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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绵府办发〔２０１８〕１０号

科技城管委会，涪城区、游仙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绵阳市土地管理委员会２０１８年第２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

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

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２日

绵阳市市辖区地价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价格管理，建立健全地价

管理体系，合理有效开发利用和经营土地，规范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行为，保障土地所有者、使

用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土资

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

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３９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

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价是指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价格，主要包括土地评估价、起始（叫）价、出

让底价、协议出让价。

土地评估价是指估价机构根据国土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

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办发〔２０１８〕４号）

等，综合评定出指定地块在规划设定条件下某一时

点的价格。

起始（叫）价是指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由市政府确定的起挂

（拍）价。

出让底价是指市政府确定指定地块出让的最

低价。

协议出让价是指市政府确定以协议方式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格。

第三条　土地评估价的适用范围及确定办法。

土地评估价的适用范围：

（一）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二）协议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评估价的确定办法：

（一）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设立评估机构备选库，

组织完成拟出让宗地地价评估工作。在备选库中

随机抽取３家评估机构实施地价评估，３家评估机

构评估结果的算术平均数作为确定评估价的重要

依据。

（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照地块所在区域最

新房屋销售价格评估地价，作为确定评估价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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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三）市财政局根据相关条件评估地价，作为确

定评估价的重要依据。

（四）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的地价评估

工作应在收到相关资料后１０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四条　起始（叫）价的适用范围及确定办法。

起始（叫）价的适用范围：

（一）商品住宅及含商品住宅用地；

（二）需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其他

用地。

起始（叫）价的确定办法：

（一）商品住宅及含商品住宅用地拍卖出让起

叫价。土地评估价由市国土资源局地价评估结果

的５０％、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地价评估结果的２５％、

市财政局地价评估结果的２５％组成，即：评估价 ＝

国土评估价×５０％＋住建评估价×２５％＋财政评估

价×２５％。市国土资源局根据上述评估结果结合市

场行情、产业政策等提出拍卖出让起叫价的建议，

并编制供地方案报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审议。

（二）需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其他用

地起始（叫）价。市国土资源局根据地价评估结果，

经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意见后，结合

市场行情、产业政策等提出出让起始（叫）价的建

议，并编制供地方案报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审议。

（三）招标、拍卖、挂牌地块的土地成本高于评

估价格的，按不低于土地成本原则并结合市场行

情、产业政策等提出出让起始（叫）价的建议，编制

供地方案报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审议。

第五条　出让底价的适用范围及确定办法。

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将商品

住宅及含商品住宅用地报名情况报告市政府分管

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副市长，由市政府分管国土资

源管理的副市长根据报名情况确定是否设置出让

底价。出让底价由市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

市长和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

政局主要负责人组成决策小组，按照土地出让方案

确定的原则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前１个小时内

集体确定。

第六条　协议出让价适用范围及确定办法。

协议出让价的适用范围：

（一）工业用地及其他非经营性用地改变为商

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整合协议出让土地、置换土

地和增加容积率的土地；

（二）划拨转出让的土地，商业、商品住宅等经

营性用地改变用途及调整比例的土地。

协议出让价的确定办法：

（一）工业用地及其他非经营性用地改变为商

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整合协议出让土地、置换土

地和增加容积率补缴出让金确定办法。市国土资

源局以国土、住建、财政评估价的算术平均数为基

础，结合市场行情等提出协议出让价的建议，并编

制供地方案报市政府审定。其中，工业用地及其他

非经营性用地改变为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报市

政府常务会审定；整合协议出让土地、置换土地报

市土地管理委员会审议；增加容积率补缴出让金报

市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市长审定。

（二）划拨转出让的土地，商业、商品住宅等经

营性用地改变用途及调整比例的土地补缴出让金

确定办法。由市国土资源局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经

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意见后，结合市

场行情、产业政策等提出协议出让价的建议，并编

制供地方案报市政府分管国土资源工作的副市长

审定。

第七条　市政府确定的招标、拍卖、挂牌土地

起始（叫）价自下达批复之日起１年内有效，协议出

让价自下达批复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第八条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加强评估机构评

估质量监督管理并将监督管理对象及结果纳入“诚

信评价”体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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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转发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启动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
评价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绵经信技创〔２０１８〕１９９号

各县（市）区、园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按照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启动

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价工作的通知》

（川经信技创函〔２０１８〕３３３号）要求，请你们积极组

织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２０１８年省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并通知已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登录

指定网站填报评价资料，现将相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关于２０１８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工作

　　（一）２０１８年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实行网上申

报。符合《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规

定申报基本条件并自愿申请认定的企业登录“中国

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ｗｗｗ．ｃｔｉｓｃ．ｃｏｍ．ｃｎ），进入

“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申报

资料。编写申请材料的相关要求按《工作指南》

执行。

（二）曾使用过技术创新服务系统申报过项目

的企业，用户名、密码与申报项目一致。第一次登

录“中国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申报材料的企业，需

到市经信委（涪城区、游仙区、高新区、安州区、经开

区、科创区企业）或扩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管

部门（江油市、三台县、梓潼县、盐亭县、平武县、北

川县企业）申请系统用户名及密码。

（三）企业技术中心完成网上填写并点击上报，

生成《认定申报表》《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将材料

装订成册并盖章后于５月２５日前报送至县市区工

信部门。

（四）扩权县工信部门按照文件要求将申报资

料报送至省经信委。涪城区、游仙区、高新区、安州

区、经开区、科创区工信部门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

于５月２８日前将辖区内企业技术中心综合推荐意

见正式行文上报至市经信委，并附各申报企业申报

材料（纸件，一式一份）。

　　二、关于已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

工作

　　（一）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实行网

上评价。参评企业技术中心登录“中国技术创新四

川信息网”，进入“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

按要求填写评价材料，相关要求按《四川省企业技

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试行）执行。

（二）评价材料包括：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２０１７

年工作总结、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和相关附表。

（三）企业技术中心完成网上填写并点击上报，

生成《四川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年度评价申请表》，

将该表打印并盖章后于６月１５日前报当地县市区

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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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扩权县工信部门按照文件要求将评价材

