在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甘肃省代省长 任振鹤

各位代表∶

领跑国家级新区。

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连同《甘肃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１３．３ ∶３１．６∶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５５．１，三产比重上升４．５个百分点。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达

景目标纲要（草案）》一并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

到２１７９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２４．２？？战略性新兴

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

＂十三五＂时期工作回顾
过去五年，是全省上下负重自强、顽强拼搏的五年，

１０．９？５．７？？文化旅游业蓬勃发展，五年接待游客１３．２

亿人次、实现综合收入８９９５亿元，分别是＂十二五＂的
２．５倍和２．８倍，张掖丹霞、炳灵寺石窟跻身５Ａ级景区。

是陇原大地绿色转型、沧桑巨变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

增长动能加快转换。获批建设兰白自创区、国家中医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带领全省人民以习近平

药产业发展综合试验区、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兰州新
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专利申请量从５．１１万件增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

到１３．２５万件，高新技术企业由３１９户增加到１２２９户，科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决战脱贫攻坚取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５５．１？？兰州步入国家创新

得决定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十
三五＂规划目标任务总体完成，迈出了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型城市行列。兰白综合性高技术、金昌新材料、酒泉新能

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坚实步伐。

中生态创新城、大敦煌文化旅游经济圈启动建设。

源、天水装备制造、定西中医药等产业集群初成规模。榆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统筹做好稳增长、

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新增高速及一级公路２１３３千米，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

铁路１２２２千米、其中高铁６２６千米，兰渝铁路、敦格铁

省经济运行企稳向好、稳中有进。

路、宝兰高铁、银西高铁（甘肃段）建成通车，兰州进入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十二五＂
末的６５５７亿元增加到９０１７亿元，年均增长５．５？？一般公

＂地铁时代＂，全省首条自主投资的天水至陇南铁路开工建
设。陇南成县机场、张掖丹霞通用机场建成，敦煌机场扩

共预算收入比＂十二五＂增长 ４０．２？？存贷款余额均突破

建工程完工，中川机场三期扩建项目开工建设。全省具备

２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增加到２．４万亿元，增长

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贫困县所有村实现

７０．８？？上市企业数量从２８家增加到３５家。金川公司入围

动力电全覆盖。兰州第二水源地、天水城区引洮供水工程

世界企业５００强，公航旅集团、酒钢集团、建投集团、白

建成通水，引洮二期骨干和配套城乡供水、中部生态移民

银公司进入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兰州新区经济增速连续４年

扶贫开发供水、古浪黄花滩调蓄供水等工程进展顺利。民

附 录 ４９７

，

勤红崖山水库加高扩建工程全面建成，黄河甘肃段防洪工
程基本完工。５Ｇ网络实现所有市州主城区连续覆盖。

区农牧民全部搬迁。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管网络构建完

（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举全省之力向绝对
贫困发起总攻，７５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７２６２个贫困村全部

山开始恢复昔日的宁静、和谐、美丽，习近平总书记亲临

２０２１

视察给予充分肯定。

退出，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特别是纳人全

生态保护治理纵深推进。完成营造林２６０５万亩、退化

国＂三区三州＂的甘南、临夏及天祝等深度贫困地区面貌

草原治理７８７３万亩、水土流失治理４６２６万亩、沙化土地

甘肃 发生历史性变化。

年鉴

善，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理顺优化。一度伤痕累累的祁连

综合治理１０３０万亩。五级河（湖）长体系全面建立。祁连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完成。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

山、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顺利完成。黄河流域生

资金８３７．２亿元，年均增长２４．５？？贫困家庭失学辍学学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启动实施。八步沙＂六老汉＂三

应返尽返，乡村两级基本医疗＂空白点＂全面消除，建档

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成为时代楷模。平凉、张掖被命名

立卡贫困人口参保全覆盖，动态新增危房改造全部完成，

饮水安全问题历史性解决。４９．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易地

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甘南被联合国人居环境发展
促进会评为＂中国最具民族特色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胜

扶贫搬迁任务全面完成。教育精准扶贫国家级示范区建设

地＂，生态文明小康村建设入选全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典

成效明显。

型案例。

产业增加值达到７５３亿元，占农业增加值的６０．９？？比

污染防治三年攻坚行动如期完成。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成效显著，全省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十二五＂末提高９．２个百分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９３．７？？较＂十二五＂末提高５个百分点，１４个市州细颗

３０９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贫困村全覆盖。农业保险在

粒物年均浓度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兰州蓝＂由＂浅蓝＂

产业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２５４６个扶贫车间、３０．５
万个公益岗位让群众就业不出村、挣钱不离家。就业扶

走向＂深蓝＂。全省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达１００？？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稳定。能耗强度和总量控制完成国家下达

贫、消费扶贫、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生态扶贫有力拓宽

目标。

产业扶贫体系逐步构建。＂牛羊菜果薯药＂六大特色

增收渠道，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８５３９元，年

均增长２２．２？？
农村发展稳定向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总产首次突

（四）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开
放拓空间，甘肃正以更具活力、更加自信的姿态呈现在世

人面前。

破２４０亿斤。建成高标准农田３３１万亩、戈壁生态农业２８

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深入推进，

万亩。成功创建４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中以（酒

泉）绿色生态产业园。＂甘味＂农产品走向全国。农村人

＂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明显，降低企业成本１４６０多亿元，
完成减税降费４４５亿元。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户数占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顺利完成，国家部委命名的各类美丽

比达到４５？？十大产业集团加快发展。＂放管服＂改革升

乡村（生态文明）示范村达到２１２个。

级增效，取消、调整、下放行政审批事项３２６项，省级

在艰苦卓绝的脱贫攻坚战中，东部协作４市和３６家中

９７？？务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不来即享＂等服

央定点扶贫单位鼎力支持、无私援助，累计投入资金１１２
亿元，实施协作项目４９３１个、帮助引进项目１１７０个；社

务机制让更多优惠政策直达企业，市场主体增加到１８７万

户，比＂十二五＂末增长４５．８？？农村＂三变＂改革辐射

会各界广泛参与、倾情助力，＂光彩事业临夏行＂＂民企甘

带动农户１５６．３万户。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启动实

南行＂＂津企陇上行＂＂巾帼脱贫行动＂＂千企帮千村＂等

施，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跨省域调剂指标６万亩、

帮扶活动卓有成效；各级帮扶干部驻村入户、奋战一线，
涌现出张小娟等胸怀大爱、忘我奉献的模范典型。千里陇

资金１８０亿元。投融资体制、社会事业、执法司法等领域
改革有序推进。

原的山山水水，处处留下了牵手帮扶的动人场景，深深镌

开放平台功能不断强化。＂三大陆港＂＂三大空港＂扩
容提质，开通５条国际货运班列线路、１２条国际货运包机
航线。海关指定监管场地、进口口岸达到１０个。兰州、天

刻着聚力攻坚的奋斗足迹，精彩书写了伟大减贫事业的甘

肃篇章！
（三）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加强。深刻吸取祁连山生态

水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西北首家铝期货指定交割仓

环境破坏问题教训，动真碰硬抓整治，举一反三建机制。

库挂牌运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１２个商

今天的甘肃，从黄河之滨到祁连之麓，从雪域高原到黄土

务代表处，建立１１１个国际营销服务网点、海外仓和商品

大塬，一幅山川秀美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展示展销中心，贸易量占进出口总额４３．９？？与４０个国家

祁连山生态治理＂由乱到治大见成效＂。整改任务按

期完成，保护区内１４４宗矿业权全部分类退出，４２座水电

的６３个省州和城市建立友好关系。与１０个省区市签署合
作协议。兰洽会、＂一会一节＂、药博会等节会影响力不断

站全部分类处置，２５个旅游设施全面实施生态修复，核心

扩大。

４９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前完成

出台落实＂六稳＂＂六保＂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动经济运

２４０万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行由降转升、企稳向好，多项指标增速实现历史性进位。

５０？？兰西、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积极推进。县城和特色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３．９？？增幅居全国第４位；规上工

城镇加快建设，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兰州、金

业增加值增长６．５？？增幅居全国第４位；固定资产投资增

昌、嘉峪关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长７．８？？增幅居全国第７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五）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民生支出占到财政总支出

１．８？？增幅居全国第１０位。举办中国节水论坛、＂一带一

门实

的８０？？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就业和社会保障得到强化。累计新增城镇就业２０５．６
万人，输转城乡富余劳动力２６２９万人次。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到３３８２２元和１０３４４元，比＂十二五＂末

路＂美丽乡村论坛等活动，产生广泛影响。我们咬定目标

甘肃
年鉴

提高４２．３？４９．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和省内

人，有效对冲疫情灾情影响，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

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用情用力保民生。１１件为民实事

９８？？养老机构和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县区。城乡低保标准

全部办结。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２．５？？对符合条

分别提高５２？８１．９？？完成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８２．８万

件的２．４万人落实相应救助，将受疫情影响导致基本生活

套，建成保障性安居工程６１．３万套。

困难１１．１万人纳入低保范围，对２４．３万人实施临时救助。
全力应对陇南等地暴洪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最大限
度降低了灾害损失。我们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落实全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基础教育普及均衡程度大幅提

升，现代教育体系基本建立，高等教育创新服务能力明显

增强。五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建立。体育馆或全民健

抓脱贫。强化挂牌督战机制，实施＂３＋１＂冲刺清零后续

行动，开展＂５＋１＂专项提升行动，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和返岗就业，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就业１８９．９万

身中心实现市级全覆盖。９９？？行政村、９２？？社区建成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政府效能不断提升。自觉接受省人大

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敦煌盛典》《回道张掖》《天水千

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省政协民主监督，办理省人大代表

古秀》等优秀剧目精彩纷呈，《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

意见建议５７４件、政协提案８０４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制

被评为优秀国产纪录片。夏河丹尼索瓦人研究入选２０１９世

定、修改和废止地方性法规（案）２１件。

界十大考古发现。国防动员、人民防空、双拥共建工作不

五年的发展成就令人鼓舞，五年的艰辛历程让人难

断加强，退役军人五级服务保障机构全面建立。重大国情

忘。面对任务最重、难度最大的脱贫硬仗，我们尽锐出

国力普查取得重要成果。

战、敢死拼命，撕下了＂苦甲天下＂的历史标签；面对生

社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七五＂普法任务圆满完

态破坏、环境蒙尘的被动局面，我们知耻后勇、守正创

成。新型应急管理体系加快建立，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新，瞠出了绿色崛起的转型路子；面对断崖下滑、低位徘

好。＂食安甘肃＂建设成效明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

徊的经济形势，我们克难奋进、爬坡过坎，实现了经济增长

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推进，人民群众对平安建

的提速进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设满意度位居全国第４。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入推进，中

党中央亲切关怀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深化宗教领域突出问题整
改，宗教依法治理、依法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老龄、妇女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科

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人民苦干实干的结

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工会、红十字、慈善、关心下一

果。我谨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各族人民，向人大代

代等事业取得新成效，统计调查、审计、信访、气象、地
震、地方志、参事、文史、档案、外事、侨务、社科、供

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各人

销等工作取得新进展。

和中央在甘单位，向给予甘肃脱贫事业无私援助的东部协

刚刚过去的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
百年不遇的暴洪泥石流灾害叠加影响，全省上下坚决贯彻

作省市和中央定点扶贫单位，向关心支持甘肃发展的各界

２０２１

民团体，向驻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民警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戮力同心、攻坚克难，特别之

人士和海内外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的发展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做好政府工

年特别作为，交出一份好于预期、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作∶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

我们众志成城抗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

作，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构建防护物资生产保障体系，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

组织调派７９６名优秀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圆满完成１３架航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

班入境人员集中留观救治任务，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全心全意为陇原人民谋福祉；必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严

果。我们精准调度稳增长。适时下调疫情防控响应级别，

格依法行政、依规办事，使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运

展各方面全过程；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

附录｜４９９

，

行；必须强化作风保障，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

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底。这些重要启示，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成绩值得倍加珍惜，征途不容丝毫懈怠。我们要时刻
谨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是最大省情，时刻谨记完成脱贫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

任务不容易、巩固脱贫成果不轻松，时刻谨记人民群众对

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充满热切期待。全省经济社会发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

甘肃
年鉴 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科技成果
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经济企稳向好基础尚
不稳固，消费还没完全恢复。支撑发展的新动能还不强

２０２１

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

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

转移转化率不高。城乡区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民营经济

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筹经济和生态、城镇和乡村、发

发展仍不充分，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支矛盾突出。

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基础设施瓶颈亟待消除，综合运输通道和枢纽网络还不完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生态优先，更加注重

善。生态环保任重道远，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仍需加力。缺

培植动能，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固强补弱，更加

水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水资源利用效益有待提升。政府职

注重系统治理，朝着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

能转变还不到位，营商环境还需改善优化等等。这些问

会和谐的目标奋勇前进，努力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

题，重要而关键，现实又紧迫，我们要迎难而上、担当作

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为甘肃全面建

为，下大力气加快解决。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总体部署和奋斗目标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 经济发展取得重要成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效。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体系更加完善，创
新发展能力、内需拉动能力显著增强，乡村振兴全面推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进。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发，开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放型经济加快发展，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纵深推进。社会

