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 

工作大事记 

 

二○一六年九月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事事事事        件件件件 

武警攀枝花市支队举行 2016年度士兵退役欢送仪式，服满

两年役期的老兵们告别军营，踏上返乡路途。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敬登峰参加欢送仪式。 

“攀枝花中心港区马店河作业区”项目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启

动，项目建成后将一举打破攀枝花市数十年来没有航运码

头的短板。 
9月 1日 

在甘肃兰州举行的“2016 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年会暨第十

六届广播剧专家评析、第十届广播剧论文专家评析颁奖典

礼”上，攀枝花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广播连续剧《永远的攀枝

花》在全国 80多部广播剧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 

市委书记张剡率招商小分队赴贵州龙里与中铁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开展对接。招商小分队实地考察了由中铁文旅投资

开发建设的中铁国际生态城项目，并与中铁文旅董事长张

敏、总经理邓树传等洽谈推进攀枝花国际康养旅游休闲度

假中心项目落地相关事宜。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参加

招商工作。 

我市创新资金筹集方式，与深圳金砖城市国开先导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攀枝花市 PPP项目财政支持基金 20
亿元。日前，首笔 10亿元资金已到位。 

9月 2日 

四川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

对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

长李仁杰在攀枝花分会场参加会议。 

9月 3日 

我市调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调整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提高困难人群参保政府补助、提

高医保待遇三个方面。在调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方

面，个人缴费提高 20元/人·年。从 2017统筹年度起，在校

大学生、学生儿童个人缴费标准调整为100元/人·年；其他

非从业成年城镇居民个人缴费标准调整为 370元/人·年。 

9月 4日 
我市启动筹建攀枝花市房产超市，为开发企业和购房者搭

建公开、透明的交易服务平台。超市位于奥林匹克中心，

将于 2017年 1月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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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4日 

攀枝花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攀枝花市 2015 年财政决算和 2016
年 1 至 6 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

作报告，对 2015年市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

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经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攀枝花市

2015年财政决算和 2016年 1至 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审查报

告》，决定批准 2015年市级财政决算。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黄正富，副市长李仁杰列席会议。 

由民革中央、河北省政协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

论坛在秦皇岛市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

委、副市长黄岳槐出席开幕式。闭幕式上，李建勤向与会

嘉宾推介攀枝花康养产业，并邀请大家来攀旅游考察、投

资兴业。李建勤与张瑞书分别代表攀枝花市政府和秦皇岛

市政府共同签署两地战略合作协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率攀枝花党政代表团前往秦皇岛

国际展览中心，参观第二届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展览

会。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陪同参观。 

9月 5日 

我市与秦皇岛市举行战略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两地在

康养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康养产业发展，共商大计、共

话未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秦皇岛市委副书记、

市长张瑞书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

出席座谈会。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蒋天宝、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郜筱

亮、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王文胜一行来攀督导，

先后前往金沙水电站、东盟国际商贸城、普达阳光康养度

假区、火车南站、攀钢轨梁厂等地现场查看、听取相关负

责人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陪同督导。 9月 6日 

全市服务业发展督办工作会召开。会议对我市上半年服务

业发展情况进行通报，并就各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了分

析。副市长江海出席会议。 

9月 7日 
副市长刘建明前往盐边县红格镇中心小学校，看望慰问省

级特级教师唐瑞美和学校教职员工，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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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实地调研攀大高速（四川境）

项目建设情况，先后查看第九标段、九标一号搅拌站等项

目现场，并召开座谈会，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 

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率队赴北京考察学习康养旅游产

业发展经验，商谈合作事宜。 9月 8日 

我市召开庆祝教师节大会，表彰第七批“攀枝花模范校长”
和“攀枝花优秀教师”，激励全市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和

智力保障。副市长刘建明出席会议。 

9月 9日 

全市月度经济运行调度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

出席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咬定 GDP过千亿

目标，将各项工作细化、实化、具体化，层层压实责任，

把抓项目、抓资金、抓政策、稳增长的责任扛在肩上、抓

在手上、抓出成效，以实际行动迎接市十届党代会的召

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主持会议，副市长江

海、李仁杰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米易县白马镇马槟榔村指导

救灾工作，看望受灾群众，慰问抢险救灾的党员干部。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市第三高级中学校，看望慰