料报送至省经信委。涪城区、游仙区、高新区、安州

区、经开区、科创区工信部门收到企业《四川省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年度评价申请表》后，于 ６月２０日前

将辖区内企业技术中心综合审查意见正式行文上

报，并附各参评企业《四川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年

度评价申请表》（纸件，一式一份）。

三、有关要求

请各县市区工信部门认真做好认定的审核、推

荐工作，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加

大培育力度，为进一步强化我市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打好基础。

依据《管理办法》要求，指导、督促企业认真及

时完成评价工作，确保真实性，企业因自身原因未

及时报送评价材料或考核未及格的将取消其省企

业技术中心资格。

四、联系方式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联系人：常　红

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联系人：杨明辉

联系电话：２２３０７２９

附件：

１．《关于启动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

价工作的通知》（川经信技创函〔２０１８〕３３３号）

２．绵阳市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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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启动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和评价工作的通知

川经信技创函〔２０１８〕３３３号

各市（州）经济和信息化委、扩权试点县（市）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川

经信技创〔２０１７〕１３０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和

《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价工作指南（试行）》

（川经信办技创〔２０１７〕６０号，以下简称《工作指

南》），现启动省企业技术中心２０１８年认定和已认

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２０１８年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工作

　　（一）２０１８年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实行网上申

报。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申报基本条件并自愿申

请认定的企业登录“中国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

（ｗｗｗ．ｃｔｉｓｃ．ｃｏｍ．ｃｎ），进入“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

理系统”，按要求填写申报资料。编写申请材料的

相关要求按《工作指南》执行。

（二）曾使用过技术创新服务系统申报过项目

的企业，用户名、密码与申报项目一致。第一次登

录“中国技术创新四川信息网”申报材料的企业，需

到所在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申请系统用户名及密码。

（三）企业技术中心完成网上填写并点击上报，

生成《认定申报表》《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将材料

装订成册并盖章后于６月１日前报送市（州）或扩

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四）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

管部门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登录“四川省企业技

术中心管理系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并填写推

荐意见，于６月６日前将辖区内企业技术中心综合

推荐意见正式行文上报，并附各申报企业申报材料

（纸件，一式一份）。

　　二、关于已认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

工作

　　 （一）２０１８年省企业技术中心评价工作实行网

上评价。参评企业技术中心登录“中国技术创新四

川信息网”，进入“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

按要求填写评价材料，相关要求按《工作指南》

执行。

（二）评价材料包括：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２０１７

年工作总结、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和相关附表。

（三）企业技术中心完成网上填写并点击上报，

生成《四川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年度评价申请表》，

将该表打印并盖章后于６月２２日前报市（州）、扩

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管部门。

（四）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工业经济主

管部门收到企业《四川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年度评

价申请表》后，登录“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

统”对企业网上评价材料进行核实并出具审查意

见，于６月２８日前将辖区内企业技术中心综合审查

意见正式行文上报，并附各参评企业《四川省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年度评价申请表》（纸件，一式一份）。

（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将按照规定组织评价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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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管理系统中公布评价

结果。

三、有关要求

请各市（州）认真做好认定的审核、推荐工作，

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加大培育力

度，为进一步强化我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打好基础。

依据《管理办法》要求，指导、督促企业认真及

时完成评价工作，确保真实性，企业因自身原因未

及时报送评价材料或考核未及格的将取消其省企

业技术中心资格。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春霞　陈梦溪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２６５７５１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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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绵阳市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１．四川华丰企业集团公司技术中心

２．四川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禾大西普化学（四川）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四川省绵阳市丰谷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５．绵阳佳禧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６．四川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７．四川绵阳三力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８．四川丰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９．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０．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１．四川科瑞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１２．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３．绵阳佳联印染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１４．绵阳开元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５．四川龙华光电薄膜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６．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７．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１８．四川省三台县固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１９．际华三五三六职业装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０．绵阳灵通电讯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１．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２．四川三台剑门泵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３．鸿凯双泰（四川）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４．四川六合锻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５．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６．绵阳华瑞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７．绵阳高新区三阳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２８．绵阳富临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２９．四川兴事发门窗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３０．四川台沃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１．四川九洲线缆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３２．雅化集团绵阳实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３．四川湖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３４．三台县启明星磷酸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５．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６．四川皇龙智能破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７．四川中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３８．四川九洲空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３９．四川金和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０．绵阳西磁磁电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１．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２．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３．四川雪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４．四川海瑞尔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５．绵阳高新区恒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６．四川中油天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７．四川清香园调味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８．江油市长祥特殊钢制造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４９．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５０．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５１．绵阳华晨瑞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５２．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５３．四川绵阳好圣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

５４．绵阳市维博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

５５．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５６．四川三台力达泵业有限公司

５７．四川九州光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５８．四川旭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５９．绵阳高新区天力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绵阳高新区经纬达科技有限公司

６１．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

６２．绵阳铜鑫铜业有限公司

６３．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６４．四川安和精密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６５．中九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四川绵阳德鑫机械有限公司

６７．四川隆盛科发实业有限公司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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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８年“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的通知

绵经信安〔２０１８〕２１８号

各县市区工信局、园区经发局，委内相关科室，有关

企业：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

安全生产工作总体要求，在全系统大力弘扬“生命

至上、安全发展”的思想，增强全民应急意识，全面

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有效

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按照《绵阳市政

府安委办关于开展 ２０１８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的通知》（绵安委办〔２０１８〕

３１号）要求，结合实际，现就经信系统开展 ２０１８年

“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

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要求和

措施，以“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以增强全民应急意

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遏

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为目标，以强化安全红线意识、

落实安全责任、推进依法治理、深化专项整治、深化

改革创新等为重点内容，开展政治性、专业性、文艺

性、新闻性有机结合、富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切

实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机关，为促进全市经信

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筑牢思想基础，营

造良好安全文化氛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力量。

二、组织机构

为确保全市经信系统“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绵州行”活动有序开展，成立绵阳市经信委“安全

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领导小组。

组　长：韩晓清

副组长：李　维

成　员：罗兵、李嘉燕、颜怀华、贾知湘、刘家

有、李嘉玉、李勇、夏秋、孟凡东、赵志民、杨丽丽、黄

稚慧、许安疆、李明辉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全民爆

科，统筹“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各

项工作。

三、“安全生产月”活动主要内容

“安全生产月”活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在全市经信

系统同时开展。

（一）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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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作的重要思想，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