年。纵观国内外形势，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

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阶段，我国发展的重要

各方面，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

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质明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达到新水平。黄河流域生态保

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

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城乡人居环境更为整洁优

新发展理念，党中央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美，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人民生活品质普遍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必将促使各

改善。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种生产要素加速向西部流动，推动东部产业加快向西部转

水平明显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得到更好实现。治

移。甘肃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理效能明显提升。全面依法治省迈出坚实步伐，民主法治

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发展寄予厚望，＂潜力和困难都
比较突出、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的省情论断精辟深

会治理格局加快形成。

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刻，＂八个着力＂的重要指示历久弥新，＂建设幸福美好新

围绕上述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聚力推动＂七个新突

甘肃＂的殷切嘱托语重心长，＂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

破＂∶（一）创新甘肃建设新突破。着眼全面塑造发展新优

深切期许意蕴丰富，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

势，持续加大科技投入，以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提质

行动指南。展望今后五年，我省处于多重发展机遇叠加

增效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创建国家

期，深化改革开放攻坚期，弥补基础短板突破期，经济转

级创新平台。加强校地、院地互动融通，加快推动＂政产

型升级关键期，缩小发展差距窗口期。只要我们坚定信

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

心、保持定力，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度，做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培育１０家左右年主营业务
收入超５０亿元的科技创新型骨干企业。实行更加开放的人

话和指示精神，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集中力量

办好自己的事，完全能够拓展势能、增添动能、发挥潜
能，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才政策，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

根据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化通道，优化科技生态环境，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

内生动力。健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畅通科技成果转移转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时期全

新高地。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二）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突破。坚持产业兴省、工业
强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动制造业比重稳定、

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５００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质效提升，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实施提升产业链水平攻

（六）深化改革开放新突破。坚持以改革促开放、以

坚行动，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能源电力等

开放促改革，加快打造活力甘肃、开放甘肃、诚信甘肃。

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
造。抢抓国家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机遇，创造更好条件承

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点，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接东部产业转移，助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改革，更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以特色农业、数字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

发挥我省承东启西、连南通北区位优势，更深层次参与共

旅康养等为重点，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百亿级园
区。大力培育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

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对内对外开放空间，加快形成

展，积极打造＂云上甘肃＂＂数字强省＂。
（三）基础支撑强化新突破。坚持基础先行，加快完

局，打造新时代的＂河西走廊＂。

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强化铁路、

实＂品质＂文章，将基本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着力在提

公路、航空等网络配套支撑，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

高城乡居民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实施

达深度，实现交通大提速、大升级、大畅通。坚持大中小

就业优先政策，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坚持以文

水利并举，通过涵养水、抓节水、优配水、保供水、防洪

塑旅、以旅彰文，释放甘肃厚重多彩的文化魅力，打造文
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强化普惠性、基

水＂五水共抓＂，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

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

（七）民生品质改善新突破。紧扣＂品质＂二字，做

态、宜居水环境、防洪保安全的需求。系统布局＂新基
建＂，打造面向＂一带一路＂的通信枢纽、区域信息汇集

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多层次

中心和大数据服务输出地。用好碳达峰、碳中和机遇，推

和安全，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甘肃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进能源革命，加快绿色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打造国家重要
的现代能源综合生产基地、储备基地、输出基地和战略

稳定。

通道。

记富民之责，厚植兴陇之势，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加快发

（四）绿色发展崛起新突破。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构

展，以跳起摘桃的进取心争先进位，彰显新担当、展示新

作为、书写新篇章。
２０２１年工作任务

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功能，加强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水土保

今年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迈

持，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构建

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

以祁连山、大熊猫、若尔盖（甘肃）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６．５？？在实际工作中力求取得

然保护地体系。强化土地沙化防治，建设民勤生态示范

更好结果。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区。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成

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果。坚持把生态产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主要抓手，推
动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

口径增长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控制在３？？右，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６？？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化增值，加快发展绿色金融，全面提高绿色低碳发展

分别增长６．５？８？？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生

总抓手，坚持＂四化＂同步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以工补农、以城

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
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实现巩固拓

２０２１

各位代表！奋进＂十四五＂，迈向新征程，我们要牢

在治理，统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

（五）城乡融合发展新突破。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甘肃
年鉴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统筹发展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生态文明体系。坚持重在保护、要

水平。

，

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在国家下达的目标之

内。粮食产量保持在２４０亿斤。
开局起步任务重、挑战多、要求高。我们要突出重

点、把握关键，着力抓好八个方面工作∶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现代丝路

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要在产业结构升
级和创新驱动转型的突破点上精准发力，提高经济发展质

寒旱农业，努力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抢抓

量效益。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机遇，打造以西陇海兰新线为主轴，以

强化技创新支撑能力。发挥中央在甘科研院所、科技

兰州为中心、其他地级市城区为支撑、多个经济强县城区

型企业以及兰州大学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和省属院

为节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壮大区域经济增长极。突

校、科研资源优势，争取建设兰州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一批生态大县、农业强
县、工业富县、文旅名县。

持续推进兰白自创区和兰白试验区建设，整合优化省级科

技创新基地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

附录 ５０

，

甘肃

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通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建成平凉至天水、甜水堡至永

健全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发展体系，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

和、通渭至定西、张掖至肃南等高速及一级公路６００千

育库，高新技术企业突破１３００家。实施科技项目＂揭榜挂
帅＂，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坚行动，研发具有较强竞争力

米，新增５个县（市）通高速公路，建成国省干线及旅游
公路８００千米。加快景泰至礼县（陇南段）、康县至略阳、

的重大新产品。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直通机制，提升兰

酒嘉绕城等高速公路建设。启动＂环兰＂骨干通道、省际

州科技大市场创新服务能力。落实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合作
会商机制，建成中国（甘肃）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区域路网完善工程。实施天水绕城、临洮经康乐至广河、

出口路及河西走廊、兰西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重点

年鉴 础再造工程及行动计划，推进１６７个生态产业领域重点工

傅家窑至苦水等公路项目。抓好中卫至兰州、兰张三四线

业项目建设，抓好２４０个＂三化＂改造项目。支持兰州石

线、天水至陇南等铁路续建项目，力争开工建设中卫经平

化打造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推动兰州石化乙

烯、金川公司氯碱化工下游高端产品研发生产，推进庆阳

凉至庆阳铁路。加快推进中川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实施嘉
峪关机场改扩建项目，争取临夏机场开工建设，积极推进

石化减油增化转型升级，支持玉门油田发展清洁能源制

平凉机场前期工作。谋划打造我省南向水上通道。

２０２１

以＂三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实施产业基

兰武段、西宁至成都甘肃段、兰州至合作、中川机场环

氢。支持甘肃烟草工业公司产品结构转型升级行动。壮大

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计划投资１２０亿元，实施一

天水电工电气、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基地规模，增强酒泉、
武威、定西等新能源和农机装备产业基地实力，提升冶金
与化工、新材料等其他行业的耦合度。加快陇东能源基地

批骨干水网、民生水利、水生态保护和防洪抗旱减灾工
程。建成引洮二期骨干、古浪黄花滩调蓄供水工程，加快

煤电化一体开发。

点工程建设进度。力争白龙江引水、引哈济党等工程前期

发力壮大生态产业。抓好３００个重大带动性工程建
设，力争生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２７？？

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做好陇南国家油橄榄基地供水、引大

实施千亿产业集群和百亿园区突破行动，加快培育２￣３个

建设１６处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改造面积

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５￣６个百亿级园区。支持兰州新区

４０．５８万亩。

绿色化工园区集聚发展。推进平凉智能光电产业园、张掖

引洮二期配套城乡供水、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等重

入秦延伸增效、黄河干流防洪二期等工程前期工作。开工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５Ｇ网络建设，推

智能制造产业园、兰州新区大数据、金昌网络货运数字产

动５Ｇ技术在重点行业领域应用。启动全省一体化大数据

业园和白银云创空间科创园建设。加快建设国家中医药产

中心体系建设，争取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国家

业发展综合试验区、陇东南国家中医药养生保健旅游创新

枢纽节点。开展＂东数西算＂工程试点，加快张掖、金

区。推动武威钍基熔盐堆等项目建设。大力推进碳离子治
疗系统产业化发展。壮大金昌、兰州等新材料产业基地，

昌、酒泉、庆阳、兰州新区等云计算大数据中心建设，争
取布局建设区域智能计算中心。建成区块链信任基础设施

推进白银东方钛业绿色循环产业项目建设。启动建设黄河

平台。启动酒泉至湖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２００万千

上游大草原生态旅游经济圈、陇东南始祖文化旅游经济

瓦风电项目建设，力争陇东至山东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

圈，创建张掖芦水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争取铜奔马文化

工建设，谋划实施河西第二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和７５０

旅游景区、岐黄周祖文化旅游景区、黄河石林景区申报创

千伏、３３０千伏等骨干电网项目。科学合理配建充电桩，

建５Ａ级景区，建设临夏世界地质公园。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
挖掘释放消费潜力。推动城乡老旧市场转型升级，改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起点编制＂十四五＂数字经济
创新引领发展规划。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

造一批农产品大型交易市场、产地批发市场、县乡农贸市

培育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数字产业

场，提升一批专业化、综合性大型批发市场。加快城乡冷

集群。抓好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工程，推进普惠性＂上云

链物流设施建设，扩大万吨以上冷库集散覆盖范围，提高

用数赋智＂服务。实施庆阳金山云西北总部、兰州鲲鹏计
算、海康威视区域总部等重点数字产业项目。建设一批数

果蔬、肉类、水产等重点农产品冷链流通比例。推进步行

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提升丝绸之路＂两港＂建设运营

街改造提升，打造一批省级示范步行街。促进传统商业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电商进农村综合水平。发展壮大

水平，推广＂城市大脑＂、数字医疗、智慧城市和数据安

仓储物流、人才服务、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健

全技术。

康、养老、育幼、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

（二）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全力抓投资促消费。充分
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和消费基础性作用，增强经济发展

支撑力、牵引力。
加快实施重大交通项目。计划投资１１４０亿元，加大交

５０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升级。加快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促进机动车、家
电、电子产品消费更新换代。
（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不动摇，加快提升农业农村现

代化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强化上游意识、担好上游责

富足。

任，全面落实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保持现有帮扶政策、资金支持、帮扶力量总体稳定。

要及我省规划。以祁连山生态保护、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
养区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治理为重点，统筹精准用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跟踪收入变化和

好项目资金，推进水源涵养、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等重点

＂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定期核查、及时发现、精准

项目建设，实施尕海湿地、黄河首曲湿地生态修复工程，

Ｎ门拿育

帮扶、动态清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机制。强化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加快推动陇南等地暴洪灾害住

推进黄河兰州白银段湿地保护，实施一批水土流失治理工

房重建和避让搬迁。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充分发挥农

设试点。开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排查整治。推进黑

甘肃
年鉴

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兜底作用，促进弱劳力、半劳力家

河、石羊河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加快石羊河流域

庭就近就地就业。在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

综合治理前期工作。

程。推动合作市美仁、玛曲县阿万仓国家草原自然公园建

帮扶县。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促进扶贫车间转

深化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加快编制省级国土空间生态

型持续发展。做好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对接工作。

修复规划。巩固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成效，强化区域

开展＂千企兴千村＂活动。

生态修复治理，抓好剩余１０项长期任务落实。推进祁连

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着力提升产能、品质和效

山、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加快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分类
退出，抓好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全面推进绿色矿

益。严防死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山建设。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

防止＂非粮化＂，开展撂荒地整治和盐碱地治理。新建高

体系建设、退化林修复、退牧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

标准农田３５０万亩，继续建设国家级旱作农业区，实施一
批现代农业高效节水示范区，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加大防沙治沙力度。全面推行林长制。编制我省碳排放达

４０００万亩。放大张掖、定西、酒泉等国家级现代制种基

场交易。健全完善全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实施＂三线一

地优势，抓好玉米、马铃薯、中药材、花卉、蔬菜、饲草

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零容

及畜禽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加快动植物良种

忍、严查处。

推进粮食稳产增效。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推动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迈进，力
争在国家＂种业翻身仗＂中作出甘肃贡献。

峰行动方案。鼓励甘南开发碳汇项目，积极参与全国碳市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大气污染治理＂八大
工程＂，重点抓好工业、燃煤、机动车和扬尘四类污染源

启动优势特色产业三年倍增行动计划。推进国家级和

治理，推进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治理。坚持水资源利用、水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建好陇西中药材、安定马铃

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三水＂统筹，注重盘活城市水

薯、民乐现代设施戈壁生态农业、环县肉羊、静宁苹果和

系，提升中水回用水平，持续巩固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

武威生态奶等现代农业产业园。持续培育发展龙头企业、

治成果，探索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紧盯受污染耕地和

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托管，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开展重点监管企业规范化管理试点示

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循环农牧

业，提升＂厚道甘肃·地道甘味＂品牌影响力。推动优势

范，构建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体系。
（五）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整体提升发展能级和竞争

特色产业面积增加到３６４０万亩。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错位互补发展，构筑高质量