问辛勤耕耘在教育战线的教师，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

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9月 10日 

大河中学被省教育厅评为“四川省二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率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北京开

展招商工作。李建勤一行拜访了国家发改委、中国地质调

查局领导，与中国国电龙源电力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与三峡集团就乌东德水电站移民搬迁事宜达成

共识。 9月 11日 

我市在市中心广场举行 2016年度新兵欢送仪式。来自我市

三区两县共 328 名新兵道别父老乡亲，踏上保家卫国的新

征程。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参加欢送仪式并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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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党政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中国（雅安）攀西战略资源

创新开发试验区投资大会，并在雅安与中昆集团、阿特斯

阳光电力公司、上海雀普电子有限公司等 14家知名企业举

行合作对接交流会。地企双方就增进彼此了解，寻求合作

契机，推动合作项目落实落地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副市

长江海出席交流会。 

副市长敬登峰前往市信访局，实地调研指导信访工作。 

9月 12日 

2016中国（宁波）智慧城市推进大会暨第五届中国城市信

息化 50 强发布会在宁波举行，攀枝花市入选 2016（第五

届）中国城市信息化 50强。 

由省政府主办，攀枝花市、凉山州、雅安市和省投资促进局

共同承办的第三届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投资推介会

暨项目签约仪式在雅安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出

席会议并作攀枝花投资推介。副市长江海参加会议。 
9月 13日 

在第三届中国（雅安）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投资

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攀枝花成功签约引进福建三能

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节能减排项目等 12 个投资项

目，总投资约 35.6亿元。 

副市长刘建明参加省政府去煤炭产能电视电话会。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敬登峰市出席第十次党代会信访维

稳安保工作部署暨贯彻落实全省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9月 14日 

市委书记张剡深入攀大高速部分重要节点施工现场，察看

工程进展，了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

加快项目建设的具体举措。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

参加调研。 

9月 15日 

市委书记张剡前往东区、仁和区部分康养机构调研并强

调，各康养机构要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努力

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不断满足各层次康养服务对象的养

身养心养老需求，积极探索康养产业发展的“攀枝花模

式”。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参加调研。 

9月 17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以《结构之变：新旧动能加速

转换》为题，报道了攀枝花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传

统产业、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突破发展瓶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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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攀枝花市委九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攀枝花会

展中心举行。会议听取九届市委工作报告的有关说明，审

议九届市委工作报告，酝酿十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

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市第十次党代会相关事

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

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副市长殷旭东出席会

议。 

我市召开推进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工作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建勤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建勤强调，要按照省

政府下达我市的目标任务和今年引导退出煤矿的时间要

求，加大工作推进力度，落实部门和责任人，加强关闭后

日常监管，确保“关牢封死”。 

9月 18日 

攀钢发明专利“一种对含钒铁水同时进行脱磷和提钒的方

法”在俄罗斯获得授权。这是今年攀钢冶炼领域的首个国

际授权专利，标志着攀钢在传统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取得

新突破。 

9 月 17 日至 19 日，攀枝花出现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过

程，导致全市多个县（区）出现大面积山体滑坡、塌方、泥

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灾情发生后，省委书记王东明，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宁，副

省长王铭晖作出重要指示。市委书记张剡，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成钢，副市长殷旭东、

敬登峰带领武警、消防、水务等部门赶赴仁和区大田镇和

东区瓜子坪硫磺沟实地察看灾情，并组织抢险救灾。 

9月 19日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传达省委书记王东明，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宁，副

省长王铭晖等省领导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灾情汇报，对当

前全市抗洪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周密部署。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建勤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建勤强调，要强化组织落

实，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及时报送相关情况；规范信息发

布和新闻宣传；强化对重点区域的值班、值守；进一步开

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加强协调配合，凝聚合力，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殷旭东出席会议并提出