产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及相关安全

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安全生产形势和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等，促进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强化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

代价的“红线”意识。各级各单位负责同志要带头

宣讲，要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安全知

识读物，通过门户网站、报刊、广播、网络等媒体开

设宣传专题、专栏、张贴宣传挂图（条幅）、播放宣传

片，根据宣传对象差异化、分众化的特点，有针对性

地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集中讲解，推动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思想进机关、进

企业。

（二）开展“６．１６”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活动。围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主题，开展宣

传咨询活动。各级各单位要按照当地政府安委办

部署，６月１６日，各级各单位要按照当地政府安委

办部署，集中开展宣传咨询日活动，通俗易懂地向

社会公众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和应急知识、消防安全知识、防灾减灾救灾常识等

安全科普知识和技能等，面对面的解答人民群众关

心的安全生产问题，并现场接受群众举报。要广泛

发动安全生产专家库专家、志愿服务者、基层安全

生产监管网格员面向社会公众深入开展宣传咨询

服务。

（三）开展新闻宣传和专家进企业活动。

各地要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

要思想，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

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

产工作的各项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决心、重大举措和显

著成效，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创新的任务要求，安全

生产形势任务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提振信心、凝心

聚力，全力汇聚推进安全发展的强大力量。各级各

单位要组织安全监管干部和安全生产专家走进企

业开展访谈，深入挖掘、宣传推广一批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遏制重特大事故、改革创新安全生产工

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强化示范、以点

带面、推动工作。

（四）开展事故和灾害警示教育活动。各

地各部门要强化易发生重特大事故行业领域的安

全风险信息预警预报；要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等

平台开设形式多样的安全警示教育栏目，扩大警示

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通过举办生产安全事故案

例和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展播，切实发挥事故的警示

教育作用。要加强安全文化公园、应急培训和体验

式安全培训基地等安全文化设施建设，通过多种方

式、多种载体开展安全教育，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

应急意识和安全素质。要组织安全监管监察人员、

企业员工，通过举办事故警示教育现场会、安全警

示教育展，以及参观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安全教育

体验馆等途径，开展安全事故反思大讨论，对典型

事故进行剖析，用事故教训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职

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

（五）开展应急演练活动。要坚持贴近实

战、注重实效原则，广泛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完善优化预案，加大经费支持，保障装备物资，培养

应急救援专业人才；组织开展应急预案、应急知识、

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方面的培训和比武竞赛

等活动，提高全民防灾减灾和应急处置能力。要突

出民爆、汛期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广

泛开展政企衔接的实战化应急救援指挥演练，健全

完善协同应对安全事故机制。要通过开展应急培

训、演练、评估等一系列活动，提高科学施救和事故

灾难应急救援能力。积极组织开展公共安全应急

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方面的

培训和比武竞赛等活动，提高全民防灾避险和应急

处置能力。

（六）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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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减灾救灾知识网络竞赛”活动。各级各单位

要组织单位干部职工，积极参加上级的网络竞赛活

动，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救灾法

律法规和安全常识，进一步提高全民安全素质。各

级各单位要围绕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防灾减灾救

灾等内容创作警示教育片，鼓励各级各单位将优秀

作品上报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争

取在应急管理部网站和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

网推广展示，普及安全知识，弘扬安全文化，共享优

秀成果。加强对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

公室组织摄制的《生命至上 科学救援》《施精准之

策 固预防之本———构建双重预防管控机制解读》

《生死之间》《隐患直击》等一批公益广告和事故警

示教育片的宣传推广工作，采用全国“安全生产月”

活动宣传标语（国务院安委办安全生产月通知附件

１）强化标语宣传。

四、全市“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

（一）开展“生命至上、安全发展”为主题

的专项督查工作。开展安全生产督查行动，针对

民爆、冶金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突击检查，依法从

严处罚一批典型违法行为，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扎实推进企业自觉履行隐患排查治理和

“打非治违”法定义务。同时加大对企业及从业人

员宣传“生命至上、安全发展”的思想，切实落实以

人为本的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理念。

（二）开展企业安全风险公告和隐患排

查治理活动。各级各单位要组织民爆、冶金等重

点企业开展双重预防机制专题宣传和教育培训，教

育引导全社会树立风险意识，掌握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知识。要组织开展重大危险源和重

大隐患公示公告活动，增强职工群众对重大危险源

监测和管控、重大事故隐患辨识和治理的能力和水

平。要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查找身边的事故隐患和

“三违”行为，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本地安全监管部

门，并对重大隐患和严重“三违”行为设立举报奖

励，推动企业自主履行隐患排查治理等安全管理职

责，有效提高企业事故预防能力。

（三）开展科技强安专题行动。根据行业

（领域）和企业特点，组织安全生产专家深入企业，

面对面宣传安全生产新理念，推广安全生产新技

术，研究探讨新设备研发及科技成果转化，特别对

企业落实“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专项行动提出

可行性方案，为安全生产依法治理、淘汰落后产能、

提高安全基础保障能力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要认

真总结梳理科技兴安成绩突出企业的经验做法，大

力推广借鉴。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四个意识”。宣传活动要进一

步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

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深入

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十九大对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贯穿到活动全过程

和各环节。要把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安全

生产工作部署及相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落到

实处。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单位要提高思

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将“安全生

产月”活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工作重点，确保“安全

生产月”活动有机构、有经费保障，将责任落实到岗

位落实到专人，并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

查、同落实、同考核。各级各单位要认真策划本地

区、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做好动员并

加强督促指导，使安全宣教工作更加贴近基层、贴

近企业一线、贴近职工群众，真正实现“安全生产

月”系列活动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务求实效。

（三）强化宣传，浓厚氛围。各地、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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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报道力度，在重要时段、重点

版面开设安全生产宣传专题、专版、专栏，刊播安全

生产公益广告、宣传标语和宣传口号，并增加活动

宣传版面、时段和频率。要利用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微博、微信、ＱＱ等平台，面向广大员工、社会