发展，把产业链留在县域，把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化乡村建设规划引领，以县为

发展重要动力源。

单位分类编制村庄建设规划。统筹实施路、水、电、气、

区域合作创新发展示范区。构建以兰州为中心，白银、定

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打造乡村建设示范村５００个。有

西、临夏为腹地，辐射周边地区的兰白经济圈，增强省会

序开展农村燃气建设工作。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
年行动，完善乡村垃圾收运体系，因地制宜建设乡村垃无

城市带动能力。推动酒泉嘉峪关一体化发展，促进金昌武

害化处理设施，改建新建农村户用卫生厕所５０万座以上。
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着力打造西

部知名乡村旅游目的地。

２０２１

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加快兰西城市群建设，打造甘青

威组团发展，建设河西走廊生态经济带。加快陇东南协同
发展，促进庆阳、平凉建设陕甘宁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

定西提升＂中国薯都＂＂中国药都＂发展水平。继续支持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四）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持续提升生态文

培育壮大新兴增长点。鼓励兰州新区发挥先行先试优

明建设水平。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发力治

势，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强化现代产业支撑，更好发挥集

理环境，久久为功保护生态，让甘肃的天更蓝、山更绿、

聚辐射带动作用。高水平建设榆中生态创新城，推进航空

水更清。

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加快综合基础设施配套。实施大敦煌

附录｜５０３

，

文化旅游经济圈标志性项目，打造兼具敦煌文化与现代时

诺，答应的一定做到，承诺的必须兑现，让企业家投资放

尚的旅游业态。加快培育壮大县域经济，逐步形成多点发

心、创业安心、发展称心。

力、多元支撑的县域经济发展局面。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抓好榆中、敦煌国家新型城镇

发展空间。坚持以开放畅循环、促发展，做深做实融入

化示范县城建设。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老旧小区改

＂一带一路＂的举措抓手，加快建设向西开放的大通道、

造，加快停车场建设，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系统，推进

大枢纽、大节点。

甘肃
年鉴 租赁住房短板。落实＂房住不炒＂定位，因城施策促进房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强化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加快补齐

２０２１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进县城补短板强弱项，大力提
升公共设施服务能力。突出城市文化品位，扩大敦煌、天

（七）持续抓好＂一带一路＂最大机遇，进一步拓展

增强通道枢纽能力。推动建设兰州国家物流枢纽，提
升＂４向５条＂国际货运班列运营水平，争取兰州列入国

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枢纽）建设工程。加快建设＂空中丝

绸之路＂，提升航空货运质量效益。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

水等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

通道，常态化运营兰州至广西至东盟多式联运班列，优化
国际物流集散、中转和分拨中心功能。扩大对外经贸＂朋

＂精致兰州＂品位形象。

友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六）着力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更大程度释放发展活

提升开放平台功能。充分发挥空港、陆港和兰州新区

力。下决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高

综合保税区等平台功能作用，促进加工产业集聚。着力发

质量发展增动力。

展口岸经济，提升国家级经开区和海关指定监管场地、进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

口口岸运营水平。发挥兰州、天水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功

构调整，增强配置效率和整体功能。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

能作用，促进跨境电商高效发展。建设尼泊尔海外产业园
和乌兹别克斯坦驻兰进出口产品海外仓。支持金川公司开

年行动，积极稳妥推进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省
属企业落实董事会职权试点，加快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优化国资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
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完善经营业绩
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差异化分类考核。

展＂保税混矿＂业务。积极申建中国（甘肃）自由贸易试验

区、金昌国家经开区Ｂ型保税物流中心，运营兰州国际港
务区Ｂ型保税物流中心。
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把兰治会、＂一会一节＂、药博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

会、公祭伏羲大典等节会办得更加务实精彩，拓展放大

市县财政自给能力，充分调动市县发展壮大区域经济的积

极性。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发债融资，办好甘肃股

＂一带一路＂美丽乡村论坛综合效应。积极组织参加进博
会、服贸会和广交会等展会，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加大

权交易中心。推动承包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稳慎推进

招商引资力度，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开展精准招商、专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

题招商、产业链招商。推进丝绸之路＂科技走廊＂建设。

权分置实现形式。稳步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办好外交部甘肃全球推介活动。

市。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交易

（八）做深做细民生工作，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

平台，健全收益分配制度。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价，继
续做好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工作。

发展为民的价值取向，突出民生优先的实践导向，强化民

倾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国企民企同等对待，惠企政策体落实，为民营企业
创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持续开展涉企遗留问

意为重的评价指向，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题专项整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提升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
业，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扩大公益性岗位安置，助力高校
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成员、退役军人、残疾人就业。建立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用好＂信易贷＂ 服务平台，加大

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做好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１０００亿元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投放力度，全力助企纾困。

统筹，推动失业、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鼓励民营企

社保制度和困难群众监测预警机制，推进基本生活、临时
救助和专项救助等有效落实。统筹推进养老、托幼服务健

业参与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实施。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开展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提质提标年活动。统筹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完

康发展，健全残疾人、留守和困境儿童、留守妇女关爱服
务体系。依法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

善＂一网通办＂，推行＂一窗通办＂，升级改造投资项目在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学前教育保教质量。扩大

线审批监管平台，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完善

城镇学校学位供给，基本消除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大班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把诚信政府
建设作为营商环境的先手棋，坚持信为政基，坚决守信践

额。大力推进＂技能甘肃＂建设，办强办优职业院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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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兰州新区职教园区集聚效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实施新时代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深入推进高校＂双一

品药品安全监管。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化，严厉打击

流＂特色建设工程，着力提升高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和

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做好各领域风险

成果转移转化水平。启动高考综合改革。办好＂一带一

防范化解工作。加大金融风险化解处置力度，更好发挥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民生作用。

路＂高校联盟。
强化公共文化服务。深化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打造敦煌研究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

全力办好为民实事。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今年要继续统筹安排财力，办好１０件为民实事∶一是提高

地。推进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大地湾国家考

城乡居民省级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今年１月１日起，

古遗址公园、河西走廊国家遗产线路建设。倡导全民阅

在原每人每月１５元基础上增加５元，达到１１３元，进入全

读，营造书香陇原，建设《读者》社区。建成简牍博物

国中等水平行列。二是新建或改扩建通自然村道路１万千

馆，实施省博物馆扩建工程，新建和政古动物化石研究和

米以上。按照＂四好农村路＂标准，实现交通项目向村组

展示中心。强化非遗保护传承，建设非遗工坊。加强古树

名木立法保护。推进基层文化服务阵地资源整合，提升文

倾斜，创建１０个自然村组道路示范县，打造１００条特色农
村示范路。三是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新建、改扩建

化惠民工程效能。支持会宁干部学院建设。促进智慧广电

食堂１０００所，新建或改造重点帮扶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

发展，构建现代化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健康甘肃建设。改善省市县疾控基础条件，健全

宿舍９００套。通过新建、改扩建、资源整合等方式，重点
增补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区义务教育中小学学位１５０００个。

公共卫生应急救援体系，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检测预警

四是新增城镇就业３２万人，落实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

处置机制，推进省人民医院、兰大二院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业生到基层就业。五是按照平战结合原则，在１４个市州和

建设，加快构建紧密型医联体，推进县级５大急危重症救

兰州新区改造建设重症医学传染病区域，在３０个县级医院
改建＂三区两通道＂传染病区，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

治中心建设，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疫情检测、医疗救治与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推广＂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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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能力。六是在全省启动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６２８０套、共

群众身边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抓好临洮国家级体育训练

有产权住房３０００套。七是在全省择优选择条件成熟的城市

基地二期工程、七里河体育场、兰州奥体中心等体育项目

街道，新建或改造提升１００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八是对

建设，做好第十四届全运会、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办好

全省３３￣６４周岁城镇低收入妇女和２０万农村妇女进行免费

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和冠军赛等赛事活动。

＂两癌＂检查。九是对具有甘肃户籍且被普通高校录取时

慎终如始做好疫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为城乡低保（一、二类）家庭子女提供入学资助。录取到普

严峻复杂，务必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常态化精

通高校本科类的新生一次性补助１万元，录取到普通高校

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压紧压实＂四方责

专科或高职、高专的一次性补助８０００元。十是实施１００处

任＂，严格落实＂四早＂要求，严防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

农村水源保障工程。新建和改造一批地表水截引、机电

例传播扩散。坚持＂人＂＂物＂＂环境＂同防，全面落实入

井、调蓄水池等项目，进一步提升供水水源稳定性和保障

境人员闭环管控，严防进口货物输入风险，坚决守住＂外

能力。

防输入＂重要关口。切实做好社区、农村地区、医疗机构

和公共交通等重点场所、重点环节疫情防控。确保重点人

各位代表！初心如磐，重任在肩。全省政府系统将忠
诚履职、锐意进取，以干部的＂担当指数＂提升富民兴陇

群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强化春节前后疫情防控，引导群众

的＂发展指数＂，以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

合理有序出行。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精准调整应急措施。
安全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幸福指数＂。
我们要把政治忠诚作为首要品质。坚持以忠立命、以

深入推进平安甘肃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忠立心、以忠立业，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
制。抓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科学

会主义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

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锻造对党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

主线，纵深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一廊一区一带＂行

者＂，自觉在全局中思考、大局下行动，谋事多想政治要

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产业项目实施等为重
点，促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人

求，干事多想政治影响，成事多想政治效果，切实提高政

民防空、民兵预备役和双拥优抚安置工作。提高应急管理

我们要把依法行政作为履职准则。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国家西北应急救援中心等自然

平法治思想，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全面推进法

灾害防治重点工程建设。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

治政府建设。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工作监督，接受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

附录｜５０５

协民主监督，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强化审计监督，深入

头苦干。加强补课充电赋能，既熟悉＂公共课＂，又精通

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崇尚法治、敬

＂专业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创造
性抓落实的能力，在变化变局中努力做到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以过硬本领育先机开新局。

畏法律，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问
题，真正让厉行法治渗透进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每
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觉习惯和主动追求。
１２口∶

甘肃

我们要把廉洁从政作为永恒信条。深入贯彻全面从严

我们要把精诚团结作为成事之道。＂星多天空亮，心

治党要求，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守好重

齐泰山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局面，坚决维护团
结干事的良好氛围。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决

点领域、重要部门、关键岗位廉政底线，切实打造廉洁政

年鉴 执行省委决定，始终做到同心同力同向。自觉贯彻民主集

出管理，建设节约型机关，将更多财力用在保民生、补短

中制，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认真听取人大代表、

板、促发展上。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政协委员意见，广泛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

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

和各人民团体意见建议，努力把各方面的＂金点子＂转化

永葆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２０２１

府。坚持政府过紧日子，精打细算做好预算安排，强化支

为推动发展的＂真招数＂。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充

各位代表！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势。站在＂两

分激发和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陇原大地苦甲不

成同频共振的干事合力。
我们要把真抓实干作为鲜明底色。始终知责于心、担

再，如意甘肃生机勃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发扬人一

责于身、履责于行，把全部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全部

我十、人十我百的甘肃精神，汇聚感恩奋进、砥砺前行的

精力用在狠抓落实上。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

磅礴力量，为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
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当事不推责、遇事不避
难，尽心竭力为民谋利，锐意探索破解难题，脚踏实地埋

５０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１Ｏ０周年！

序号 发文日期

中共甘肃省委２０２０年重要文件目录
发文文号
密级
文件标题

发文范围

！

２０２０．１２．２８

甘委【２０２０）１１８号

无

ｃ

２０２０１２．２２

甘委【２０２０）１１４号

ｏ

无

２０２０．１２．０４

甘委【２０２０１０７号

无

４

２０２０．０４．２４

甘委【２０２０】３７号

无

了 ２０２０．１１．０５

甘发〔２０２０】１８号

无

革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４日）

公开范围

２０２０．０６．０１ 甘发【２０２０）】１２号

无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
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６日）

公开范围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公开范围

。

了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引 ２０２０．０３．１７

９

甘发【２０２０】１０号

无

无

２０２０．０２．１４ 甘发【２０２０）５号

无

１１ ２０２０．０１．０６

１３０名同志为甘肃省领军人才的决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命名表彰第十五批省
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第三届甘肃省文

明家庭、第二届省级文明校园的决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甘肃省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授子２０１９年度全省脱

贫攻坚奖的决定（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７日）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１日）

县团级

县团级

公开范围

县团级

门实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培

甘发【２０２０〕７ 号

１０ ２０２０．０１．０８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补充调整马永强等

甘发〔２０２０）４号

甘发〔２０２０】３ 号

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的意见（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６

县团级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２０年

公开范围

无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年１月８日）

公开范围

无

中共甘肃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共

公开范围

日）

２月 １４日）

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１２ ２０２０．０１．０６

甘发〔２０２０１１号

无

１３ 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甘办发【２０２０】２６号

无

１４

甘办发【２０２０】２５号

无

１５ ２０２０．０６０９ 甘办发【２０２０】２４号

无

”
１６

２０２００６．１５

ｃ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
工作确保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２０２０年２

月１１日）

县团级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甘肃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

公开范围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新时代文明单位、文明村镇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的

县团级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省直部门、企事业单
位组织人事部门主要负责人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市地师级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公开范围

意见》的通知
通知

２０２０．０５．１９

甘办发【２０２０】２２号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

甘办发【２０２０】２０号

无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
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公开范围

１８ ２０２０．０２．１７ 甘办发〔２０２０）】５号
１９ ２０２０１．０３ 甘办发【２０２０１号

业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支持兰州榆中生态创新城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市地师级

