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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任务
序号 序号 目标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牵头领导

1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按照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各
项工作要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

各镇疫情防控指挥部、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县政府各位
领导

2 2
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城镇新增就业2900人，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为零。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3 3 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县财政局
县税务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5 4 开展规上工业企业服务秘书工作。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6 5 做好交通强国试点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7 6 完善建设垃圾分类处理设施。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8 7 完善市政管网设施建设。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9 8 完善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县发展改革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 按职责分

工

县营商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曲学斌

10 9 大力发展夜间经济，加快培育“小店经济”。 县商务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各镇政府 于喜盛

2020年长海县政府“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目标任务分工表
一、重点工作任务10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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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积极发展农村电商，繁荣活跃农村市场。 县商务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12 11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5%以上。 县商务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15 12
积极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扎实开展好援疆、援藏
对口帮扶活动。

县商务局
县对口帮扶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各成

员单位，各镇政府
于喜盛

16 13 配合市金融局做好全县高负债企业、P2P平台风险排查工作。 县财政局
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信访局、县

发展改革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17 14 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整改任务。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县农业农村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18 15 坚决完成国家海洋督察整改任务。 县自然资源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19 16
抓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00天以上，PM2.5
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县发展改革局、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20 17 持续推进渤海辽宁段综合治理，严格控制陆源污染。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21 18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完成四旁植树1万株。 县自然资源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22 19
深入开展“五矿共治”专项行动，加大非煤矿山综合治理力度
。

县自然资源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24 20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一
网一门一次”改革，强化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应上尽上”。

县营商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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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1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实现政务外网全覆盖。 县发展改革局
县“数字大连”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各成员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26 22 开展政府失信行为专项整治。 县营商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27 23
全面开展营商环境评价，优化营商环境向全面提升服务质量转
变。

县营商局 县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镇政府 王文伟

28 24 加强审计监督工作。 县审计局 县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镇政府
蒋夙志
刘正斌

29 25 积极做好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 县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各镇政府 王文伟

30 26 深化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形式改革。 县财政局 刘正斌

31 27 做好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 县财政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医保局

、县档案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33 28 全面放开经营性电力用户市场准入。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34 29 深入落实支持民营经济改革发展政策措施。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35 30 大力实施“个转企、小升规、规升巨”专项行动。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县市场监管局
各有关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王文伟

36 31
支持直接融资，完善担保及再担保体系，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县财政局 刘正斌

37 32
坚决做好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
工作。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县减负办成员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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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3
实现独角兽企业零突破，培育一批瞪羚企业。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1户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2户。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41 34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0.12亿元。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县市场监管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王文伟

42 35
加大双创力度，挖掘、培育众创空间，努力为大众创新创业提
供服务。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45 36 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创建品牌、转型升级。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46 37 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县市场监管局
县质量强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各镇政府
王文伟

47 38 组织水产品加工企业参加各类展会。 县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48 39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进5G通信网络建设。 县发展改革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51 40 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 县财政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52 41
大力推进全域旅游，积极发展一岛一特色旅游产品，加快旅游
市场品质提升，推进旅游强县战略实施，旅游总收入增长13%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57 42 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 县商务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59 43
认真落实上级部署，持续深化东北三省一区交流合作，携手构
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

县发展改革局
县商务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住房城
乡建设局、县财政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于喜盛

61 44 推进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曲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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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45
认真落实上级工作安排，强化自身经济实力，助力打造沈大经
济走廊，推动辽中南城市群加快发展。

县发展改革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财政局、县商务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63 46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稳定粮食生产。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64 47
深入落实“菜篮子”工程，全面增强“菜篮子”产品市场流通
能力建设。

县农业农村局
县商务局

县市场监管局、县发展改革局，各
镇政府

曲学斌
于喜盛

65 48 全面抓好生猪生产。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66 49 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民宿经济。
县农业农村局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于喜盛

67 50
大小并重、量质并举，积极探索“飞地经济”发展新模式,加
大精准招商工作力度，强化项目服务秘书制度落实。

县发展改革局
县商务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
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税务局，各

镇政府
刘正斌

68 51
深化农村改革发展，有序推动承包地经营流转，积极做好农村
宅基地改革试点工作。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69 52
配合做好省级农村产权交易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基本完成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70 53
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任务，持续推进“百村示范、
千村整洁”行动。