公众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

系列活动，不断强化宣传报道的广度和深度，使“安

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

（四）总结提高，务求实效。各级各单位在

总结过去好做法、好经验的基础上，要结合今年工

作重点，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务求实效。要加强“安

全生产月”活动信息报送工作，及时反映活动中的

好经验、好做法。各县市区（园区）工信部门要在５

月１８日、７月１５日前分别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

生产绵州行”活动方案、总结（纸质文件和电子版）

报市经信委安全民爆科，活动有关动态请及时报送。

联系人：李明辉　 唐　焰

联系电话（传真）：２２４３２３２

附件：

１．“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２．“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信息表

３．２０１８绵阳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

州行”活动考核评分表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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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标语

　　１．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２．坚守安全红线，推进安全发展

３．坚持安全发展，担当安全使命

４．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５．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６．推进安全发展，增进人民福祉

７．应急有方，从容天下

８．提升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９．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

１０．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增强公共安全意识

１１．加强应急科普宣教工作，提高公众安全防范

意识

１２．查大风险，除大隐患，防大事故

１３．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１４．全面强化依法治理，推动安全责任落实

１５．构建双重预防机制，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１６．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１７．生命大于天，责任重于山

１８．排查治理隐患，拒绝事故伤害

１９．事故是最大的成本，安全是最大的效益

２０．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２１．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２２．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２３．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２４．生命只有一次，安全莫当儿戏

２５．事故不可逆，生命不重来

２６．安全可以演练，生命不能彩排

２７．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

２８．查患纠违从我做起，行为安全时刻牢记

２９．生命至上，科学救援

３０．深入开展第十七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和

“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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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信息表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ＱＱ号 微信号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注：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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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２０１８绵阳市经信委“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绵州行”活动考核评分表

考核单位：

５１



部门文件

６１



部门文件

７１



部门文件

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一号）

绵阳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绵阳市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为摸清“三农”家底，查清“三农”新发展新变

化，绵阳市按国务院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这次普查的标准时点为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３１日，时期资料为２０１６年度。普查对象包

括农业经营户、居住在农村有确权（承包）土地或

拥有农业生产资料的户、农业经营单位、村民委员

会和乡镇人民政府。普查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能

力及其产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本社会服务和

农民生活条件等。农业普查采用全面调查的方

法，由普查员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逐个查点和填

报。全市共组织动员了普查员、普查指导员和各

级普查机构工作人员约１２７万人，登记了１１７０８

万农户、３４８０个村级单位、２７９个乡级单位、９１９３

个农业经营单位；组织５３１名工作人员对粮食、油

料等大宗农作物播种面积进行卫星遥感测量，完

成了３９０景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实地调查了 １４７

个抽中普查区的 ７３５个样方，掌握了全市主要农

作物种植空间分布，取得了全市及种植大县主要

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绵阳市农普办组织了数

据质量抽查，评估了普查数据质量。抽查结果显

示，绵阳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质量达到设计

标准。

根据《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的有关规定，绵阳

市农普办和绵阳市统计局将分期发布普查公报，

向社会公布普查的主要结果。

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

　　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共调查了２７７个乡

镇［１］，其中乡 １１９个，镇 １５８个；３４８０个村，其中

３２５０个村委会，２３０个涉农居委会；２６４万个自然

村；１１４９个 ２００６年以后新建的农村居民定居点。

（注［１］：不包括涉农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政府职

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

一、农业经营主体

２０１６年，全市有农业经营单位 ９１９３个。２０１６

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４０６０个，

农业普查登记的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

民合作社２０８７个。有农业经营户１０９３１万户，其

中，规模农业经营户６４４７户。有农业生产经营人员

１２７４９万人。

二、农业机械拥有量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共有拖拉机１２１万台，耕整机

３３９万台，旋耕机１４０６万台，排灌动力机械２１４２

万台，机动脱粒机 ２１２７万台，饲草料加工机械

３４０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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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耕地面积［２］４４４９万公顷，实

际经营的林地面积（不含未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面

积的生态林防护林）８８２９万公顷。（注［２］：耕地

面积使用国土资源局数据）

四、农村基础设施

２０１６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乡

镇占４３％，有码头的占２９％，有高速公路出入口

的乡镇占８７％；９９７％的村通公路。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７４１％的村通天然气，２３３％

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２０１６年末，９７５％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

水，９８６％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

８５１％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１０４％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７８４％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２０１６年末，９６８％的乡镇有图书馆（室）、文化

站，１６２％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８７％的乡镇有体

育场馆，７２６％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

２０１６年末，９２４％的乡镇有幼儿园、托儿所，

９９６％的乡镇有小学。１２８％的村有幼儿园、托

儿所。

２０１６年末，１００％的乡镇有医疗卫生机构，

９９３％的乡镇有执业（助理）医师，７３６％的乡镇有

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８７９％的村有卫生室。

六、农民生活条件

２０１６年末，９９％的户拥有自己的住房，５２５％

的户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

注：

１．乡镇：指行政建制是乡、镇，包括重点镇、非重

点镇和乡。不包括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政府职

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

２．村：指村民委员会和涉农居民委员会所辖

地域。

３．自然村：指在农村地域内由居民自然聚居而

形成的村落，自然村一般都应该有自己的名称。

４．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

营户。

５．规模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

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

户。规模化标准为：

种植业：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

地达到１００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地种

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５０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

占地面积２５亩及以上。

畜牧业：生猪年出栏２００头及以上；肉牛年出栏

２０头及以上；奶牛存栏２０头及以上；羊年出栏１００

只及以上；肉鸡、肉鸭年出栏１００００只及以上；蛋鸡、

蛋鸭存栏２０００只及以上；鹅年出栏１０００只及以上。

林业：经营林地面积达到５００亩及以上。

渔业：淡水或海水养殖面积达到５０亩及以上；

长度２４米的捕捞机动船１艘及以上；长度１２米的

捕捞机动船２艘及以上；其他方式的渔业经营收入

３０万元及以上。

农林牧渔服务业：对本户以外提供农林牧渔服

务的经营性收入达到１０万元及以上。

其他：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但全年农林牧渔

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１０万元及以上的农业

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大户等。

６．农业经营单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

普查港澳台）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

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

主的法人单位或未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

位。既包括主营农业的农场、林场、养殖场、农林牧

渔场、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具有实际农业经营活

动的农民合作社；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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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基金会等单位附属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