具体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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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抗洪抢险救灾领导小组组长李建勤主

持召开市抗洪抢险救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安排部署抗洪

抢险救灾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市委常委、

副市长黄岳槐，副市长殷旭东、李仁杰、敬登峰参加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仁和区现场指导抗洪抢险救

灾工作。李建勤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及时转移、疏散、安置群众，科学有序开展好抗洪抢

险救灾各项工作。 

9月 19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道全主持召开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八

十八次主任会议。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国务院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工作情况的报告。市委常委、副

市长黄岳槐列席会议。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攀枝花会展中心大

会堂开幕。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黄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出席大会。市委书

记张剡作题为《创新驱动发展 实干铸就未来 为在全省高水

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报告。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参加市第十次党代会米易县代表团

讨论。李建勤指出，要跳出“大山思维”，创新发展路径，

“崇尚实干”的精神，推动攀枝花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效。 
市第十次党代会各代表团热烈讨论了张剡同志代表九届市

委所作的报告，对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黄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参加讨论。 
受省委书记王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指派，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王宁雨夜兼程赶赴攀枝花指导抗洪抢险救

灾工作。副市长李仁杰陪同。 
市抗洪抢险救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宁在我市检查指导抗洪抢险救援工

作时的指示精神，对下一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作出具体部

署。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副市

长殷旭东、李仁杰、敬登峰出席会议。 

9月 20日 

火车南站站前基础设施 PPP项目在攀枝花会展中心正式签

约。以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为牵头人的联合体成为该项目的

社会资本投资方。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黄正富出席签约仪式，江海副市长主持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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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 
市政府组织市金融办、市保险行业协会和 18 家市级保险机

构，召开保险机构抗洪救灾及灾后理赔紧急会议。会议要求

保险机构开通绿色赔付通道，积极开展灾后快速理赔工作。 

中共攀枝花市第十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大会听取

了刘海同志代表中共攀枝花市第九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作

的题为《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为在全

省高水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工作

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黄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出席大会。 

市第十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围绕张剡同志代表九届市委所作

的报告进行讨论。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参加讨论。 
攀枝花市不动产登记局、攀枝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挂牌成

立，并发放首批不动产权证书。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

为市不动产机构揭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主持

揭牌和首发仪式。 

攀枝花遭受强降雨灾害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召开，通报了强

降雨灾害和抢险救灾的最新进展情况。经省、市两级专家

研究确定，本次灾害的性质为强降雨、局部特大暴雨诱发

的群发性山洪及滑坡等自然灾害。 

9月 21日 

为期 4 天的第四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开

幕。我市 20 家企业近 40 个产品集中亮相科博会。副市长

刘建明参加会议。 

市委书记张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会见了率队在我

市开展抗洪抢险救援的武警水电指挥部副司令员李贵一

行，向武警水电官兵的驰援表示感谢。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参加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米易县代

表团讨论。李建勤指出，要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和方

向，充分发挥优势，努力补齐短板，搭建中高端发展平

台，以创新增强发展“引擎”，以实干创造美好未来。 

9月 22日 

市第十次党代会各代表团围绕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

报告开展讨论。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黄正富，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岳槐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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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举行投资推介

会暨集中签约仪式，我市共签约 5 个项目，签约金额达

8.02亿元。副市长刘建明出席推介会。 9月 22日 
副市长李仁杰前往仁和区总发乡大竹河水库、啊喇乡界牌

水库、平地镇跃进水库，视察水库受灾情况。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第十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会选举

出新一届市委、市纪委，通过关于第九届市委工作报告和

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正富出席大会。大会指出，实现未来

五年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

进、重点突破，以建设中国钒钛之都为统揽，全力抓好工

业升级；以建设中国阳光花城为统揽，全力抓好城乡统

筹；以建设中国康养胜地为统揽，全力抓好结构优化；以

建设四川南向门户为统揽，全力抓好改革开放；以打造长

江上游生态屏障为统揽，全力抓好环境生态；以筑牢区域

社会事业发展高地为统揽，全力抓好民生改善；以实现全

域同步小康为统揽，全力抓好脱贫攻坚。 

9月 23日 

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第十届委员会和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分别在攀枝花会展中心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产

