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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稳中向好 区财政局

三项举措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我区加强玩具类商品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何欣）今年以
来，我区立足生态涵养功能定位，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新
发展理念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新常
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深入打好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
经济运行好于预期，呈现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财政金融运行良好。全区实现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7.6亿元，同比
增长6.8%，完成年度目标的59.3%；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45.6亿元，同比
增长20%，增速较1季度提高19.6个
百分点，支出进度明显加快，完成年
度目标的58.8%。全区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达 635.6 亿元，同比增长
8.4%；贷款余额155.6亿元，同比增
长61.3%，增速位居全市首位。

工业经济增速回落。上半年工
业运行呈现高开低走态势，全区完
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4.2亿元，
同比增长10.3%，增速较1季度回落
11.7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在煤炭价格持续走高的带动
下，产量下降的同时产值增长
58.1%，增速居各行业之首，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
19.3%上升至27.7%。高新技术产
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实现产值
39.3亿元，同比增长14%，产值占比
达到89%，是支撑工业经济的主导
因素。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上半
年，全区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平稳增长，完成投资 208.2 亿
元，同比增长14.1%，实现全年计划
任务的57.8%，完成进度全市第一。
从投资结构看，费用投资占比有所
下降，建安工程投资比重提升。上
半年全区建筑安装工程投资60.5亿
元，同比增长27.3%，占全社会投资
比重为29.1%，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
3个百分点；费用类投资137.1亿元，
同比增长2.7%，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为65.9%，比重下降7.2个百分点。
从项目用途看，基础设施投资在京
津风沙源治理、S1线等项目带动下
实现大幅增长，完成投资35.1亿元，
同比增长88.9%，占全社会投资比重
为16.9%，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6.7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受新开
工项目减少的影响，完成投资140.2

亿元，同比下降3.5%，占全社会投资
比重为67.4%，占比下降12.3个百分
点。全区98项重点工程加快推进，
本年开复工项目67项，开复工率为
68.4%，完成投资27.2亿元，同比增
长17.8%。

消费市场保持活跃。全区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30.2亿元，同比
增长7%，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2个
百分点，较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
全区消费市场保持了较高热度。从
市场主体来看，限额以下单位表现
更为活跃，实现零售额11.2亿元，同
比增长8.3%；限额以上单位实现零
售额19.1亿元，同比增长6.2%。从
消费类型来看，餐饮业运行速度最
快，而零售业依然是消费市场主
体。上半年全区餐饮业实现零售额
2.4亿元，同比增长7.4%；零售业实
现零售额26亿元，同比增长7.1%，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
86%。

旅游市场保持稳定。上半年全
区16家A及旅游景区实现营业收入
6013.1万元，同比增长2.9%；接待游
客106.7万人次，同比增长14.1%。

潭柘寺及妙峰山景区依然占据市场
主体，两景区营业收入和接待人次
分别占全部 A 级景区的 77.5%和
57.1%。除此之外，神泉峡景区表现
最为活跃，上半年营业收入是上年
同期的4倍，旅游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198.3%。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在政策性
因素带动下，全区居民工资性收入
实现较快增长，成为上半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动力。全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34元，同
比增长8.4%，增速较1季度提高0.1
个百分点。高出GDP增速1.4个百
分点，显示出我区民生领域发展质
量进一步提高。按常住地分，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50元，同
比增长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2555元，同比增长8.2%。

区统计局负责人表示，全区上
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向好发展态势，
下一步还将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
势，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
题和潜在风险，加快全区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步伐，全力推动地区经济
持续向好。

本报讯（通讯员 宋首君）日前，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内玩具经
销商经营行为，加大对具有安全隐患的儿童玩具监管力度，区
工商分局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开展儿童玩具专项检查。

据了解，区工商部门组织执法力量围绕学校周边、商场超
市、市场等重点区域展开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有无销售“牙签
弩”等具有安全隐患的儿童玩具，并对相关商品采取下架和扣
押等有效措施，严把流通领域关。还针对检查玩具类商品标签
标识是否规范齐全，对销售三无玩具类商品的行为严格按照