７．农业生产经营人员：指在农业经营户或农业

经营单位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累计３０天以上

的人员数（包括兼业人员）。

８．农民合作社：指有合作社的名称，符合《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合作社性质、设立条件和程

序、成员权利和义务、组织机构、财务管理等要求，

有农业生产经营或农林牧渔服务，名称为农民合作

社的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包括已在工商部门登

记，以及虽未登记但符合上述要求的农民合作社，

不包括以公司名称登记注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社

区经济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也不

包括从事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加工、贮藏、运

输、销售等非农行业的农民合作社。

９．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 ２２千瓦（含

２２千瓦）以上的拖拉机，包括小四轮与手扶式。

１０．耕整机：指自带发动机驱动，主要从事水田、

旱田耕整作业的机械，包括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等。

１１．旋耕机：指与拖拉机配套完成耕、耙作业的

耕耘机械。

１２．排灌动力机械：指用于农用排灌作业的配套

动力机械，包括柴油机和电动机。

１３．机动脱粒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进行农

作物脱粒的作业机械。

１４．饲草料加工机械：指青贮切碎机、铡草机、揉

丝机、压块机、饲料粉碎机、饲料混合机、颗粒饲料

压制机、饲料膨化机等机械。

１５．实际经营的林地面积：指普查年度内，农业

经营户和农业经营单位实际用于经营的林地面积。

林地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及沿海生长红

树林的土地。包括迹地，不包括居民点内部的绿化

林木用地，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木，以及河

流、沟渠的护堤林，不包括未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

面积的生态林防护林。

１６．实际经营的牧草地（草场）面积：指普查年

度内，农业经营户和农业经营单位实际用于经营的

牧草地（草场）面积。牧草地指以生长草本植物为

主、用于畜牧业的土地。

１７．有火车站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国家铁

道部门设立的能够正常进行货物或旅客运输的

站点。

１８．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

有符合中国交通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的高

速公路出入口。

１９．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

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送站点。

２０．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指全部或部分

住户通过城乡自来水管道网饮用自来水的乡镇。

２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指

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

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

中清运处理。

２２．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指

本村地域内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污水集中处理，或

者虽然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但是对污水实行统一集

中收集由其他单位处理。

２３．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指本村地域内完

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厕所的

改造，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池、沼气池

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其他村里

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所。

２４．有图书馆（室）、文化站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有经过文化管理部门批准，并对公众开放的图

书馆（室）和文化站，不包括单位内部的图书室。

２５．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独

立核算的专用剧场和属文化部门主管的能演出戏

剧的影剧院、兼映电影的剧场，以及附属在剧院、团

公开营业的非独立核算的剧场、排演场。

２６．有体育场馆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体育

场和体育馆。体育场指有４００米跑道（中心含足球

场），有固定道牙，跑道６条以上并有固定看台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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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田径场地。体育馆指有固定看台，可供篮球、排

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等项目训练比赛活动用的

室内运动场地。包括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的对外开

放的各类体育场馆，但不包括体育健身广场。

２７．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有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供居民休闲游玩的

地方。

２８．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由村

集体、个人或其他机构举办的主要以服务公众为目

的的、有固定场所和必要设施的体育活动站、馆、场

所等。

２９．有幼儿园、托儿所的乡镇（村）：指乡镇（村）

辖区内有幼儿园、托儿所，包括学前班，以及虽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但却有一定规模（儿童数超过 １０

人）的个人办幼儿园、托儿所。

３０．有小学的乡镇：指乡镇辖区内有经过县及县

以上教育部门批准，以招收适龄儿童为主实施小学

教学计划的学校。

３１．有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有

从卫生行政部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许可证》，或从民政、工商行政、机

构编制管理部门取得法人单位登记证书，为社会提

供医疗保健、疾病控制、卫生监督服务或从事医学

科研和医学在职培训等工作的单位。医疗卫生机

构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３２．有执业（助理）医师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

内有１名或１名以上具有《医师执业证》及其“级

别”为“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且实际从事医

疗、预防保健工作的人员，不包括有执业证但实际

从事管理工作的医师。

３３．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提供食宿、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伤残革命军人休

养院、复退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

光荣院、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

老年收养性机构（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

养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乡镇。

３４．有卫生室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经县及以

上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办

的卫生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

经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

牙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３５．住房：一般指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周围有

墙，能防风避雨，供人居住的房屋。按照各地生活

习惯，可供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帐篷、毡房、

船屋等也包括在内。

３６．水冲式卫生厕所（冲入下水道、化粪池和厕

坑）：指有上下水系统，或厕间有备水桶（瓢冲），坐

便或蹲便器有水封或无水封的厕所，且粪便及污水

冲入到下水道、化粪池和厕坑，无蝇，不会造成环境

污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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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

绵阳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绵阳市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机械和设施

　　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市农业经营

主体、农业机械和设施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

公布如下：

一、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２０１６年，全市农业经营户１０９３１万户，其中规

模农业经营户６４４７户。有农业经营单位９１９３个。

２０１６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４０６０

个，农业普查登记的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

农民合作社２０８７个。

表１　农业经营主体数量

单位：户、个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农业经营户 １０９３１２０ ３２６１８０ ６７４５０８ ９２４３２

　　＃规模农业经营户 ６４４７ ２５０１ ３４８８ ４５８

农业经营单位 ９１９３ ２８３０ ５２２０ １１４３

　　＃农民合作社 ２０８７ ５８４ １０７３ ４３０

　　注：农民合作社指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

二、农业机械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有拖拉机 １２１万台，耕整机

３３９万台，旋耕机１４０６万台，排灌动力机械２１４２

万台，机动脱粒机 ２１２７万台，饲草料加工机械

３４０万台。

表２　主要农业机械数量

单位：台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拖拉机 １２０８６ ２９５０ ８４３７ ６９９

耕整机 ３３８５６ ４１７８ ２９４８０ １９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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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旋耕机 １４０５６６ ３４０６１ １０５６０１ ９０４