县农业农村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71 54 强化高质量现代海洋牧场建设。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74 55
全面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标准
。

县医保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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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56 加快老旧小区综合提升改造。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发展改革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76 57 实施“一城一策”，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77 58
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做好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
工作。

县教育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78 59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县教育局 王文伟

80 60
加强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

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自然资源

局，各镇政府
于喜盛

82 61 完成“大病不出县”两年行动计划。 县卫生健康局
县医改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镇

政府
王文伟

83 62 实施健康大连（长海）行动，全面抓好传染病、地方病防控。 县卫生健康局 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 王文伟

84 63
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不断增强防灾减
灾能力。

县应急管理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85 64 依法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 王文伟

86 65 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和保障制度。 县退役军人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87 66
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县公安局 各镇政府 纪长春

88 67 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 县发展改革局 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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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68
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建设1个示范型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中心。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90 69
为全省新生儿实施免费疾病筛查，完成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建
设任务。

县卫生健康局 县财政局，各镇政府 王文伟

91 70
为10名7岁以下符合救助条件的残障儿童提供康复救助，完成1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县残联 各镇政府 于喜盛

92 71 城乡居民高血压和糖尿病门诊用药医保报销50%以上。 县医保局 于喜盛

94 72
在全县行政村设立“村民评理说事点”23个，建设乡镇个人调
解室5个。

县司法局 各镇政府 纪长春

95 73 做好村文化广场建设。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96 74
完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城市健身路径和便民足球场地建设任
务。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97 75 完成改造中小学厕所任务。 县教育局
县发展改革局、县财政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县卫生健康局，各镇

政府
王文伟

99 76 做好农村公路维建工作。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77
进一步调整优化深水海域用海布局，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施
策”原则彻底解决无证浮筏用海问题。

县自然资源局
县公安局、县农业农村局、海监大

队，各镇政府
刘正斌

78
倡导公平正义，严格海域使用权公开拍卖出让程序，提高海域
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县自然资源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79

大力推进獐子岛国际海钓小镇建设，加快实施海洋牧场展示馆
、海钓博物馆、里墙子星级康养酒店和24节气海上公园项目，
进一步打响獐子岛海钓品牌。

獐子岛镇政府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农业农村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各

镇政府
于喜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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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合理布局自行车、马拉松、铁人三项、海钓等休闲运动项目。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81 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辽宁旅游魅力名县创建工作。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82 坚持规划引领，开展长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 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83 完成“多规合一”平台建设。
县自然资源局
县营商局

各相关单位，各镇政府 刘正斌

84
加强县城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推动全县综
合商圈和特色商业街（步行街）提档升级。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营商局，县市场监管局，大长山

岛镇政府
曲学斌

85
加大海岸线治理力度，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与整治专项行动，
实行无居民海岛海岸线提级监管。

县自然资源局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海监大队，各镇政府
刘正斌
曲学斌

86
积极推广使用养殖网吊压吊机清洗方式，严厉查处向海洋倾废
行为。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局，长海生态环境分

局，各镇政府
曲学斌

87 继续加强海岛珍稀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 长海生态环境分局，各镇政府 刘正斌

88
深入推进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工作，实施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办学设施条件改善项目。

县教育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89 加快推进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县教育局
县委编办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王文伟

90
推进县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深化与市三甲医院的合作关
系。

县卫生健康局 各镇政府 王文伟

91
积极通过定向培养、自主招聘、对口帮扶等方式引进教育卫生
人才。

县教育局
县卫生健康局

县委编办，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各镇政府

王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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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施文化惠民项目，开展全县健
身器材大中修工程。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93
加强海岛文艺轻骑兵队伍建设，开展“长海号子”系列剧目创
作展演活动。

县文化和旅游局 各镇政府 于喜盛

94
推进“厕所革命”，基本实现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全覆盖
。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95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积极推进“
智慧海岛治安防控圈”建设。

县公安局 县政府各部门，各镇政府 纪长春

96
加强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县应急管理局 县政府各部门，各镇政府 刘正斌

97 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 县委县政府信访局 各镇政府
县政府各位

领导

98 完成“七五”普法任务。 县司法局 各镇政府 纪长春

99 完成第九轮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县文化和旅游局，各镇政府 于喜盛

100
加快建立行业守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及管理办法，
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县发展改革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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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 国电投花园口Ⅰ号海上风电场项目 县发展改革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
刘正斌