无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公开范围

附录 ５０７

中共甘肃省委２０２０年重要会议一览表
会议地点及主要内容

日期

会议名称

在兰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讲话和指

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

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精神，总结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

１月１１日

命＂主题教育总结会议

命＂主题教育工作，进一步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加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建设，保持党的
生机活力，凝心聚力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

Ｒ０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在兰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决战

＂回头看＂和２０１９年度国家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以较真碰
硬的态度整改各类问题，以背水一战的魄力攻克贫困堡垒，奋力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会议
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意 ３月３１日
见整改暨全省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推进大会

在兰州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

甘肃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全力攻坚克难，动真碰硬、一抓到底，从严从实推进中央

５月９日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动

员部署会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以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一级。

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党政领导
在兰州召开。会议对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２０１９年履行职责情况及德能勤绩廉表现
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测评 ５月１４日 进行考核测评，并对２０１９年度省委选人用人工作和新提拔、进一步使用的正职领导干部进行评

议。

会议

２０１９年度省管领导班子和 ６月２日 在兰州召开。会议通报了２０１９年度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结果并对考核情况进行了讲
领导干部考核讲评会议
评。
在兰州召开，会期１天。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毫不放松抓好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 ７月３０日 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

议

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坚定

信心、不懈奋斗，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努力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
局面的时代篇章。会议递补秦仰贤为省委委员。

在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举办。培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９月１６日一
１８日
会精神轮训班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准确

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引导学员充分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自觉增强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建设幸

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中央第十五巡视组巡视甘

肃省工作动员会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省委全体（扩大）会议

在兰州召开。会前，中央第十五巡视组组长苏波主持召开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锋，
１０月１０日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的见面沟通会，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通

报了有关工作安排。会上，苏波作了动员讲话，对做好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１１月９日

在兰州召开，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围绕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作宣讲报告。

１２月１日 在兰州召开，会议宣布任振鹤同志为甘肃省省长。
１２月．２１日 在兰州召开。会议民主推荐了干部。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１２月２３ 日 在兰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在兰州宁卧庄宾馆召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 １２月２４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议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２５

甘肃省２０２０年度党委（党
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１２月

述职评议考核大会

５０８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２８日

把握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动员全

省上下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担当实干，奋力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谱写加快建设
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的时代篇章。会议递补张文学、张宝军为省委委员。

在兰州召开。会议强调，要将定不移落实会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开创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中共甘肃省委２０２０年常委会会议一览表
会议名称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

部署有关工作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

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

部署有关工作

日期

１月２日

主要内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２０２０年新年贺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全国离退休
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及全国老干部局长会议、第四次新时代政法工作创

新交流会议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审定提交省十三
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甘肃省十二届三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和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有关年度计划。

１月１２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
讲语，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的通报》，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

１月１８日

，
４１Ｍｍ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精神，研究
提出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审议《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

作确保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讨论研究榆中生态创新城总体规划、支

持意见等事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 研究部署

下一步工作

１月２１日

批示，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防控工作。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
地区、重点部位、重点人群，坚持科学防控、依法防控、联防联控，遵循相关医学规程，全

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要求，尽可能防范和
减少传染源。要强化属地管理，靠实地方和部门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及时消除疫情隐

患。要统一指挥，迅速建立组织系统，形成完整的防控网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的重要指示 贯彻

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研
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林铎在讲话中指出，新型冠状病

１月３０日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重要指示，为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指明科学方法和行动路径。唐仁健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从实按照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抓落实，科学作为，千方百

计遏制住疫情蔓延的势头。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全国防控物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安排部署统筹工作

资暨春运错峰返程运输保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全

２月５日 省疫情防控、统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林铎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始终把疫情防控这根弦绷得紧
而又紧，坚定信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提出贯彻意见安排部署

有关工作

２月１１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批示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安全生产等工作。讨论审议《中共甘肃省委常委
会２０２０年工作要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国

传达学习 各项会议精神研究贯彻
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２月１８日

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通知》和全国
统战部长会议、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会议审定全省《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施意见》。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工作

２月２２日

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强调，要把疫情防控继续摆在突
出位置，按照分区分级分类精准防控要求，完善和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严格落实地方
的属地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部门的监管责任，防止发生新的疫情，不断巩固成果、扩

大战果，全面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战役。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安排部

署有关工作

２月２５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关心爱护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作出的

重要指示，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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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会议名称

日期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

３月３日

账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排部署相关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安

排部署有关工作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

相关工作

３月８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污染防治等工作。

３月１７日

意见，安排部署疫情防控、脱贫攻坚、党的建设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扶贫开发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

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

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３月２４日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疫情防控、

主题教育等工作。会议审议甘肃省《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进一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各项重要
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研究

│依法治省、春季农业生产、教育现代化、经济发展等工作。会议审议推进教育现代化有

关文件，研究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安

主要内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提出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

４月３日

工作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讲话、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的重要
讲话和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省凉山州
西昌市森林火灾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研究提出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

署有关工作。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义务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４月１０日 植树等工作。会议以套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形式，传达学习中央
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有关文件精神，审议《甘肃省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制调整工作实施方案》《甘肃省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安排部署下一步改革工作。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成效 ４月１４日

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９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的通报》
和中央脱贫攻坚约谈会议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整改工作和脱贫攻坚工作。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赵乐际同志来甘考察讲话
指示精神研究提出贯彻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赵乐际同志来甘考察讲话和指示精神及在七省区纪委书记座

考核情况的通报》和中央脱贫攻坚
约谈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肃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明确努力方向和整

改措施

４月２４日

谈会上的讲话。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和成效考核汇报时的重

４月２９日

要讲话精神、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对照中央第一巡视组反馈意见，深刻检视剖析，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

步明确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进一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李克强总理批示，研究提出甘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
肃省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
５月８日
李克强总理批示研究部署有关工
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审议甘肃省的《实施意见》。会议研究省法治建
设绩效考评工作，审议《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法治为民办实事（省级）项目清单》。

作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具体意见

５１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５月１５日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在山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平安甘肃建设等工作。会议审议《甘肃省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续表
会议名称

日期

主要内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安
排部署甘肃省贯彻落实工作。林铎强调，全省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贯彻＂以保促稳＂新要求，紧紧围绕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小康社会，抓紧抓实打赢脱贫攻坚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大事要

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安排部署 ６月１日
事，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势头。要全力
贯彻落实工作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绝不让来之不易的疫情
防控成果前功尽弃。各级各方面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拿硬招数＂的观念、
＂见实效果＂的导向，不搞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以强烈的紧迫感快马加鞭推进各自工
作，坚决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战。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 研究贯彻意见安排部

署有关工作

６月１２目

。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甘肃省贯彻意见，安
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审议《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实施细
则》。审议《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

传达学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传达学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脱贫攻坚督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甘肃省
组脱贫攻坚督战工作电视电话会 ６月２０日 贯彻落实意见，审议《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

情况的报告》

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习近平关于力戒形式主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

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

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会议审议《甘肃省脱贫
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 ６月２９日
攻坚领导小组关于２０１９年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审议
《甘肃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

工作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集体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会议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制定和实施《中国共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
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习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研究 ７月３日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咸
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
著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这部著作作为必学常读的案头卷，学原文、悟原
理、究原义，准确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强烈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工作

自觉学好用好这部重要著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

７月１７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传达学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有关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中
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
７月２４日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规

范完善基层党组织选举制度机制，严格程序、严明纪律，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选举质量。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部署下半年
和指示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 ７月３０日 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审议通过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部署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话和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吉林考察和视察空军航
空大学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的重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

有关工作

８月７日

要指示、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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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会议名称

日期

主要内容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提 ８月１４日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出贯彻落实意见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
话和指示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

８月２１日

措施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

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召开的＂十四五＇时期巩固我国西部地区脱贫成果＂重点提案督办协
商会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克服疫情灾情影响确保如期全面脱贫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

９月１日

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省委书记林铎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安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听取军队参与防汛救灾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在
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

人民警察队伍授旗所致训词。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 ９月１１日 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５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政法领域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会、中央组织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实意见安排部暑有关工作
织路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审议《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讲话精神研究提出贯彻意见安排 ９月２５日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汪洋同志的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
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

９月２９ 日

育成果的意见》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传达中央政治局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论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提

１０月１２日

出贯彻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民营经

济统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提出贯彻意

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
示。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１０月１６日

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４０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

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传达学习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论述和讲话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 １０月２３ 日

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研究分析全省

经济运行形势，安排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议研究审议《甘肃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省委书记林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

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 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１１月２日

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强调，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发挥省
级班子和省级党员领导干部示范表率作用，原汁原味学习全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并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做

到理解透彻、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５１２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续表
会议名称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

实意见安排部署有关工作

日期
１１月１１日

主要内容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管理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登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

Ｌ１一

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

１拿

解放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７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

甘肃
年鉴

作。研究部署污染防治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王沪宁同志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的讲话。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
讲话和指示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 １１月２０日 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胡春华副总理在甘肃考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会议审议
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若干措施》。

２０２１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省国资国企改革重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的汇

论述和讲话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 １１月２７日 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会
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议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审议《甘肃省中小学教师减负

清单》。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
讲话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

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会议
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

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

１２月４日

１２月１１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共
中央关于授予周永开、张桂梅同志和追授于海俊、李夏、卢永根、张小娟、加思来提·麻合
苏提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精神。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纪念中国关工委成立
３０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精神，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相关工

作。

省委书记林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
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断，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

１２月２３日 上来，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确保＂两节＂期间农副产品充足供应，排
查化解安全生产隐患，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和群众冬季取暖，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２０２１年全

省经济工作

省委书记林铎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制定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１２月２３日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稿在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提请省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审议。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省委书记林铎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全会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委员
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和省委经济 １２月２４日

工作会议在兰州开幕

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新发展阶

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奋力开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努力谱写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

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及今后－

个时期的经济工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审议《甘肃省加强法治乡村建
精神 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意见安排 １２月３０日 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会议审议《甘肃省市（州）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

部署相关工作

附 录 ５１３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０年重要文件目录
甘肃省人民政府令

文件名

成文日期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办法〉等１１件政府规章的决定》

文件号
第１５４号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甘肃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暂行规定＞等１０件政府规章的决定》

第１５５号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０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１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

部至响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２［４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甘肃省人民政府发文

文件名

文件号

成文日期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二批甘肃省历史文化街区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２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甘肃行动的实施意见》

甘政发【２０２０】３号

２０２０年１ 月８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专利奖励的决定》

甘政发【２０２０Ｊ４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度甘肃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甘政发【２０２０〕５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分解落实２０２０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重点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６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１８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

甘政发【２０２０】９号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８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古浪县等３１个县区退出贫困县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１７号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白龙江引水工程占地和淹没区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及迁

甘政发【２０２０）１８号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２日

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２８号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４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引哈济党工程占地和淹没区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及迁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３６号

２０２０年７月６日

《教育部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打造＂技能甘肃＂的意

甘政发【２０２０３８号

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７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宣布废止省政府有关文件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４０号

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甘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４１号

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引领的意见》

甘政发【２０２０４６号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南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甘政发〔２０２０】５１号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镇原县等８个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

甘政发【２０２０】５５号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２０１９年度省长金融奖获奖单位的决定》

甘政发【２０２０】６２号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

作任务的通知》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

入人口的通告》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人口的通告》

见》

的通知》

５１４ ｜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会议日期
１月６日

甘肃省人民政府２０２０年常务会议一览表
会议名称
会议内容
十三届省政府第７７ 次

审议《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研究设置培
黎职业学院事宜；审议《关于建立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监测评价考核机制的通知》；审议《甘肃
省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人员分流安置工作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批示

１月２１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７８次

精神，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审

议《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安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２月６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７９次

。
酒门家享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主持召开。通报２０２０年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统筹抓好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事宜；研究人事任免和参事解聘事宜。

审议《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商贸流通服务业应对疫情影
响稳定市场消费的若干措施》；审议《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工作要

．２月 １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０次

点》（套开省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

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事宜；审议《关于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
长带的意见》；审议《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２０年全省高层建筑

消防安全治理工作实施方案》。

２月２５目

审议《甘肃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审议《２０２０年甘肃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审议《甘肃省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１次 人民政府２０２０年立法计划》。

审议《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基本思路》；审议《中国（甘肃）自由贸易

３月９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２次

试验区总体方案》；审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审议《甘肃省省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试行）》；审议
《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２０年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步奖与贡献奖评奖和激励奖励实施细则》；审议《甘肃省水安全保障规划》；审议《甘肃省高

考综合改革工作推进方案》；审议《２０２０年第二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使用建议方案》。

研究分析全省１—２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力以赴拓展存

３月１９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３次

量创造增量确保完成全年目标的工作方案》；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
重要批示及全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听取我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汇
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研究全省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指标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分
类县调整意见；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修订草案）；研究提高２０２０年

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３月２６日

４月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４次 审议《关于进一步争取国家支持优化甘肃科技生态环境重点任务推进方案》；研究人事事宜。
听取全省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审议《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若干措施》；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５次
审议修订《甘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意见；通报清明节假期有关情况；研