生新一届市委、市纪委领导班子。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第

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张剡、李建勤、虞平、沈

钧、张敏（女）、谢晓东、江海、谢忠华（彝族）、吴成

钢、刘海、李力生、黄岳槐（挂职）。张剡当选为市委书

记，李建勤、虞平当选为市委副书记。 

市委书记张剡到西区对东盟国际商贸城项目投资建设、招

商引资等情况进行调研。副市长江海陪同调研。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仁和区大田镇乌喇么村检查

指导抢险救援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武警官兵和公

安干警。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敬登峰陪同。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位于盐边县新九乡的四川龙蟒

矿冶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重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研。 

9月 24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谢道全主持召开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任免案，举行新任命国家工作

人员宪法宣誓仪式。副市长敬登峰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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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民主党中央、四川省政协在攀枝花举办以“绿色发展

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生态

健康论坛，并与攀枝花市政府联合举办“康养胜地与国家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分论坛。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

勤，副市长李仁杰出席论坛。 

9月 25日 
第十一届中国生态健康论坛在盐边县红格镇开幕。本届论

坛设以“长江经济带空间布局和绿色发展战略”为主题的主

论坛和以“康养胜地与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为主题的

分论坛，18 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保护、现代农业发展等内容作主题报告。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建勤作题为《坚持生态优先，打造绿色转型发展示范

城市》主题报告。副市长李仁杰在分论坛上介绍了攀枝花

特色农业发展和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情况。 

市委书记张剡在成都拜会中国电信四川分公司总经理郑成

渝，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地企合作、共推攀枝花智慧城市建

设深入交换了意见。副市长刘建明参加座谈。 

市安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攀枝花会展中心召开，市

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建勤指出，全

市各级各部门必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扎扎实实抓好全市安全生产工

作。副市长殷旭东、敬登峰参加会议。 

9月 26日 

我市召开抗洪抢险救灾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李建勤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抢险救

灾收尾工作，将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灾后恢复重建上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钧，副市长殷旭东、敬登峰参加

会议。 

应市政府邀请，由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汤亮率队的上海市

委统战部、工商联客人一行赴攀考察，双方就加强沟通合

作进行深入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参加座谈。 
9月 27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主持召开市政府第 81 次常务会

议。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攀枝花市石墨产业发展规划》

《攀枝花市民用机场净空及电磁环境保护办法》等。 



  

 
－１１－ 

我市在钒钛高新区举行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大会，总

投资达 49.39亿元的 27个项目集中开工。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建勤宣布集中开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钧出席

仪式并致辞。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前往市投资促进局，通过座谈形

式，专题调研我市投资促进工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江海，副市长李文飞参加调研。 
位于盐边县安宁工业园区内的国产大型电子束冷床熔炼炉

正式投产。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沈钧前往现场调研。 

9月 28日 

我市与中国地质调查局举行项目对接会，沟通交流工作。

副市长李文飞参加会议。 
我市召开老干部情况通报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向

市级机关老干部传达了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通报今年以

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一行前往市财政局机关，通过召

开座谈、听取汇报的方式，对我市财政工作进行细致调

研。 

9月 29日 

副市长李仁杰率检查组对我市节前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

全工作进行检查。 
我市在米易县烈士陵园举行 2016·攀枝花市暨米易县烈士

公祭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建勤出席活动。李建勤在

公祭活动中指出，攀枝花是一座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城

市。三线建设时期，先烈们战天斗地、披荆斩棘，用热血

铸就了攀枝花这颗璀璨的工业明珠；在和平建设年代，英

雄们不怕吃苦、冲锋在前，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

赞歌。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功臣。英

烈虽逝，但他们的精神万古流芳、永垂青史，他们的事迹

将彪炳史册、永存人间，他们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与江

河同在。 

9月 30日 

攀枝花市 2015～2016年度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综合示范区建

设工作，通过省政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部农建综合示

范区评价组考核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