《产品质量法》进行依法查处。在此基础上做到线上线下同步
监管，对辖区通过网店销售玩具类商品的企业进行检查，提醒
线上经营者不得销售具有安全隐患的儿童玩具。同时进一步
加大抽检力度，共抽检儿童玩具5组，待结果反馈后，将依法查
处销售不合格商品的经营者。

区工商分局在检查的同时加大了对经营者的宣传力度，向
其普及新的玩具安全标准知识，提醒经营者严把进货关。截止
目前，共检查市场3个，销售玩具类商品经营主体34户次，尚未
发现销售牙签弩类商品,没有发现违法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张淼）今年以
来，我区节能降耗工作进展顺利，规
模以上工业综合能耗仍呈现同比下
降趋势。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综
合能耗8.40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11.19%；实现万元产值单耗0.1901
吨标准煤，同比下降19.51%，能源利
用效率稳步提高，工业节能降耗成
效显著。

规上工业综合能耗降幅逐渐收窄
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综合能

耗 8.40 万 吨 标 准 煤 ，同 比 下 降
11.19%，与年初 1-2 月同比下降
22.86%的速度相比，降幅缩小了
11.67个百分点，规上工业能耗呈现
降幅收窄的态势。从分行业数据来
看，影响我区规上工业综合能耗下
降的主要行业分别为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及
纺织业三个行业，三个行业综合能
耗累计7.86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
11.39%，对规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
的贡献率高达95.61%，是拉动我区
规上工业综合能耗下降的主力。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是以昊华能
源公司为代表，而昊华能源公司的

长沟峪矿于去年3月底的正式停产，
对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耗能减少的影
响正在逐渐减弱，导致规上工业综
合能耗的降幅有所收窄。

工业稳中有进助力产值单耗下降
今年以来，我区工业运行呈现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规上工业总
产值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规上
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推动产值单耗的
快速下降，工业能源利用效率稳步
提升。上半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
值44.16亿元，同比增长10.33万元，
产值单耗为0.1901吨标准煤，同比
降速为19.51%。在规上工业中累计
产值排名前四位的重点行业依次是
通用设备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医药
制造业，四个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同
比均有增长，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
贡献率达122.65%，其中因煤炭需求
旺盛、煤炭市场价格上行影响，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工业总产值同比涨幅
最大，同比增速达58.12%，对工业产
值单耗的下降助力最大。

重点耗能企业拉高工业用能效率
在我区规上工业企业中，年耗

能5000吨标准煤以上的重点耗能
企业仅有两家，分别是昊华能源有
限公司和首钢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今年上半年，两家重点耗能企
业能源消费总量为 7.82 万吨标准
煤，占全部规上工业能耗量的
93.1%；实现工业总产值14.28亿元，
在规上工业总产值中仅占32.33%；
万元产值单耗为0.5474吨标准煤，
是规上工业产值单耗平均水平的
2.88倍。若剔除两家重点耗能企业
数据，则其他规上工业能耗仅有0.58
万吨标准煤，实现工业总产值29.88
亿元，其万元产值单耗仅为0.0194
吨标准煤，远低于重点耗能企业的
单耗水平。因此重点耗能企业不仅
是我区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主体，
也是拉高我区规上工业能源利用水
平的主因。

压减燃煤推进能源消费结构改善
今年是《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

收官之年，为确保计划任务的完成，
我区大力推进集中供暖设施建设和
煤改电工程的落实，工业压煤、换煤
成效显著，工业能源消费结构明显
改善。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企业

煤炭消费合计572.74吨，与上年同
期相比减少了3799.26吨，降幅高达
86.9%，在我区规上工业终端用能中
的比重仅占2.37%，与上年同期相比
减少了11.19个百分点，在我区规上
工业终端用能的九大品种中排名从
第二位掉至第六位，煤炭失去了能
源消费的主体地位；电力仍是我区
工业用能中排名首位的品种，用电
量累计10217.93万千瓦时，占终端
用能的72.79%，同比增加了8.92个
百分点；热力消费6.67万吉焦，占终
端用能的13.19%，增加了4.78个百
分点，替代煤炭成为我区第二大终
端用能品种。

