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增幅列全省第7位

前前77月月实实现现主主营营业业务务收收入入55221177亿亿元元
本报记者 张超

9月6日，聊城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于海龙做客“12345”市长热线，
就聊城市工业经济目前运行情况、工业领域转型升级情况、煤炭清洁利用工作、节能降
耗等多项市民关心的热点问题接听市民来电，并回答记者提问。

前7月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 . 83%

“今年以来，全市工业经
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品价
格回升，企业效益稳步增长，
工业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于海龙介绍说，1-7
月份，全市2697户规模以上
企业累计完成工业增加值增
长7 . 83%，比一季度提高0 . 55
个百分点，增幅列全省第7
位，较一季度提高了4个位
次，增幅高于德州0 . 35个百
分点、滨州0 . 68个百分点。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5217亿元，
利税451亿元，利润329亿元，
分别增长15%、11%和12%。

于海龙说，聊城市围绕
“双百工程”，抓好100户工业
企业的培育和100个工业重
点项目建设。实施工业企业

“双百工程”，是推动工业经
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抓手。经
信委对100户重点企业，多措
并举，坚持在资金、土地、项
目申报等方面给予重点支
持，并实行重要问题向市县
两级政府直报制度，确保及
时动态高效研究解决企业发
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重点扶持信发、祥光、鲁
西、时风、奥博特、泉林、中
通、三和纺织、冠洲、东阿阿
胶等行业优势明显、产业链
长，代表性强、具有较强产业
支撑带动力的企业发展。今
年1-7月份，100户重点企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 9 5 3亿
元，同比增长9 . 42%；实现利
润188亿元，增长9%，实现利
税253 . 3亿元，增长8%。

截至7月底，全市100个
工业重点项目有95个已陆续
开 工 建 设 ，累 计 完 成 投 资
221 . 33亿元。其中，累计完成
投资过亿元的项目61个。

重点项目转型升级

完成投资152 . 87亿元

于海龙介绍，聊城市一
直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提质增效”作为工业发展的

主题，突出转型升级，做好工
业“强链、补链、建链”三篇文
章，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加强规划引导，编制重
点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
加大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力
度。立足主导产业，提高产业
完整度、集中度和关联度。构
建市县两级动态管理的企业
技术改造项目库，建立台账，
跟进搞好服务；鼓励企业实
施“机器换人”技术改造。
2017年实施的100个工业重
点项目中，技改项目占56个，
1-7月份完成投资152 . 87亿
元，占全市工业重点项目建
设投资额的69 . 07%。引导企
业加大研发创新工作力度，
确保龙头骨干企业创新投入
不低于销售收入的3%。

推进产业集聚集约发
展。积极推动以产业链为纽
带、资源要素集聚的产业集
群建设，加快工业园区发展，
成为带动工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载体和骨干力量。上半年，
12个重点产业园区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2 1 9 0亿元，利税
194 . 27亿元，利润145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6 . 66%和
6 . 01%。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充分依托行业龙头企业
和品牌企业，做大做强新能
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新能源、高端制造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在
建链上下功夫，尽快培植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100个工
业重点项目中包括38个战略
性新兴产业项目，1-7月份完
成投资58 . 76亿元。

六大高耗能行业

企业分别限产10-15%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
市建设，是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抓手”。于海龙介
绍，聊城开展示范城市中期
评估工作、全面开展指标体
系测算、强化项目支撑、升级
完善产业链、组织循环经济
培训。同时，用信息技术武装
工业，突出智能制造主攻方

向，推动“两化”深度融合。
具体在节能降耗方面，

于海龙说，2016年，聊城市万
元 G D P 能 耗 比 上 年 下 降
5 . 42%，超额完成全年万元
GDP能耗下降4 . 5%的目标任
务。节能环保产业主营业务
收 入 达 到 6 1 0 亿 元 ，增 长
11 . 3%，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1 . 2个百分点，阳谷祥光铜业
有限公司的“旋浮铜冶炼工
艺研究及产业化应用”被评
为山东省重大节能成果(全省
共5项重大节能成果)。山东国
环投资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
被山东省人民政府评为资源
综合利用先进单位，全市资
源综合利用率达到78%。凤祥
股份“现代化养殖早期箱体
育雏技术”等4项技术入选山
东省重点推广的循环经济关
键链接技术。实施清洁生产
审核企业19家，17家企业开
展了清洁化改造，实施无/低
费方案145个、中/高费方案
39个，项目实施后年约可节
约标准煤 3 . 4 5万吨，节水
11 . 9 2万吨，污染物消减量
158 . 93吨。