52 2 长海县广鹿岛生态岛礁建设项目 广鹿岛镇政府 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刘正斌

53 3 长海县人民医院建设项目 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王文伟

4 县新冠肺炎发热门诊项目 长海县卫生与健康局
县财政局、县发展改革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
王文伟

5 大长山岛LNG气化站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长海中燃城市燃气有限公司 曲学斌

6 大连大长山岛海域金茂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县财政局、长海

县兴国金茂海产品有限公司
曲学斌

7 长海丽莎国际酒店二期工程 大长山岛镇政府 长海檀雅品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喜盛

8 金蟾港维修改造工程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 曲学斌

9 大连大长山岛海域金砣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

金砣海洋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曲学斌

（一）推进 40 个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二、重大项目 4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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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连大长山岛海域龙腾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县财政局、长海

龙腾湾水产有限公司
曲学斌

11 大连大长山岛海域壮元海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
壮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曲学斌

12 长海渔家示范区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大连大长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于喜盛

13 丽莎星月湾项目（长海丽莎国际酒店三期工程） 大长山岛镇政府
中旅盛高（大连）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于喜盛

14 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三盘碾住宅小区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长海县君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曲学斌

15 大长山岛镇南海坨小区10#、12#、14#楼建设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大连坤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曲学斌

16 小盐场村庙底屯污水处理站改造及管网建设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县自然资源局，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曲学斌

17 大连凯康睦乡回龙谷度假中心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凯康睦乡（大连）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于喜盛

18 大长山岛镇三官庙村贝壳加工厂项目 大长山岛镇政府 大连连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曲学斌

19 县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 曲学斌

20 大连小长山岛海域经典国家级海域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小长山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

经典海洋珍品养殖有限公司
曲学斌

21 长海县广鹿敬老院新建项目 广鹿岛镇政府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

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王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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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连市财神岛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广鹿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财

神岛集团有限公司
曲学斌

23 广鹿岛镇污水处理厂工程 广鹿岛镇政府
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长海生态环境分局
曲学斌

24 獐子岛沙包港客运和客货码头工程 獐子岛镇政府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
曲学斌

25 獐子岛污水处理系统集中整治工程 獐子岛镇政府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长

海生态环境分局
曲学斌

26 长山群岛海洋牧场展示馆（海钓博物馆）工程 獐子岛镇政府
县发展改革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
于喜盛

27 大连市贝类种业育繁推一体化示范建设项目 獐子岛镇政府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曲学斌

28 大连市海洋岛海域益得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海洋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长

海益得水产有限公司
曲学斌

29 大连海洋岛海域市级海洋牧场示范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海洋岛镇政府、县财政局、大连海

洋岛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曲学斌

30 35千伏石海线海底电缆升压改造工程 县供电局
县发展改革局，县自然资源局，各

镇政府
刘正斌

31 獐子、海洋海水淡化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獐子岛镇政府，海洋岛镇政府 曲学斌

32 小珠山遗址原始风貌场景复原工程 广鹿岛镇政府 县文化和旅游局 于喜盛

33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县农业农村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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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哈仙岛垃圾低温热解试点项目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各镇政府 曲学斌

35 森林防火远程视频监控指挥设施建设项目 县自然资源局 各镇政府 刘正斌

36 广鹿中心幼儿园建设项目 广鹿岛镇政府
县教育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

城乡建设局
王文伟

37 大、小长山和海洋岛有线电视高清信号转换工程
大连天途有线电视

长海分公司
大长山岛镇政府，小长山岛镇政

府，海洋岛镇政府
王文伟

38 格仙岛码头维修改造项目 广鹿岛镇政府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曲学斌

39 县镇区天然气入户工程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小长山岛镇政府 曲学斌

40 长海县工人文化宫项目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县自然资源局，县总工会 曲学斌

55 1
南海坨山前度假酒店项目（大长山岛南海坨高端休闲度假项
目）

县商务局
大长山岛镇政府

浩玥置业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于喜盛

56 2 现代海洋牧场开发项目
县商务局

小长山岛镇政府
大连旅朋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喜盛

57 3 马坨子高端度假酒店项目（獐子岛沙包村旅游酒店项目）
县商务局

獐子岛镇政府
大连尚泽林酒店有限公司 于喜盛

（二）推进 3 个重大招商项目签约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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