区统计局负责人表示，我区工
业领域节能一直是节能降耗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我区加
速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
能，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贯彻落实压煤换煤和空气清
洁计划，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全
区规上工业能耗总量始终保持了两
位数的降速，工业单耗水平快速下
降，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有利于
全年节能目标的完成。

本报讯（记者 姚宝良）在首钢老
厂区内的群明湖畔、冬奥组委办公
地旁，一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牌
楼主体建筑即将完工，目前已经进

入传统彩绘阶段。
据了解，群明湖是冬奥组委会

附属设施，为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
群。分为牌楼、东西桥亭、东西水榭

和中心水榭，用长廊、连廊连接。建
筑面积3000平米，东西长420米。
项目完工后，不仅将成为冬奥组委
标志性建筑，还将成为迎接奥委会
主席巴赫的地方，而承接这一工程
的正是我区北京聚星复合材料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聚星复合材料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公司现旗下
有两家子公司，为残疾人福利企业，
现有职工116人。经过多年的研制，
目前公司装配式安装的新型仿古建
筑已形成生产规模并获得国家发明
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65项。自
公司成立以来，累计上缴税金数千
万元，并解决当地30多名残疾人就
业。多年以来，公司一直为天安门、
故宫、天坛、恭王府、八达岭、圆明
园、十三陵、地坛、八大处等多家世
界文化遗产单位提供产品并承建工
程项目。并成为北京市城区古建筑
改造和重建的主要参与单位、北京
市建委指定的美丽乡村项目的参与
者和项目的实施单位。

北京聚星复合材料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之初主要以生产销售采
光板为主，当时的采光板生产线已
经成为黄河以北地区最长的生产
线。2007年公司成功转型成一家集
古建筑研发、生产、施工于一体的专
业古建团队并获得多项发明专利。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已完善装配式古
建筑体系的企业，目前公司已与国
内知名的建筑院校北京清华大学研
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工程
学院等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并且成
为这些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基地。

绿色、环保、节能已成为我国当
前经济发展的一大主题，而装配式
建筑构件具有的绿色环保、安全阻
燃、牢固耐用、无需维护、节能保温、
施工快捷、可重复利用等特点极大
地迎合了国家对环保的要求及市场
的需求，因此，聚星复合材料技术发
展有限公司被冬奥组委委以重任，
承担冬奥组委园区内的标志性建
筑，并负责修缮群明湖畔已经老旧
不堪的仿古长廊及新建牌楼一座。

本报讯（通讯员 宋首君）蜂农陈老伯喜气
洋洋地从合作社里走了出来，高兴地告诉笔
者，今年不用走街串巷卖蜂蜜了。

原来，一年前，陈老伯经过合作社专家的
养蜂指导和精心培育，他家的蜂蜜贴上了“门
头沟区京西白蜜”的国家地理标志的商标，直
接卖给合作社，再也不用担心销路了。

我区地处北京西南部，有着数百年的养蜂
历史，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辖区蜜源植物多、储
蜜量大、花期长，是理想的优质蜂蜜产地，素有

“京西蜜库”之称，为明清时期三大贡蜜之一。
为此，近年来，区工商分局将地理标志商标培
育与精准富农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工
商职责，带动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区工商分局在总结多年经
验的基础上，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作为发
展特色产业的突破口，把地理标志产品当做精
准扶贫的重要抓手，真正发挥“保护一个产品，
做强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推动一方发展”
的作用，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在经过充分调研、摸底分析的基础上，区
工商分局将“京西白蜜”等部分农副产品列入
地理标志注册保护计划。针对未注册的地标
产品，区工商分局采取了印制商标战略指导手
册、开展乡镇商标培训、抓住涉农龙头企业上
门引导、通过辖区媒体宣传商标作用、加强人
大农委等沟通协调等多种途径，有效地提升了
辖区相关政府领导及农业企业的商标意识，以
及注册地理标志的积极性。

除了保护计划外，还有政策支持。在区工
商分局的推动下，我区已将商标奖励纳入《门
创三十条》，并对获得地理标志的企业予以15
万元、获得知名商标的企业予以2万元、获得
北京市著名商标的企业予以20万元的奖励。