播种机 １２５８ ２３０ １０１８ １０

水稻插秧机 ８５１ １７７ ６６７ ７

排灌动力机械 ２１４２１８ ３３３７３ １８０５２６ ３１９

联合收获机 ３６９２ １３１０ ２３６４ １８

机动脱粒机 ２１２７０５ ２９４４７ １８０３７６ ２８８２

饲草料加工机械 ３４０２０ ４６１３ ２７７０１ １７０６

挤奶机 ２３５ ４６ １８５ ４

剪毛机 １６２ ４２ １１９ １

增氧机 １１３４８ ５５３８ ５７８０ ３０

果树修剪机 ８７５ ２７３ ５４３ ５９

农用运输车 １７９２１ ３９４９ １３２３３ ７３９

内陆渔用机动船 ３９３ ７６ ３１７ ０

三、农田水利设施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调查村中能够正常使用的机电

井３３９万眼，排灌站０５２万个，能够使用的灌溉用

水塘和水库６１３万个。

表３　农田水利设施

单位：眼、个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能正常使用的机电井数量 ３３８６９ ８４１１ ２５４４３ １５

排灌站数量 ５２０７ ２６４３ ２４８６ ７８

能灌溉用的水塘和水库 ６１３１８ ３２５０１ ２７７１８ １０９９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实际耕种的耕地中有喷灌、滴

灌、渗灌设施的耕地面积２６７万公顷；灌溉用水主

要水源中，使用地下水的户和农业经营单位占

５１％，使用地表水的户和农业经营单位占９４９％。

表４　农田灌溉

单位：公顷、％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实际耕种的耕地中有喷灌、滴灌、渗灌设

施的耕地面积
２６７０３ ８０１６ １７４９３ １１９４

按灌溉用水主要水源划分构成 － － － －

　　地下水 ５．１ ８．５ ３．０ ７．３

　　地表水 ９４．９ ９１．５ ９７．０ ９２．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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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施农业

２０１６年末，全市温室占地面积１７４公顷，大棚

占地面积１６０５公顷，渔业养殖用房面积１９４２万平

方米。

表５　设施农业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温室占地面积（公顷） １７４ ４７ １１１ １６

大棚占地面积（公顷） １６０５ ９８７ ５２７ ９１

渔业养殖用房面积（万平方米） １９．４２ ５．６０ ９．５９ ４．２３

　　注：

１．农业经营户：指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农、林、牧、渔业及农林牧渔服务业的农业经

营户。

２．规模农业经营户：规模农业经营户指具有较

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

户。规模化标准为：

种植业：一年一熟制地区露地种植农作物的土

地达到１００亩及以上、一年二熟及以上地区露地种

植农作物的土地达到５０亩及以上、设施农业的设施

占地面积２５亩及以上。

畜牧业：生猪年出栏２００头及以上；肉牛年出栏

２０头及以上；奶牛存栏２０头及以上；羊年出栏１００

只及以上；肉鸡、肉鸭年出栏１００００只及以上；蛋鸡、

蛋鸭存栏２０００只及以上；鹅年出栏１０００只及以上。

林业：经营林地面积达到５００亩及以上。

渔业：淡水或海水养殖面积达到５０亩及以上；

长度２４米的捕捞机动船１艘及以上；长度１２米的

捕捞机动船２艘及以上；其他方式的渔业经营收入

３０万元及以上。

农林牧渔服务业：对本户以外提供农林牧渔服

务的经营性收入达到１０万元及以上。

其他：上述任一条件达不到，但全年农林牧渔

业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到１０万元及以上的农业

经营户，如各类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大户等。

３．农业经营单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

普查港澳台）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的法人

单位和未注册单位，以及不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

主的法人单位或未注册单位中的农业产业活动单

位。既包括主营农业的农场、林场、养殖场、农林牧

渔场、农林牧渔服务业单位、具有实际农业经营活

动的农民合作社；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学

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基金会等单位附属的农业产业活动单位。

４．农民合作社：指有合作社的名称，符合《农民

专业合作社法》中关于合作社性质、设立条件和程

序、成员权利和义务、组织机构、财务管理等要求，

有农业生产经营或农林牧渔服务，名称为农民合作

社的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包括已在工商部门登

记，以及虽未登记但符合上述要求的农民合作社，

不包括以公司名称登记注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社

区经济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也不

包括从事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加工、贮藏、运

输、销售等非农行业的农民合作社。

５．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 ２２千瓦（含

２２千瓦）以上的拖拉机，包括小四轮与手扶式。

６．耕整机：指自带发动机驱动，主要从事水田、

旱田耕整作业的机械，包括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等。

７．旋耕机：指与拖拉机配套完成耕、耙作业的耕

耘机械。

８．排灌动力机械：指用于农用排灌作业的配套

动力机械，包括柴油机和电动机。

９．机动脱粒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进行农

作物脱粒的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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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饲草料加工机械：指青贮切碎机、铡草机、揉

丝机、压块机、饲料粉碎机、饲料混合机、颗粒饲料

压制机、饲料膨化机等机械。

１１．灌溉耕地面积：指实际耕种的耕地中，有灌

溉设施、有水源，正常气候下能灌溉的耕地面积。

１２．温室、大棚占地面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实

际使用面积，指沿墙内侧的围绕面积；二是墙体面

积，指设施的墙体等其他支撑体自身的占地面积；

三是采光占用面积，指设施距遮光物体（其他设施、

房屋等）的必要距离所占的面积。

１３．地区：平原区包括涪城区、安州区、江油市。

丘陵区包括游仙区、三台县、盐亭县、梓潼县。山区

包括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

１４．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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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三号）

绵阳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绵阳市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

　　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市２７７个乡镇

［１］和３４８０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社会服务

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布如下：（注［１］：不包

括涉农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政府职能的农林牧

渔场等管理机构）

一、交通

　　２０１６年末，在乡镇地域范围内，有火车站的乡

镇占全部乡镇的４３％，有码头的占２９％，有高速

公路出入口的占８７％。

９９７％的村通公路，１４１％的村内主要道路有

路灯。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居民定居点距离以５

公里以内为主。

表１　乡镇、村交通设施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有火车站的乡镇 ４．３ １４．９ ０．６ ０．０