究参事聘任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附 录 ５１５

续表
会议日期

会议内容

会议名称

审议《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切实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研究从省科技
投资集团将兰州科技大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白银
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注入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有限责任公司事宜；审议

甘肃

４月１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６次

年鉴

《关于推进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的实施意见》（套开丝绸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兰白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技术创新驱动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兰白科
技创新改革试验区技术创新基金风险控制委员会管理办法》；审议《甘肃省贯彻落实《关于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２０２１

４月２０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７次

研究分析全省一季度经济运行形势。

审议《关于保居民就业的工作方案》《关于保基本民生的工作方案》《关于保市场主体的工作方
案》《关于保粮食能源安全的工作方案》《关于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工作方案》《关于保基层

４月 ２６ 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８次 运转的工作方案》；审议《关于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进一步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审议《２０２０年第三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使用方案》；研究人事

事宜。
５月６日

审议《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审议《甘肃省节约用水条例（草

十三届省政府第８９次 案）》；通报＂五一＂假期有关情况；研究参事聘任事宜。

传达学习《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５月ＩＩ 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０次

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审议《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实施方案》；审议《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住房公积全管理分支机构调整实施方案》；研

究人事事宜。

５月１８日
６月２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１次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２次

研究分析全省１—４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甘肃省中小微企业专项贷款实施方案》；研究普速

铁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审议《甘肃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审议《２０２０年争取中央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工作方案》；学习《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
议办法》《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工作规定》，听取统计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安排

部署进一步做好统计工作事宜；审议《甘肃省有限电视网络整合发展实施方案》。

６月１１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３次

审议《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方案》；审议《甘肃省＂两纵两横一
枢纽＂区域交通项目实施方案》。
研究分析全省１—５月经济运行形势；学习《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措

施》，审议《甘肃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实施方案》；审议《第二十六届兰洽会（网上）总体

６月１６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４次 方案》；审议《甘肃省加强民族地区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方案》；研究张掖市甘州区
新墩镇政府驻地迁移事宜；研究延期开展全省第十次村民委员会和第七次居民委员会换届工

作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强化＂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机制持续做好稳投资工作的意见》；研究加强和规范扶

６月２８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５次

贫资产管理工作；审议《关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资源税适用

税率等事项的方案》；审议２０２０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拟推荐人选名单；通报端午节假期有
关情况；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支持大敦煌文化经济旅游圈建设的若干意见》；审议《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７月１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６次

打造＂技能甘肃＂的意见》；审议《甘肃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审议关于２０２０年调整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意见；审议第九批甘肃省优秀专家候选人的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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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会议日期

会议名称

７月２０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７次

会议内容
研究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审议《废止〈甘肃安西极早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

例＞＜甘肃省林地保护条例＞２件地方性法规（草案）》；研究人事事宜。
传达学习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全国

８月３ 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８次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妨碍统一市

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意见；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促进外贸出口

８月１０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９９次 稳定增长的方案》；审议《关于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强化科技引领的意见》；审议《关于进一步
细化责任分工强化协调联动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水平的意见》；研究全省光伏扶贫工作（套开

ｈ门拿育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省光伏扶贫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８月１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０次

８月２４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 １０１次

研究分析全省１—７月经济运行形势；听取第三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筹备情况的汇
报；研究聘任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切实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审议《甘
肃省２０２０年秋冬季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审议《甘肃省赋予乡镇和街道部分县级
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研究人事事宜。

８月３１日

审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审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２次 的实施方案》；审议《甘肃省中小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审议《甘肃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
摊点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关于８·１３陇东南暴洪灾害农村居民基本住房重建维修、重建过渡期临时安置补助、受灾
群众生活安排等所需资金筹措方案》；审议《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统计工作的意见》；审议

９月１４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３ 次

《甘肃省＂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审议《２０２０年城乡建设用地挂钩节余指

标跨省域调剂任务分解方案》；审议《甘肃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

例（修订草案）》；审议《生态环境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研究人事

事宜。
９月２１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４次

研究分析１－８月全省经济运行形势。

９月２８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 １０５次

审议《甘肃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施方案》；审议《甘肃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研究

１０月９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６次

１０月２１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７次

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审议《甘肃省公共文化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通报中秋节假期有关情况；研究人事事宜。
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在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视频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新闻稿），研究分
析前三季度全省经济运行形势；审议《陇南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审议

《甘肃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研究人事事宜。
审议《关于生态立省的意见》；审议《省级部门实施零基预算管理工作方案》；审议《甘肃省自然

１１月２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８次 资源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审议《甘肃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审议２０２０年第三批天津帮扶资金安排意见。
研究分析全省１—１０月经济运行形势；审议《甘肃省中医药条例（草案）》；审议《甘肃省土壤污

１月１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０９次

染防治条例（草案）》；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甘

肃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草案》。

附 录 ５１７

续表
会议日期

会议名称

１１月２３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１０次

，

甘肃

年鉴

会议内容
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审议《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工作的若干措施》；审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发展的实施方案》。

研究分析全省１—１１月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研究取消调整

１２月１４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１次

２０２１

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意见；审议《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审议《甘肃省乡村医生管

理办法（试行）》；审议《甘肃省国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审议

２０２１年第一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意见；研究省政府参事解聘事宜；研究人事事宜。

１２月２１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１２次

研究２０２１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安排意见；审议《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
审议《甘肃省设立镇标准》《甘肃省设立街道标准》；研究我省战勤保障消防站暨物资储备库和
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建设事宜；研究兰州航空工业职工大学改制为兰州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事

１２月２７日

十三届省政府第１１３ 次 宜；研究省属企业负责人２０１８年度绩效薪酬兑现事宜；听取关于张掖市体育局违规审批和授
予二级运动员技术等级问题情况汇报，审议《甘肃省运动员技术等级违规审批授予问题专项

清查处置工作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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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２０２１

说明；１．本索引主体采用主题分析索引方法，按主题词首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２．栏目、分目标题用黑体字标明。
３．索引名称后的数字表示内容所在的页码，数字后面的ａ、ｂ表示栏别。
４．辅助的资料索引按页码顺序排列。

Ａ

帮扶工作体系 ２６ａ
保护地体系建设 ２６６ａ

安排部署 ３６０ａ

保密工作 ２２０ａ

安排部署全省经济发展工作 ２０９ａ

保密监督检查 ２２０ａ

安排部署脱贫攻坚整改落实工作 ２０８ａ

保密行政管理 ２２０ａ

安全风险管控 ３１６ｂ

保密宣传教育 ２２０ａ
保投入政策 ２１ｂ

安全生产 ３７１ｂ

保险业运行综述 ２８１ａ

安全与应急 ２９３ａ
安全责任 ３７２ａ

保障标准 ９８ａ

安排部署制止餐饮浪费行为重要指示 ２０８ｂ

Ｂ

白龙江林业管理 ２６７ｂ

白银市 ３７７ａ
白银市 １２ａ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３ａ

办公用房管理 ２３２ａ

保障对象 ９８ａ
保障改善民生 ３１１ｂ，３０２ｂ
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 １５ｂ

保障投入体系 ２７ａ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３２３ａ
保障政策 ２０ａ

报业改革 ３６７ａ
暴雨洪涝 ３４２ａ

索 引｜５１９

２卫

备案审查 ２５６ａ
比较精准阶段（２０１６年） ８１ａ
标准化工作 ３０６ａ

陈列展览 ３４９ｂ

冰雹 ３４２ａ

成果巩固工作体系 ２７ｂ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２６３ｂ

成人高校招生 ３３３ａ

博物馆工作 ３４９ｂ

城市管理执法监督 ３２７ｂ

甘肃 博物馆建设 ３４７ｂ
年鉴 部分金融单位 ２８２ｂ

＂朝圣敦煌＂美术创作工程 ３５０ａ
撤销省界收费站 ２９４ａ

城市建设 ３２ａ
城市执法体制改革 ３２８ａ
持续深化改革 ２４０ａ

２０２１ 部分科研单位 ３４０ａ
部分学校 ３３４ａ

冲刺清零专项行动 ８６ｂ，８８ａ

部分医院机构 ３５５ａ

出入境监管防控 ３１４ａ

部门预算监管 ３１２ａ

传播渠道拓展 ３６７ａ

Ｃ

传染病防控 ３５４ａ
传统村落保护 ３２２ｂ

财政地方监管３１０ａ

创新平台培育 ２７２ａ

财政扶贫资金 ３１ａ

创新与发展 ３４７ｂ

财政金融 ２０５ａ

创业带动就业 ３７０ａ

财政平稳运行 ３１ｌａ

慈善募捐 ２５１ｂ

财政审计 ３１２ｂ

慈善事业 ３６９ｂ

财政专项资金投入 ２５ａ

慈善项目 ２５２ａ

参政议政 ２４１ｂ，２４２ａ，２４２ｂ，２４３ａ，２４３ｂ

促进经济企稳回升 ３１１ｂ

餐饮服务食品监管 ３６４ｂ，３０７ｂ

促就业政策 ２２ａ

残疾人和流浪乞讨人员服务保障 ３６９ａ

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２４ａ

残疾人教育就业２４９ｂ

村镇建设 ３２２ｂ

残疾人康复救助 ２４９ａ

存量二套房利率上浮调研 ３２４ｂ

残疾人权益保障 ２４９ｂ

Ｄ

藏品管理 ３４９ｂ
草产业发展 ２６７ａ
测绘地理信息服务 ３２０ｂ

打击违法犯罪 ２５６ｂ
打击走私犯罪 ３１４ａ

产业布局 ３０３ａ，２７ｂ

打假打私 ２８９ｂ
大风沙尘 ３４２ｂ
大气污染防治 ３２９ｂ
党建工作 ２２１ａ

产业扶贫 ２７ａ

党史工作 ２２０ｂ

产业扶贫体系逐步构建 ８ａ

党史研究与编撰出版 ２２０ｂ

产业扶贫资金奖补 ３１ａ

党史资料征集 ２２０ｂ

产业结构调整 ３０ｌａ

党校（行政学院）工作 ２２１ｂ

产业培育 ２７８ｂ
产业政策 ２１ａ
常委会工作 ２３６ｂ

档案安全 ３４７ｂ
档案管理 ３４７ｂ
档案信息化 ３４７ｂ

常住人口 ２０３

档案资源建设 ３４７ｂ

测绘地理信息监管 ３２０ｂ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３０５ａ

产销对接体系 ２９ａ

５２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督查督办工作 ２３０ａ

道路交通管理网格化 ２５７ａ
登记注册 ３０３ｂ

督查检查 ３２５ｂ

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控 ３５４ａ

读者出版集团 ３６７ｂ

地方金融监管 ２８１ｂ

读者服务 ３４９ａ

地方立法 ４２９
地方立法工作 ２２４ｂ

对外经济合作 ２８６ａ
对外贸易 ２８５ｂ

地方粮食储备建设和管理 ２８８ｂ

多党合作 ２１５ｂ

地方审计监督 ３１２ａ
地方史志工作 ３４８ａ
地方志书编纂与出版 ３４８ａ

儿童服务保障 ３６９ａ

地理测绘与监管 ３２０ｂ

地理概况 １９７ａ
地情资料编研 ３４８ｂ

发展营商环境 ２８７ｂ

地震 ３４３ａ

发展与改革 ３０１ａ

地震应急保障 ３４３ｂ

法规清理工作 ２２４ａ

地震灾害预防 ３４３ｂ

法律服务体系 ２５９ａ

地质勘查 ３１９ａ

法律事务 ２５６ａ
法学研究 ２５１ａ

地质勘探 ２７４ｂ
地质矿产管理 ３１８ｂ

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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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法院工作 ２５８ａ

地质灾害防治 ３２０ａ

《法制伴你行》栏目 ３６６ａ

第二十六届兰洽会 ２８７ｂ

法治甘肃建设 ２２６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３１３ｂ

法治化标准化建设 ２３２ａ

电力安全监管 ３１５ｂ

法治教育和学校安全稳定 ３３２ａ

电力工业 ２７５ｂ
电力稽查 ３１５ｂ
电商扶贫 ６５ａ
电商扶贫模式 ６６ａ

法治体制建设 ２５５ｂ
法治宣传 ２５１ａ

电商培训 ６６ａ

反垄断工作 ３０４ａ

电信 ２９９ｂ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２７９ａ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２９８ｂ

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 ２９８ｂ

调查统计服务 ３１３ｂ

房地产市场监管 ３２３ａ

调查研究 ２１６ａ，２３１ｂ，２４１ａ

＂放管服＂改革 ２１６ｂ，２３０ｂ

调查业务工作 ３１３ｂ
调研咨政 ３４８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３４６ｂ
非学历教育考试 ３３ｂ

定西市 １４ａ，３８７ｂ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 ９４ａ

非遗扶贫 ６３ａ
非洲猪瘟防控 ２６４ａ
风物名胜 ２０１ａ

动态监测预警 ９８ｂ

风雨兼程守初心继往开来担使命——甘肃省纪委监委光

东西部扶贫协作 ９４ａ

动物防疫补助 ２６４ｂ

法治政府建设 ２５５ｂ

反腐败斗争 ２４０ａ

辉发展历程主题展览 ２３８ａ

兜底保障从严从实 ８ａ

扶贫车间 ６０ｂ

兜牢县级＂三保＂底线 ３１１ｂ

扶贫对象动态管理 ８０ａ

索 引｜５２１

２自

扶贫和乡村振兴审计 ３１２ｂ
扶贫劳动力培训６０ａ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７ａ

扶贫审计 ３１３ｂ

甘肃省妇女联合会 ２４７ａ

扶贫体系 ２６ａ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 ３５８ａ

扶贫项目资金保障 ２５ａ

甘肃省工商业联合会（民间商会）２４４ａ

２０ａ
甘肃 扶贫政策
２５ａ
年鉴 扶贫资金
扶贫资金管理 ２５ｂ

２０２１

甘肃省法学会 ２５１ａ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３６６ａ
甘肃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２４９ｂ