科学的生产模式才能充分发挥政策的引
导效果。我区摸索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生产经营模式，对地理标志产品生产的全过程
以及产品的配送、运输、销售实行统一的标准
化管理和控制。并加强联合协作，查处侵权行
为。同时还与相关部门联动协作，形成保护地
理标志商标的合力，切实维护地理标志商标权
利人的权益。

自2009年“门头沟区京西白蜜”原产地证
明商标正式获得批准以来，养蜂产业取得了长
足进步。2016年，“门头沟京西白蜜”产值高
达1500余万元。相关企业被授权使用“门头
沟京西白蜜”地理标志后，以高于市场20%的
保护价向蜂农收购，每公斤售价8元提高到22元，且普遍高于未保护
的同类产品15%-20%以上，蜂农从200余户增加到500余户，带动了
养蜂产业的发展壮大。

随着我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定位，原有的300余家煤窑及非煤矿
山已全部关闭，山区农民将转向旅游服务及特色种植。其中京西黄
芩、龙泉雾香白杏、龙泉雾骆驼黄杏、京西核桃等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
品，其工作人员已在区工商分局的培育指导下，提交了证明商标的申
请，商标局已在受理审核中，而太子墓苹果、苇子水香椿、大村薄皮核
桃、妙峰山玫瑰等特色农产品也正在筹备申报。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商标战略的实施，鼓励我区农产品申报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门头沟商标战略将迎来飞
跃发展，区工商分局将积极促进地理标志发展，进一步为我区涉农经
济的发展壮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周秀勇）日
前，为健全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机
制，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提高
财政资金指出的合理性和效益
性，区财政局采取三项措施加强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一方面，构建三个层级部门
预算绩效管理结构。区财政局将
以预算项目为主的单一层级的预
算管理结构进行改革，并建立“部
门职责——工作活动——预算项
目”三个层级的规范的部门预算
绩效管理结构。此种方式能更好
地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落
实主体责任，确保预算项目与部
门职责紧密结合。

另一方面，实施“部门职责—
工作活动”目录管理。区财政局

对照“三定”方案，按照事业发展
战略规划，梳理、规范各项“部门
职责”，并归集部门重点“工作活
动”，建立“部门职责—工作活动”
目录，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

此外，构建绩效目标、绩效指
标和评价标准体系。绩效目标和
绩效指标是实施绩效管理的前提，
在规范的预算绩效管理结构基础
上，区财政局建立衡量部门职责、
工作活动和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及评价标准体系。

值得一值的是，今年我区选
取区财政局、区经信委、区经管站
三家预算部门做为试点单位，在
完成对三个试点部门工作后，将
工作成果应用于三个试点部门
2018年部门预算审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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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民营企业承建的冬奥组委标志性建筑即将竣工

本报讯（通讯员 赵伟）近日，
中关村门头沟园招商三部顺利将
中石化易捷销售有限公司与宝利
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的
中石化易捷宝利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成功落户我区。该公司实缴
注册资本金6445万元，将开展投
资、咨询，汽车服务相关业务，业
务涵盖保险、二手车置换、汽车金
融等相关汽服业务。预计到
2017年底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
元，2018 年全年营业收入可达
2.5亿元。

据了解，中石化易捷销售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为中国石
化销售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0亿元。经营范围包
括销售食品、物业管理、销售日用
品、针纺织品等。公司坚持用户
至上，用心服务于客户，坚持用自

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秉承“保证
一流质量，保持一级信誉”的经营
理念，坚持“客户第一”的原则为
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宝利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从事汽车服务行业经营17年，现
有员工2000余人，旗下经营有劳
斯莱斯、梅赛德斯—奔驰、捷豹路
虎、林肯、一汽—大众奥迪等40
家授权品牌4S服务中心。并于
2013年被评为“浙江省百强企业
第50位”，“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
业第10位”，被杭州市人民政府
确定为上市培育企业，浙江省人
民政府创新改革示范典型企业。

招商三部工作人员表示，将
一如既往的做好招商服务工作，
为企业提供优质一站式服务，为
企业解决后顾之忧。

名企落户园区助力经济发展

图为美工为仿古长廊彩绘。 姚宝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