“2017年是实现“十三
五”节能目标的关键一年，也
是聊城市建设国家节能减排
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收
官之年。”于海龙说，为确保
完成年度节能降耗目标任
务，市里决定开展节能降耗
百日攻坚战，并于8月30日在
茌平县召开了全市节能降耗
百日攻坚战动员大会，就全
面完成年度节能降耗各项工
作目标再动员、再部署。

2017年经信委将进一步
分解落实目标责任。各县(市、
区)、市属开发区必须完成年
度万元GDP能耗下降目标任
务，尤其是茌平县要确保完
成下降4 . 7%的任务。加强节
能预警调控。自9月份起，各
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六大
高耗能行业企业分别限产10
-15%，要把停限产时间明确
到车间、生产线和产品，强化
调度督导，坚决遏制高耗能
行业能耗过快增长。同时，抓
好节能重点工程建设。

聊城市经信委党组书记、主任于海龙做客市长热线。

本报聊城9月6日讯(记者
谢晓丽) 记者从聊城市经

信委了解到，根据要求，聊城
积极开展全省电力直接交易
用户申报工作，共组织了两批
次电力直接交易新增用户申
报工作，经过多次争取，全市
共有 6 3家企业成为山东省
2017年电力直接交易新增用
户，加上去年的25家老用户，
全市目前共有88家电力直接
交易用户，预计总交易电量57
亿千瓦时。

依据省经信委要求，市经
信委共组织了两批次电力直
接交易新增用户申报工作。经
过多次积极争取，全市共有63
家企业成为山东省2017年电
力直接交易新增用户。加上去
年的25家老用户，全市目前共
有88家电力直接交易用户，预
计总交易电量57亿千瓦时。今
年，全市争取到跨省交易用户
1家，年交易电量1 . 23亿千瓦
时；确定替代发电2家，年替代
发电9 . 9亿千瓦时。

根据全省电力市场交易
工作安排，市经信委及时督促
新增电力直接交易市场用户
在山东电力交易中心进行注
册。截至8月10日，全市所有电
力直接交易新增用户已完成
注册工作。9月份，各电力直接
交易用户将陆续开展具体业
务。

2017年，由于信发集团不
参加省内电力直接交易，五大
发电集团抱团取暖，省内交易
电价优惠幅度仅有每千瓦时
0 . 02元，聊城市参加省内直接
交易电量约20亿千瓦时，为企
业节约资金约4000万元。参加
跨区交易降价幅度约为每千
瓦时0 . 05元，为企业节约资金
约500万元。阳谷祥光铜业有
限公司替代发电每千瓦时约
降低0 . 2元，昌润金热电有限
公司出售计划电量每千瓦时
约0 . 1元，合计替代发电为企
业降本增效1 . 87亿元，总计电
力直接交易将为全市企业降
本增效2 . 32亿元。

聊城63家企业成为

省2017年电力直接交易新增用户

本报聊城9月6日讯(记者
凌文秀) 日前，聊城市财

政局会同市民政局出台了《聊
城市养老院服务质量标准化
示范单位奖补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市财政局将投入奖补
资金300余万元，扶持养老院
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

本办法是为加快养老院
服务质量标准化和认证建设，
推进聊城市养老院标准化示
范单位和养老机构服务名牌
建设，根据《关于贯彻国办发

〔2016〕91号文件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
量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

〔2017〕52号)文件要求出台的。
市财政局投入的300余万

元奖补资金，使用范围为经县
级以上民政主管部门审批登
记，在聊城市范围内经营，养
老服务床位100张以上，为老
年人提供养护、康复、托管等
服务，且正常经营满1年的社
会办、公建(办)民营的养老机
构(含护理型)和公办敬老院。
对评定为三级以上的养老机
构给予一次性奖补20-50万元
不等。本办法自2017年9月1日
起施行，具体奖补资金申报工
作由市民政部门牵头组织实
施。

300余万元奖补资金扶持

养老院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

“世界急救日”到来之前，为大力宣传普及急救知识，提高群
众自救互救能力，9月5日，由东昌府区卫计委、东昌府区红十字
会主办，东昌府人民医院承办的2017年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
动在聊城市人民广场举行。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并教授急诊急救
知识。

本报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景壮 摄

学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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