甘肃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２５１ａ

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惩腐打伞＂视频会

服务保障 ２５４ａ，２９９ｂ

议 ２３７ａ

服务平台建设 ２８９ａ

服务青年工作 ２４６ｂ
服务社会 ３００ｂ

甘肃省军区 ２５３ａ

服务涉台事务 ２１７ｂ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 ２５０ａ

服务深化改革 ２１６ａ

甘肃省科学院 ３４０ｂ

服务实体经济 ２８１ａ

甘肃省民航机场建设集团 ２９６ａ

服务体系 ２５４ａ
服务业 ２０４ａ

甘肃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 １４２ａ

服务职工群众 ２４６ａ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 ３４１ａ

甘肃省科技功臣奖 ４１５ａ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２８４ａ

甘肃省贫困退出验收办法 １３１ａ

服务中心大局 ２１９ａ

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成立 ２５０ａ

妇幼健康服务 ３５２ｂ
改革举措与督查 ２１６ｂ

概况 ２０３ａ

甘肃省人民医院 ３５５ａ

Ｇ

甘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２５２ｂ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３４１ａ
甘肃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会议 １７ａ

干部队伍建设 ２１３ａ

甘肃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２４７ｈｂ

干部培训 ２２１ｂ

甘肃省中医院 ３５７ａ

甘南藏族自治州 ３９１ｂ

甘肃省自然科学奖 ４１５ａ

甘南藏族自治州１４ｂ．８９ａ

甘肃省总工会 ２４５ａ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３３９ａ

甘肃医学院 ３３８ａ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４ｂ

甘肃政法大学 ３３６ａ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３３９ａ

甘肃中医药大学 ３３６ａ

甘肃煤田地质局 ２７５ａ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３５７ｂ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 ３３７ｂ

钢铁工业 ２７２ａ
港澳事务 ２３１ａ
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 ２３６ａ

甘肃农业大学 ３３５ｂ

甘肃日报社 ３６７ａ
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 ２４９ａ

高层消防 ３７１ｂ
高等教育 ３３２ｂ

甘肃省慈善总会 ２５１ｂ

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 ３３２ｂ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３５５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３３３ｂ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３５６ａ

高速公路限速标准调整 ２９４ａ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中华文化学院） ２２２ａ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２９３ａ

５２２｜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高温 ３４２ａ
高质量发展 ２２５ｂ
高中教育 ３３２ｂ

固定资产投资 ２０４ｂ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 ３７ｌａ

贯彻落实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２１０ａ

更加精准阶段（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８１ａ

贯彻落实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２０７ａ

耕地保护与监督 ３１８ｂ
工程安全监管 ３２５ｂ
工程管理 ２５５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 ２０８ｂ

工程建设标准管理 ３２４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

工程建设管理 ３２４ｂ

关心下一代工作 ２２１ｂ
关心下一代基金会换届选举 ２２１ｂ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对甘肃

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２０７ｂ

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２０９ｂ

工程招标投标管理 ３２６ｂ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２１０ａ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３２５ｂ

灌区管理 ２７０ｂ，２７０ｂ

工程质量监督 ３２５ｂ

光彩事业临夏行 ９３ａ

工会基层组织建设 ２４６ａ

光伏扶贫 ７７ａ

工业和建筑业 ２０４ａ

广播电视事业 ３６５ａ

工业经济 ２７ｌａ

广播电视网络传播 ３６６ｂ

工业与建筑业 ３７４ａ，３７５ａ．３７６ａ，３７７ｂ，３７８ｂ，３８０ｂ，３８１ｂ，

广电行业监管 ３６５ｂ

年鉴
２０２１

广告监管 ３０５ａ

工作机制 ２３ａ，７８ｂ，８６ａ

规范市场秩序 ２８１ａ

工作指导机制 ８５ａ

公安工作 ２５６ｂ

规范运行 ２１２ｂ
规划政策制定 ３０１ａ

公共安全管理 ２５６ｂ

国防动员 ２５３ａ

公共机构节能 ２３２ｂ

国际经贸展览 ２９０ａ

公共数字文化建设 ３４９ａ

国家部委表彰 ３９９ａ，４０２ｂ

公共文化服务 ３５０ａ

国家财政监管 ３１２ａ

公共应急频道开播 ３６６ａ

国家审计监督 ３１３ａ

公共资源交易 ２８９ａ

国家税务 ３０９ｂ

公积金监管 ３２４ａ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３１３ａ

公路航空旅游投资建设 ２９７ａ

甘肃

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２０９ａ

工程造价监管 ３２５ａ

３８３ａ，３８４ａ，３８６ｂ，３８８ａ，３８９ｂ，３９０ｂ，３９２ａ

Ｊ同１金座

国内贸易 ２８５ａ

公民道德建设 ２１５ａ

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 ２０４ｂ

公务用车管理 ２３２ｂ

国企改革 ３０２ｂ

公益事业发展 ２４９ｂ

国土空间管理 ３１８ａ

公益诉讼 ２５８ｂ

国土空间规划 ３１８ａ

公益性岗位 ６０ａ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３１８ａ

公租房建设 ３２３ａ
供水补水 ２７０ａ
供水用水 ２６８ａ
供销合作 ２８８ａ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３１８ａ

国土绿化 ２６６ａ
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厂 ２７７ｂ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２７６ｂ

共青团甘肃省委 ２４６ａ

国有资产监管 ３０２ｂ

古浪县脱贫攻坚省直帮扶单位工作联席会议 ２３８ａ

国资国企改革 ２１６ｂ

索 引｜５２３

国家部委表彰 ４０２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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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监管 ３１４ａ
寒潮、强降温 ３４２ｂ
夯实基础政策 ２３ａ
航空物流 ２９６ａ

基础测绘 ３２０ｂ
基础教育 ３３２ａ ３３２ａ

基础设施 ２９５ａ
基础设施建设３２ｌａ
疾病医学防控 ３５２ｂ
疾病预防控制 ３５３ｂ

甘肃
年鉴 航空运输 ２９５ｂ
河湖长制 ２６９ａ

集聚人才 ２４ｂ
集中办公区管理服务 ２３２ｂ
计量工作 ３０６ａ
纪检监察 ２３９ａ

河西学院 ３３７ａ

技能培训 ２４７ａ

核酸检测 ３６１ａ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３７０ｂ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２４５ｂ
红十字会改革 ３５４ｂ

加强代表建议办理 ２２６ｂ

家风建设、家园美化 ２４７ｂ

红十字会事业 ３５４ｂ

嘉峪关市 ３７４ｂ

后装保障 ２５３ｂ

嘉峪关市 １１ｂ
价格调控监管 ３０２ａ

２０２１ 合作交流 ３３２ａ

护航经济发展 ２５６ｂ
华能甘肃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７７ｂ

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２２０ａ

画院工作 ３５０ａ
环保产业发展 ３２９ａ，

环保督察 ３２９ａ

一

环境保护 ３７５ｂ，３７７ａ，３７９ｂ，３７８ａ，３８１ａ，３８２ａ，３８３ｂ，３８５ｂ，

３８７ｂ，３８８ｂ，３９０ａ，３９１ａ，３９２ｂ，
环境监管 ３３０ｂ
换届工作 ２５１ａ

价格监督管理 ３６４ｂ
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 ３０４ｂ

监测预报 ３４３ａ
监督管理 ２８１ａ

监督检查体系 ２７ｂ
监狱管理 ２６０ａ
检察改革 ２５８ｂ
检察工作 ２５７ｂ
减少群众聚集 ３６０ｂ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２６９ａ

减税降费工作 ３０９ｂ

黄河流域污染防治 ３３０ａ

建材工业与轻工业 ２７４ａ

婚姻登记管理 ３６９ｂ

机构编制工作 ２１８ａ

建材业 ２７４ａ
建档立卡 ８０ａ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 ３２７ｂ

建设投资 ２９５ａ

机关事务管理 ２３２ａ

建言献策 ２３１ｂ，２４２ａ
建置沿革 ２０１ｂ
建筑节能与科技 ３２７ａ

基本精准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８ｌａ

建筑市场监管 ３２６ａ

基本医疗保障 ８３ａ

建筑市场与工程招投标监管 ３２６ａ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２１３ｂ

建筑业 ２７８ａ

基层建设 ２５３ｂ

降水 ３４２ａ
交流合作 ３６６ｂ
交流交往 ２３１ａ

机构编制管理 ２１８ａ
机构编制监督检查 ２１８ｂ

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治理 ３７０ａ

基层组织规范化 ２３ｂ
５２４｜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交通安全管理 ２５７ａ
交通安全治理 ２５７ａ

精准退出 ８０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２９１ａ

九三学社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３ｂ

交通能源项目建设 ３０１ｂ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２ａ

交通通信 ３７４ａ，３７５ａ，３７６ａ，３７８ａ，３７９ａ，３８０ｂ，３８１ｂ，３８３ａ，

酒泉市 １３ａ，３８２ａ

３８５ａ，３８６ｂ，３８８ａ，３８９ｂ，３９２ａ

靖远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５ａ

Ｔ门１

旧日志整理 ３４８ｂ

甘肃
年鉴

交通运输 ２９ｌａ

救助兜底保障 ９８ａ

交通运输 ３９０ｂ

就业安置 ２５４ａ

交通运输疫情防控 ３６３ａ

就业扶贫 ６０ａ

教师队伍 ３３２ａ

就业政策体系建设 ３７０ａ

教学培训 ２２２ａ

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２０５ａ

教育 ３３１ａ

聚合力政策 ２３ｂ

教育扶贫国家示范区 ８２ｂ
教育投入 ３３１ｂ

聚焦贯彻中央精神谋划推进工作 ２３９ａ

卷烟经营 ２８９ｂ

教育信息化 ３３２ａ

决策落实 ２１２ａ

教育综合改革 ３３１ａ
节约用水 ２６９ｂ
巾帼扶贫车间 ２４７ｂ
巾帼脱贫行动 ９３ｂ

金融调控管理 ２７９ａ
金融扶贫 ６１ａ

考试招生 ３３１ｂ

金融服务发展 ２７９ｂ

科技 ３３９ｂ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２８２ａ

科技交流合作 ３４０ｂ

金融改革创新 ２８０ｂ

科技体制改革 ３４０ｂ

金融宏观调控 ２７９ａ
金融审计 ３１３ａ

科技研发 ２７８ｂ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３６２ａ

科教卫体委员会 ２３６ａ

津企陇上行 ９３ｂ

科学技术和教育 ２０５ｂ

近７００万人住房安全问题解决 １５ａ

经济委员会 ２３５ｂ

科研成果 ２２１ｂ
科研工作 ３４９ａ
科研和智库 ２２２ｂ

经济运行 ３０２ｂ

课题调研 ２４２ａ，２４３ａ

经济责任审计 ３１２ｂ，３１３ｂ

课题研究 ２２０ｂ

经营服务 ２８８ａ

控辍保学政策 ８１ｂ

精品创作 ３６５ａ
精神文明建设 ２１５ａ

口岸建设 ２８６ｂ
口岸疫情防控 ３６４ａ
快递保障 ３６３ｂ

精准工作体系 ２６ａ

快递服务与建设 ２９９ａ

精准识别 ８０ａ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３２０ａ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３ｂ

经济合作 ２８７ａ

精神扶贫工程 ７８ａ

Ｋ

勘察设计 ３２７ｂ
勘察设计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３２７ｂ
考古发掘 ３４７ａ
考核激励 ２４ｂ
考核评估体系 ２７ａ

金昌市 １１ａ，３７５ｂ

２０２１

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 ３２８ｂ

索 引｜５２５

矿产资源现状 ３１８ｂ
矿业权管理 ３１９ｂ

林草科技创新 ２６７ａ

扩大对外开放 ３０２ａ

林果产业 ２６７ａ

会计监督检查 ３１２ａ

林区管理 ２６７ｂ

林草生态扶贫 ２６６ａ

Ｌ

２２

甘肃

３３６ａ
年鉴 兰州财经大学
兰州城市学院 ３３６ｂ
２０２１ 兰州大学 ３３４ａ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 ２６５ｂ

林业草原资源管理 ２６５ａ

林业生态建设 ２６８ａ

临夏回族自治州 ３９０ａ
临夏回族自治州１４ｂ，９０ａ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３５６ｂ