有码头的乡镇 ２．９ １．４ ３．９ ２．１

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 ８．７ １７．６ ７．１ ０．０

通公路的村 ９９．７ １００．０ ９９．６ ９９．７

　　按通村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 － － －

　　水泥路面 ９３．４ ９３．６ ９４．２ ９０．６

　　柏油路面 ５．０ ６．１ ４．６ ５．０

　　沙石路面 １．０ ０．３ １．０ ２．１

按村内主要道路路面类型分的村 － － － －

　　水泥路面 ９０．１ ９３．６ ９１．９ ７９．５

　　柏油路面 １．２ １．７ ０．９ ２．０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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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沙石路面 ４．７ ２．９ ４．４ ７．８

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 １４．１ １５．１ １３．０ １６．３

村委会到最远自然村或居民定居点

距离
－ － － －

　　５公里以内 ９２．６ ９１．４ ９７．４ ７７．２

　　６－１０公里 ６．０ ６．８ ２．２ １８．２

　　１１－２０公里 １．２ １．３ ０．３ ４．３

　　２０公里以上 ０．２ ０．５ ０．０ ０．３

二、能源、通讯

２０１６年末，７４１％的村通天然气，１００％的村通

电话，９７０％的村安装了有线电视，９８３％的村通宽

带互联网，２３３％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

表２　村能源、通讯设施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通天然气的村 ７４．１ ８３．５ ８５．８ ２１．９

通电话的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安装了有线电视的村 ９７．０ ９８．２ ９９．６ ８６．３

通宽带互联网的村 ９８．３ ９８．８ ９８．９ ９５．４

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 ２３．３ ２３．７ ２４．７ １７．８

三、环境卫生

２０１６年末，９７５％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

水，９８６％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

理。８５１％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

理，１０４％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

７８４％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表３　乡镇、村卫生处理设施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 ９７．５ １００ ９９．４ ８７．５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

乡镇
９８．６ ９８．６ ９８．１ １００

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 ８５．１ ８２．９ ９１．２ ６６．７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 １０．４ １１．９ ８．５ １５．２

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 ７８．４ ９１．８ ７３．２ ７９．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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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教育

２０１６年末，９２４％的乡镇有幼儿园、托儿所，

９９６％的乡镇有小学，９６８％的乡镇有图书馆

（室）、文化站，１６２％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８７％

的乡镇有体育场馆，７２６％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健

身广场。

１２８％的村有幼儿园、托儿所，３８３％的村有

农民业余文化组织。

表４　乡镇、村文化教育设施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有幼儿园、托儿所的乡镇 ９２．４ ９８．６ １００ ５８．３

有小学的乡镇 ９９．６ １００ ９９．４ １００

有图书馆（室）、文化站的乡镇 ９６．８ ９０．５ ９８．７ １００

有剧场、影剧院的乡镇 １６．２ ２８．４ １１ １４．６

有体育场馆的乡镇 ８．７ １４．９ ５．２ １０．４

有公园及休闲健身广场的乡镇 ７２．６ ７１．６ ７２．９ ７２．９

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 １２．８ １７．８ １２．５ ７．１

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 ３８．３ ５６．６ ３５．９ ２３．３

五、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

２０１６年末，１００％的乡镇有医疗卫生机构，

９９３％的乡镇有执业（助理）医师，７３６％的乡镇有

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６３５％的乡镇有本级政府创

办的敬老院。８７９％的村有卫生室。

表５　乡镇、村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有医疗卫生机构的乡镇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有执业（助理）医师的乡镇 ９９．３ １００．０ ９９．４ ９７．１

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乡镇 ７３．６ ７１．６ ８７．７ ３１．３

有本级政府创办的敬老院的乡镇 ６３．５ ６０．８ ７９．４ １６．７

有卫生室的村 ８７．９ ８７．５ ８８．４ ８６．５

六、市场建设

２０１６年末，７６２％的乡镇有商品交易市场，

５１６％的乡镇有以粮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市

场，１１６％的乡镇有以畜禽为主的专业市场，４０％

的乡镇有以水产为主的专业市场。

３０５％的村有５０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

市，７０％的村开展旅游接待服务，１９７％的村有营

业执照的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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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乡镇、村市场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乡镇 ７６．２ ８７．８ ８０．６ ４３．８

有以粮油、蔬菜、水果为主的专业市场的乡镇 ５１．６ ６３．５ ５２．３ ３１．３

有以畜禽为主的专业市场的乡镇 １１．６ １６．２ １２．３ ２．１

有以水产为主的专业市场的乡镇 ４．０ ６．８ ３．２ ２．１

有５０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的村 ３０．５ ３９．１ ３２．１ １４．５

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 ７．０ １１．７ ３．８ １２．０

有营业执照的餐馆的村 １９．７ ３０．７ １５．６ ２０．０

　　注：

１．乡镇：指行政建制是乡、镇，包括重点镇、非重

点镇和乡。不包括街道办事处和具有乡镇政府职

能的农林牧渔场等管理机构。

２．村：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所辖地域。

３．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的村：指本村地域内的主

要道路由村集体或其他单位统一组织安装了路灯，道

路两旁由住户零星安装在门前的灯不包括在内。

４．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的村：指本村地域内有

为网上购物等新型商品交易模式服务的配送站点。

５．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的乡镇：指全部或部分

住户通过城乡自来水管道网饮用自来水的乡镇。

６．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的村：指

本村地域内有垃圾处理设施进行垃圾集中处理，或

者虽然没有垃圾处理设施，但是对垃圾实行统一集

中清运处理。

７．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的村：指本村地域内完

成或部分完成了露天粪缸、粪坑、旱厕、简易厕所的

改造，大多数或全部居民使用带有化粪池、沼气池

或三隔池厕所，部分居民使用公共厕所或其他村里

指定的定点场所作为倾倒粪便的场所。

８．有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的乡镇：指在乡镇辖

区内提供食宿、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伤残革命军人休

养院、复退军人慢性病疗养院、复退军人精神病院、

光荣院、社会福利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福利院、

老年收养性机构（敬老院、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收

养性的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乡镇。

９．有卫生室的村：指在本村地域内，经县及以上

医疗主管部门许可，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创办的

卫生室（所、站）。卫生室（所、站）需要拥有固定经

营场所，主要从事医疗卫生活动，不包括专业的牙

医室，以及主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１０．开展旅游接待服务的村：指有营业执照，在