＂领导包抓＋专家服务＂技术督导模式 ８４ｂ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３５６ａ

流行病学研究 ３６１ｂ

兰州工业学院 ３３７ｂ
兰州交通大学 ３３５ａ

＂六稳＂＂六保＂工作 ２７１ａ

兰州理工大学 ３３４ｂ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３３８ａ

陇东学院 ３３７ａ
陇南市 ３８９ａ

兰州市 １ｌａ，３７３ａ

陇南市 １４ａ

兰州文理学院 ３３７ａ

陇台交流交往 ２１７ｂ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３３９ａ

陇台经贸合作 ２１７ｂ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通航５０周年２９６ａ

路外安全环境整治 ２９５ｂ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３３８ｂ

路衍经济发展 ２９２ｂ

拉开架势构建扶贫产业体系 １５ｂ

旅游扶贫 ６１ｂ

劳动和技能竞赛 ２４５ａ

劳务输转 ６１ａ

旅游扶贫模式 ６２ｂ
旅游招商引资 ３４７ａ

老干部工作 ２２０ｂ

铝产业 ２７２ｂ

老干部政治生活待遇落实 ２２０ｂ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 ３２７ａ

老旧小区改造 ３２１ｂ

绿色金融 ２７９ｂ

老龄健康服务 ３５３ａ

绿色金融发展 ２８２ａ

离退休干部作用发挥 ２２ｌａ
历史人文 ２００ａ

绿色农业 ２６２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３２２ａ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３１６ｂ

利用外资 ２８６ａ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２３０ａ

联络交流 ２５１ｂ
联通 ３００ａ

Ｍ

六项重点工作 ２５７ｂ

绿色智慧交通建设 ２９２ｂ

粮改饲工作 ２６３ａ

慢性病与精神卫生综合防控 ３５４ａ

粮食和物资储备 ２８８ｂ

贸易促进 ２９０ａ

粮食生产 ２６１ａ

煤矿安全监察 ３１６ａ

粮食市场供给 ２８８ｂ

煤矿安全专项整治 ３１６ａ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完成 ７ｂ

＂两州一县＂ ８８ａ

煤炭工业 ２７４ｂ
门诊慢特病 ３５３ｂ

林草改革 ２６５ａ

民建中央专题调研组来甘调研 ２３５ａ

５２６｜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民企甘南行 ９３ｂ
民生福祉改善 ２２５ｂ

农业农村经济 ３７３ｂ，３７４ｂ，３７６ａ，３７７ｂ，３７８ｂ，３８０ｂ，３８１ｂ，

民生领域立法 ２２４ｂ ２２４ｂ

农业生态建设 ３０１ｂ

３８２ｂ，３８４ａ，３８６ａ，３８８ａ，３８９ｂ，３９０ｂ，３９２ａ

民生审计 ３１２ｂ

民生水利 ２６９ｂ

Ｐ

民生资金（项目）审计 ３１３ｂ

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 ３２９ｂ

民事检察 ２５８ａ

棚户区改造 ３２３ａ

民营经济 ２１６ａ
民政事务 ３６９ａ

贫困人口减贫 ７ａ

民主监督 ２４３ａ，２４３ｂ

贫困县摘帽 ７ａ
品牌建设 ３６７ｂ

民族工作 ２１６ａ

平安甘肃建设 ２５５ａ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２３６ａ

平安高速建设 ２９４ａ

民族经济社会发展 ３７ｌａ

平凉市 ３８４ａ

民族事务 ３７ｌａ

平凉市 １３ｂ

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３７１ａ

普法宣传工作 ２６０ａ

民族宣传 ３７１ａ

普惠金融扶贫模式 ６１ａ

命题工作 ３３４ａ

普通高校招生 ３３３ａ

Ｎ

Ｔ７１拿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 ３３３ａ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３３３ｂ

奶业生产 ２６２ｂ
能源监管 ３１５ａ
年鉴编纂与出版 ３４８ｂ

普通中专招生 ３３３ｂ

年景评述 ３４２ｂ

气候 １９８ａ

镍钴产业 ２７２ｂ

气温 ３４１ｂ

凝聚共识 ２３６ｂ

气象 ３４ｂ

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能力 ６ｌａ

企业合作 ２３１ａ

农村人居环境 ２６２ａ

千企帮千村 ９２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６４ｂ

农村危房改造 ３２２ｂ

＂千企调研纾困＂行动 ２４４ｂ
抢险救援、参与灾后重建 ２９７ｂ

农村饮水安全 ２６８ａ

抢险救灾 ２５３ｂ

农村住房动态监测 ８４ｂ

＂侨爱心·光明行＂公益项目 ２４９ｂ

农村综合改革 ２６２ａ

青年就业 ２４６ｂ

农机购置补贴 ２６２ａ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２２１ｂ

农业 ２０３ｂ
农业发展 ２６１ａ

轻工业 ２７４ａ
庆阳市 ３８ａ
庆阳市 １３ｂ

农业扶持贷款和保险 ３０ｂ

庆祝关工委成立３０周年 ２２１ｂ

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２３６ｂ

区划地名与边界管理 ３７０ａ

农业机械化 ２６２ａ

区域概况３７３ａ，３７４ｂ，３７５ｂ，３７７ａ，３７８ａ，３８０ａ，３８１ａ，３８２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３０ａ

农业农村发展 ２６ｌａ
农业农村发展稳定向好 ８ａ

Ｑ

３８４ａ，３８６ａ，３８７ｂ．３８９ａ．３９０ａ，３９１ｂ
权益维护 ２５４ａ

索引｜５２７

全国监管平台试点 ３２４ｂ

Ｇ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奇葆率队在甘肃考察 ２３５ａ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在甘开展卫生＂三下乡＂活动

２３５

验２ｐ！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三大攻坚战资金保障 ３１１ａ
＂三化改造＂工作 ２７１ｂ

全媒体建设 ３６６ａ
全面摸清底数 ８３ａ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２１６ｂ

＂三区三州＂旅游大环线 ６２ａ
三重保障让＂看病难＂成为过去式１５ａ

全面实现交通扶贫＂两通＂兜底性目标 １５ｂ

森林旅游 ２６７ａ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２５０ａ
全省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３２９ｂ

森林资源保护 ２６６ｂ

全省高速公路ＥＴＣ建设 ２９３ｂ

商会改革发展 ２４４ａ

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培训班 ２３８ｂ

商贸流通保障 ３６３ａ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扫黑除恶＂惩腐打伞＂专项巡视整改暨重

商事法律服务 ２９０ａ
商业地产布局 ２７８ｂ

森林城市和森林乡村创建２６６ｂ

点工作任务推进视频会 ２３７ｂ

商标专利监管 ３０８ｂ

全省预算执行 ３１０ａ

商业贸易 ２８５ａ

全省政协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大会 ２３４ｂ

上推央视发稿 ３６６ａ

全省政协专委会工作会议 ２３４ａ

设立公共应急频道 ３７２ａ

全省重点追逃追赃案件推进会 ２３７ｂ

社会帮扶 ８７ｂ，８８ｂ

全体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 ２３３ａ

社会保险 ３７０ｂ

全域旅游 ３４６ｂ

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 ３０９ｂ

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 ３２２ｂ

社会保障 ３７０ｂ
社会保障服务 ２５５ａ

Ｒ

社会扶贫活动 ９２ａ

人才队伍建设 ２１４ａ

社会服务 ２４２ｂ，２４４ａ

人大代表工作 ２２６ａ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２３５ｂ

人大监督工作 ２２５ｂ

社会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 ２５２ｂ

人道救助 ３５４ｂ
人工造林 ２６７ｂ
人口分布 ２０３ａ

社会治理 ２５５ａ

人口构成 ２０３ｂ

社会组织管理和高校社科联建设 ２５２ｂ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２３５ｂ

社科宣传普及 ２５２ｂ

人力资源管理 ３７０ａ

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２４３ｂ

人民调解 ２５９ａ

涉农资金整合 ２５ａ

人民防空 ２５４ｂ

涉外疫情防控 ３６４ａ

人民生活与社会保障 ３７４ａ，３７５ｂ，３７６ｂ，３７８ａ，３７９ｂ，３８０ｂ，

深度贫困地区 ８６ａ

３８２ａ．３８３ｈ，３８５ｂ，３８７ａ．３８８ｈ，３９０ａ．３９１ａ，３９２ｂ
人畜共患病防控 ２６４ａ
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 ３０６ａ
融媒产品制作 ３６６ｂ
融媒体建设 ３６７ａ

社会新风弘扬 ２１５ｂ

社会组织管理 ３６９ｂ

深度贫困地区资金保障 ２５ｂ
深化公安改革 ２５６ｂ

审计成果 ３１２ａ，３１３ａ

生产经营 ２７８ａ

生活补贴和评残补贴 ２４９ａ
生态保护立法 ２２４ｂ

５２８｜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生态产业发展 ２７ｌａ
生态扶贫 ６３ａ
生态护林员项目 ６４ｂ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３２８ｂ

生态环境保护 ３２９ａ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６７ｂ

座谈会 ２３７ｂ
市州立法指导 ２２５ａ

生态环境风险管控 ３３０ｂ

市州脱贫攻坚 １ｌａ

生态环境体制改革 ３２９ａ

事故查处 ３２６ａ

生态环境宣传教育 ３３０ｂ

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制度 ３７０ａ

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３３０ｂ

事业单位人事改革 ３７０ｂ

生态文明建设 ２２５ｂ

首届寒区旱区水环境国际论坛 ２５０ｂ

生猪生产 ２６２ｂ

兽药产业 ２６４ｂ

生猪生产扶持措施 ２６３ａ

兽药质量监管 ２６４ｂ

生猪屠宰及监管 ２６３ａ

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 ２７０ａ

省长办公会议 ２２８ｂ

数字网络建设 ３６６ｂ

省管企事业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全员综合业务培训班 ２３８ｂ

＂双百千＂培育工程 ２４４ｂ

省纪委监委对派驻（出）机构干部全员培训 ２３８ｂ

双拥共建 ２５３ｂ，２５４ａ

省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成立 ２４９ｂ

水旱灾害防御 ２６８ｂ

省委办公厅工作 ２１１ｂ

水利改革 ２６９ｂ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脱贫攻坚责任制实

施办法》１２８ａ

水利规划 ２６８ｂ
水利建设 ２６８ａ

省委常委会 １５ａ

水土保持 ２６９ａ

省委省政府表彰 ４００ｂ，４０４ａ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６４ａ

省委省政府部署 ３５９ａ

水污染防治 ３３０ａ

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２３０ａ
湿地保护修复 ２６６ａ

税费收入 ３０９ｂ
税务稽查 ３１０ａ
税种管理 ３１０ａ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履职情况 ２２３ｂ

司法改革 ２６０ａ

十三届省政府常务会议 ２２８ｂ

司法行政 ２５９ａ

十三届省政府全体会议 ２２７ａ

司法行政改革 ２５９ａ

省直机关党建 ２１８ｂ

市政公用行业管理 ３２１ｂ

市州纪委书记学习贯彻中央纪委领导人在甘调研讲话精神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 ７ａ

思想道德建设 ２１５ａ

石化工业 ２７４ａ

思想建设 ２１８ｂ

食品安全协调 ３０６ｂ

思想理论建设 ２１４ｂ

食品流通领域监管 ３０７ｂ

思想政治建设 ２５３ａ

食品生产安全监管 ３０７ａ

思想政治引领 ２４６ａ

食品药品监管 ３０６ｂ

饲草产业 ２６２ａ

食源性疾病防控 ３５４ｂ
史志信息化建设 ３４８ｂ
市场调控和监管 ３２３ｂ

台湾事务 ２１７ｂ

市场监管 ２９０ａ，３１５ａ

特色产业 ２６ｌａ

市场监管 ３０３ａ
市场拓展 ２７８ａ

特殊教育 ３３２ｂ

，
甘肃
年鉴

２０２１

Ｔ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３０５ｂ

索 引｜５２９

，

提案建言 ２４１ａ
提案委员会 ２３５ａ

外汇管理 ２７９ａ

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２２６ｂ

外事管理 ２３１ａ

提升网络信息安全 ２９８ｂ
提升信接访质量 ２１９ｂ

外事管理与交流 ２３ｌａ

体育 ３５０ｂ

完善代表工作机制 ２２６ａ

甘肃 体育产业项目 ３５０ｂ
年鉴 体育创新 ３５０ｂ

２０２１ 体育工程 ３５０ｂ

拓展增收渠道 ８７ａ，８８ｂ

外事交流合作 ２３１ａ
完善集体林权制度 ２６５ｂ
完善立法机制２２５ａ

４９．９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挪出穷窝 １５ｂ

体育文化 ３５０ｂ

网店及网货品牌培育 ６５ａ

天水师范学院 ３３６ｂ

网络建设 ２８９ｂ

天水市 ３７８ａ
天水市 １２ｂ
天祝县 ９１ｂ

网络交易监管 ３０４ｂ

铁路运输 ２９４ｂ

违法建设治理 ３２８ｂ

通道物流 ２８６ｂ
通 信 ２９７ｂ

维护政治安全 ２５６ｂ

统计调查与监测 ３１３ｂ
统一战线工作 ２１５ｂ

维权关爱 ２４７ｂ

投资贸易促进 ２９０ｂ

卫生事业 ３５１ａ

投资审计 ３１３ａ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２１５ｂ

图书出版与发行 ３６７ｂ

文电管理 ２３０ｂ

图书馆工作 ３４９ａ

文稿服务 ２３１ｂ

土地整治及高标准农田建设 ６４ａ

文稿起草 ２１６ａ

土壤污染防治 ３３０ａ

文化成果 ３４８ａ

团的基层建设 ２４７ａ

文化交流 ３４８ａ

推动作风转变 ２３９ｂ

文化交流合作 ３４６ａ

推介及培训 ６２ａ

文化旅游 ３７９ａ

退耕还草工程 ２６５ｂ

文化旅游 ３４５ａ

退耕还林工程 ６３ｂ，２６５ｂ

文化旅游商品 ３４５ｂ

退牧还草工程 ２６５ｂ

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２０６ａ

退役军人事务 ２５４ａ

文化旅游宣传推广 ３４５ａ

托养补贴和助盲就业 ２４９ａ

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 ２３５ｂ

脱贫帮扶卓有成效 ８ｂ

文化与旅游 ３７４ａ．３７５ａ，３７６ｂ３７８ａ．３８０ｂ，３８１ｂ．３８３ａ，３８５ａ，

脱贫攻坚八大亮点 １５ａ

网络数字化建设 ３４９ｂ

为民服务 ２５９ａ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２４５ｂ
卫生健康 ３８３ｂ，３８７ａ