本村地域内从事旅游接待、餐饮和住宿等服务的居

民户。包括提供茶馆、酒馆、乡村旅店、农家乐等活

动的居民户。

１１．有商品交易市场的乡镇：指在乡镇辖区内经

有关部门和组织批准设立，有固定场所、设施，有经

营管理部门和监管人员，若干市场经营者入内，常

年或实际开业三个月以上，集中、公开、独立地进行

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等现货商品交易以及提供相

关服务的交易场所，包括各类消费品市场、生产资

料市场等的乡镇。

１２．地区：平原区包括涪城区、安州区、江油市。

丘陵区包括游仙区、三台县、盐亭县、梓潼县。山区

包括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

１３．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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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四号）

绵阳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绵阳市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

农民生活条件

　　绵阳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市１１７０８万

农户的生活条件进行了调查。现将主要结果公布

如下：

一、住房

２０１６年末，９９０％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其

中，拥有１处住房的１０２８７万户，占８７９％；拥有２

处住房的１２６万户，占１０８％；拥有３处及以上住

房的４２６０户，占０４％；拥有商品房的１３７５万户，

占１１７％。

农户住房主要为砖混和砖（石）木结构。住房为

砖混结构的７０５５万户，占６０３％；砖（石）木结构的

２１６７万户，占１８５％；钢筋混凝土结构的１０５３万

户，占９０％；其他结构的１４３３万户，占１２２％。

表１　住房数量与结构构成

单位：％、户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按拥有住房数量划分构成 － － － －

　　拥有１处住房 ８７．９ ８９．５ ８６．４ ９２．９

　　拥有２处住房 １０．８ ９．３ １２．２ ５．６

　　拥有３处及以上住房 ０．４ ０．４ ０．４ ０．２

　　没有住房 １．０ ０．８ １．１ １．２

按住房结构划分构成 － － － －

　　钢筋混凝土 ９．０ ９．０ ８．６ １１．９

　　砖混 ６０．３ ７６．４ ５５．９ ３３．４

　　砖（石）木 １８．５ １２．９ １６．８ ５１．６

　　其他 １２．２ １．７ １８．７ ３．１

拥有商品房户数 １３７４６１ ３５２９０ ９６５１７ ５６５４

拥有商品房农户所占比重 １１．７ ９．９ １３．４ １．７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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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卫生设施

使用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农户有６１４９万户，占

５２５％；使用水冲式非卫生厕所的有８５８万户，占

７３％；使用卫生旱厕的有 １７５４万户，占 １５０％；

使用普通旱厕的有 ２８７８万户，占 ２４６％；无厕所

的有６８８４户，占０６％。

表２　按家庭卫生设施类型分的住户构成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水冲式卫生厕所 ５２．５ ７４．１ ４２．９ ４４．６

水冲式非卫生厕所 ７．３ ５．８ ８．５ ４．５

卫生旱厕 １５．０ ９．３ １７．８ １４．９

普通旱厕 ２４．６ １０．４ ３０．２ ３５．０

无厕所 ０．６ ０．４ ０．６ １．１

三、拥有耐用消费品情况

平均每百户农户拥有小汽车２０７辆，摩托车、

电瓶车７１５部，淋浴热水器６１１台，空调３４４台，

电冰箱 ８５８台，彩色电视机 １０８３台，电脑 ２３０

台，手机２４４５部。

表３　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单位：辆（台、部）／百户、％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小汽车 ２０．７ ２５．６ １８．７ １７．０

摩托车、电瓶车 ７１．５ ８６．１ ６６．９ ５２．９

淋浴热水器 ６１．１ ７６．１ ５３．９ ５９．４

空调 ３４．４ ４６．０ ３１．８ ９．１

电冰箱 ８５．８ ９２．７ ８２．１ ８７．６

彩色电视机 １０８．３ １１８．０ １０４．３ １０１．１

按电视节目接收方式分的户比重 － － － －

　　＃有线电视接收 ６０．７ ５８．６ ６４．３ ４２．２

　　卫星接收 １３．７ ７．８ １２．１ ５１．３

电脑 ２３．０ ３２．９ １８．５ ２０．１

手机 ２４４．５ ２５２．５ ２３８．８ ２５７．７

　　上网手机比重 ４７．０ ５０．０ ４５．２ ４８．５

　　注：按电视节目接收方式分的户比重是指使用不同电视节目接收方式的户占拥有彩色电视机户数的比

重；上过互联网手机比重是指上过互联网手机数量占登记户拥有手机总数的比重。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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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生活能源

农民做饭、取暖使用的能源中，主要使用电的

有６０３５万户，占５１５％；主要使用煤气、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的有 ６２４４万户，占 ５３３％；主要使用

柴草的有６９７２万户，占 ５９５％；主要使用煤的有

６７０户，占 ０１％；主要使用沼气的有 ４３万户，占

３７％；主要使用太阳能的有 １８３８户，占 ０２％；使

用其他能源的有４４６２户，占０４％。

表４　主要生活能源构成

单位：％

全市 平原地区 丘陵地区 山区

柴草 ５９．５ ３８．７ ６７．３ ７８．８

煤 ０．１ ０ ０．１ ０

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 ５３．３ ７２．３ ４８．１ ２２．６

沼气 ３．７ ３．１ ４．４ １．０

电 ５１．５ ５６ ４７．５ ６４．９

太阳能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３

其他 ０．４ ０．２ ０．４ ０．５

　　注：此指标每户可选两项，分项之和＞１００％。

　　注：

１．住房：一般指有墙、顶、门、窗等结构，周围有

墙，能防风避雨，供人居住的房屋。按照各地生活

习惯，可供居住的窑洞、竹楼、蒙古包、帐篷、毡房、

船屋等也包括在内。

２．做饭、取暖用能源：指住户在家庭炊事和取暖

中使用的主要能源，包括柴草、煤、煤气、天然气、液

化石油气、沼气、电、太阳能，以及其他能源如牛

粪等。

３．地区：平原区包括涪城区、安州区、江油市。

丘陵区包括游仙区、三台县、盐亭县、梓潼县。山区

包括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

４．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着与分项

合计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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