３８７ａ，３８８ａ，３８９ｂ，３９１ａ，３９２ａ

脱贫攻坚辉煌成就 ７ａ

文史研究 ３４８ａ

脱贫攻坚普查 ３１４ａ

文物保护改革 ３４７ａ

脱贫攻坚专题会议 １５ａ

文物保护管理 ３４７ａ

脱贫退出 ７ａ
脱贫责任体系 ２６ａ

文物保护修复 ３４９ｂ

脱贫资金保障绩效良好 ８ｂ
５３０｜甘肃年鉴（２０２１）

文物工作 ３４７ａ
文物科研 ３４７ｂ

文艺创作 ２４８ｂ

信访制度改革 ２１９ｂ

文艺创作与活动 ３４６ａ

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２７１ｂ

文艺活动 ２４７ｂ
文艺展演 ２４９ａ

信息网络建设 ２９９ｂ
信用监管 ３０３ｂ
刑事检察 ２５８ａ

稳定增收体系 ２６ｂ

行业安全监管 ２９９ａ

污染防治 ３２９ｂ

行业监管 ３１５ａ

污染防治 ３２６ａ
武威市 ３８０ａ

行业治理体系建设 ２９２ａ

武威市 １２ｂ

行政检察 ２５８ａ

物流管理 ２８９ｂ

行政立法 ２５６ａ

物业管理 ３２３ｂ

行政许可 ３０４ａ

物资保障 ３６３ｂ
物资储备管理 ２８８ｂ

行政执法 ２５６ａ

文艺抗疫 ３５０ａ

Ｌ间１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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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行政复议与应诉 ２５６ａ

ｘ

畜牧养殖 ２６１ｂ
畜牧业和兽医事业 ２６２ａ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２６３ｂ

西北民族大学 ３３５ｂ

畜禽种业 ２６２ａ

西北师范大学 ３３４ｂ
西北五省（区）政协助推协同向西开放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

宣传工作 ２１４ｂ

社法委视察团来甘视察 ２３４ｂ

宣传交流 ２１５ａ

宣传教育 ２５５ｂ

稀土产业 ２７３ａ

学前教育 ３３２ｂ

先进个人 １５８ｂ
先进集体 １４６ａ

学生军训 ２５３ｂ
学术交流 ３４４ａ

县乡村医疗服务能力 ８３ｂ

学术交流合作 ２５０ｂ

县乡村医疗机构分类达标 ８３ｂ

巡视工作 ２１７ａ

现代服务业 ２７８ｂ

项目投资 ２９７ａ

巡视利剑作用 ２３９ｂ
巡视整改 ２３２ａ
巡视整改 ２１７ｂ
巡视指导督导 ２１７ａ

消防救援 ３７２ａ

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 ３０２ａ

乡村旅游 ６１ｂ
项目建设 ２７０ｂ

消费扶贫 ７７ｂ

小陇山林业实验管理 ２６７ｂ
协商议政 ２３６ｂ

‘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专项审计 ３１３ａ

烟草生产销售 ２８９ａ
烟叶生产 ２８９ａ

新冠疫情防控 ３５４ｂ

沿黄九省（区）政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商研

新媒体发展 ３６７ｂ

讨会第三次会议 ２３４ｂ

新型平台和创新转型 ３６６ａ

研究生招生 ３３３ａ

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情况专项审计

信访工作 ２１９ｂ

养老服务保障 ３６９ａ
养殖产业 ２８
样本检测 ３６１ａ

信访举报线上系列宣传活动 ２３８ｂ

药品集采和降价 ３５３ｂ

３１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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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管 ３０８ａ

应急救援 ３５４ｂ

野生动植物保护 ２６６ｂ

应急救灾 ３７１ｂ

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 ３３１ｂ

优化收费 ２９３ｂ

医保基金监管 ３５３ｂ

优化营商环境 ３１５ａ

医疗保险市级统筹 ３５３ａ

邮电通讯 ３９１ａ
邮政 ２９９∶

医疗保障 ３６１ｂ

甘肃 医疗保障 ３５３ａ
年鉴 医疗服务建设 ３５１ｂ
２０２１ 医疗卫生 ３７４ａ，３７５ｂ，３７６ｂ，３７８ａ，３７９ａ，３８０ｂ，３８３ｂ，３８５ａ，
３８７ａ，３９０ａ，３９１ａ，３９２ｂ
医疗卫生 ３５１ｂ
医疗卫生防控 ３６０ｂ

有色金属冶金工业 ２７２ｂ

渔业 ２６２ａ
预防接种服务和免疫规划 ３５３ｂ

援助湖北 ３６ｌａ
运输安全 ２９５ａ

运输服务保障 ２９１ｂ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 ３５２ａ
医疗卫生综合监管 ３５２ａ

２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３５１ｂ

早期文明 ２００ｂ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３７ｌａ

造林育林 ２６７ｂ

移动 ２９９ｂ

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器官捐献 ３５４ｂ

以工代赈 ７６ｂ

责任落实机制 ８３ａ

义务教育 ３３２ｂ

战备建设 ２５５ｂ

义务教育保障 ８１ｂ

战备训练 ２５３ａ

义务教育基础能力和保障能力 ８２ａ

张掖市 ３８１ａ

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实现动态清零 １５ａ

张掖市 １３ａ

艺术成就 ３５０ａ

招商引资 ２８６ｂ，２８７ａ

易地扶贫搬迁 ７６ａ

招生招考 ３３３ａ
征兵工作 ２５３ｂ
征收管理 ３１０ａ

易地建设费管理 ２５５ｂ

疫苗接种 ３６１ａ
疫情防控 ２９３ｂ
疫情防控和＂六稳＂＂六保＂ ３２９ａ

整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２３９ｂ

证券监督管理 ２８ｌａ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 ３６２ａ

政策措施 ６３ｂ

疫情防控与治疗 ３６１ａ
疫情捐赠 ２５１ａ
疫情募捐 ２５１ｂ

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３１２ｂ

政策落实 ３１２ａ

银行与保险监管 ２８１ａ

政策研究
政策制定
政党协商
政法工作

引大入秦工程 ２７０ａ

政府参事工作 ２３１ｂ

引洮工程建设 ２７０ｂ

政府参事论坛 ２３２ａ

饮水安全保障 ８５ａ

政府决策服务 ２３Ｉｂ

饮水提升改造工程 ８５ｂ
应对气候变化 ３２９ｂ

政府债务 ３１０ｂ
政协协商 ２４１ｂ

应急管理 ３７１ｂ

政治监督 ２３９ａ

疫情期间农业生产 ３６２ａ
银行业运行综述 ２８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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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ａ
３６０ａ
２４１ｂ
２５５ａ

政治建设 ２１１ｂ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２３３ｂ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２３３ａ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 ２３８ａ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１ａ

议 ２２４ａ

议 ２３７ａ

中国建设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８３ａ

拿章

政协甘肃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２２３ａ

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３４０ａ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２３３ｂ

中国铝业兰州分公司 ２７３ｂ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２３４ａ

中国民主促进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２ｂ

政协甘肃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２３４ａ

中国民主建国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２ａ

知识产权保护 ３０８ｂ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１ｂ

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３０９ａ

中国农工民主党甘肃省委员会 ２４３ａ

执法改革 ３７２ａ
直播带货 ６５ｂ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８３ｂ

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２４５ａ

中国人保财险甘肃省分公司 ２８４ａ

职能建设 ２５８ａ

中国石化甘肃石油分公司 ２７４ｂ

职业健康防治 ３５３ａ

中国石油西北销售公司 ２７４ｂ

智慧公安建设 ２５６ｂ

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８３ａ

智慧广电建设 ３６５ｂ
＂智慧交管＂建设 ２５７ａ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３４９ａ

智慧旅游建设 ３４７ａ

中小企业 ２７５ｂ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４６ａ

中央定点帮扶 ９４ｂ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甘肃省劳动模范

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

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２１０ｂ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补充调整马永强等
１３０人为甘肃省领军人才的决定 ２１１ａ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

施意见 １２０ａ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命名表彰第十五批省

中铝连城分公司 ２７３ｂ

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视频会

２３７ａ
中央政策资金支持 ３１０ｂ
中医药产业发展 ３５２ｂ

种植产业 ２８ａ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２６４ａ

重大决策部署 ２０７ａ

明家庭、第二届省级文明校园的决定 ２１ｌａ

重大科技项目 ３４０ｂ

贫攻坚奖的决定 ２１０ｂ

重大水利工程 ２６８ａ
重大主题宣传 ３６６ｂ

中共中央表彰 ３９９ａ，４０１ａ

重大主题宣传报道 ３６７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到甘肃调研

重点工程 ３２８ｂ

２３８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主

任杨晓渡到甘肃调研 ２３８ｂ

２０２１

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８２ｂ

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第三届甘肃省文

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２０１９年度全省脱

甘肃
年鉴

重点工作 ２５９ａ

重点领域防控保障 ３６２ａ
重点领域改革 ２１８ａ，３０２ａ

中国电建集团甘肃能源公司 ２７８ａ

重点流域治理 ２６９ａ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２９７ａ

中国甘肃网 ３６６ｂ

重点群体就业 ３７０ａ
重点项目建设 ２７０ａ

中国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 ２８２ｂ

重点项目推介 ２８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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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３２２ｂ

资金扶持 ８４ｂ

重要会议 ２２３ａ，２２７ａ，２３７ａ
重要活动 ２３４ａ，２３８ａ

资金投人 ９８ｂ
资金争取和投资管理 ３０１ｂ

重要决定 ２１０ｂ
助力书香社会建设 ３６８ａ

资金支持 ８５ｂ

助推决胜脱贫攻坚 ２２６ｂ

资源环境审计 ３１３ｂ

住房安全保障 ８４ａ
住房安全保障隐患清除 ８５ａ

资质许可监管 ３１５ｂ
自然灾害 ３７１ｂ
自然资源 １９８ｂ

住房公积金监管 ３２４ａ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３１７ａ

住甘全国政协委员省情通报会 ２３４ｂ

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 ３１７ａ

注册管理 ３２５ａ
驻村帮扶 ７８ａ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 ３１７ｂ

驻村帮扶工作队管理 ７９ａ

自然资源综述 ３１７ａ

驻村干部培训 ７９ｂ

总人口 ２０３ａ

驻村工作 ７８ｂ

综合改革 ２８８ａ

专卖管理 ２８９ｂ
专门委员会工作 ２３５ａ

综合行政执法 ３０４ａ

２０２１ 住房保障 ３２３ａ

专项扶贫 ７６ａ
专项计划招生 ３３３ｂ

资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２０６ａ

自然资源资产审计 ３１２ｂ

综合治税 ３１４ａ
综述 ７ａ，２７ａ，６０ａ，６１ｂ，６３ａ，６５ａ，７８ａ，８０ａ，８１ｂ，８３ａ，８４ａ，

８５ａ，８６ａ，８８ａ，２５５ｂ，２６５ａ，２７０ａ，２７０ａ，２７０ｂ，２７２ａ，２７２ｂ，

专项巡视 ２１７ａ

２７４ａ，２７５ｂ，２８１ａ，２８１ｂ，２９１ａ，２９９ｂ，３００ａ，３０３ａ，３１３ｂ，

专业能力建设 ３７２ｂ

３１６ａ，３２３ａ，３２４ａ，３２７ｂ，３２８ｂ，３２９ａ，３３１ａ，３４０ｂ，３４１ｂ，

转移就业成为贫困家庭脱贫重要渠道 １５ｂ

３４３ａ．３４５ａ，３４９，３５１ａ，３５３ａ，３５９ａ，３６０ｂ，３６５ａ

装备制造业 ２７５ａ

５Ｇ组网建设发展 ２９８ａ
组织保障 ２３ａ

装备制造业和中小企业 ２７５ａ

组织保证坚强有力 ８ｂ

装配式建筑 ３２７ａ

组织工作 ２１３ａ

咨政建言 ２２２ａ
资本运营 ２９７ａ

组织建设 ２１９ａ

转移支付资金监管 ３１２ａ

资金保障 ６２ａ，８８ａ，８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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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训练工作 ３７２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