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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一、《北京工业年鉴》（２０１２）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产业经济研究

中心承办。

二、本年鉴是一部工业经济信息高度密集的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年刊。通过大量资

料、数据、图片，真实地记录了北京市２０１１年工业经济的发展情况，对于全面、系统地了解

和掌握北京工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研究北京工业经济运行和重要行业、重点企业的

发展变化及规律，指导下一年度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本年鉴采用文章和条目两种体裁，以条目体为主。辟有文选、工业大事记、工业总

述、区县工业、开发区、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协会组织、企业、产品、人物、法规政

策文件、工业数据、附录共１４个一级栏目。

四、本年鉴所载内容由相关部门和企业单位提供，经供稿单位主管负责人审核。全市

性数据由北京市统计局提供。

五、本年鉴选用资料的时限为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个别内容根据实

际情况略作调整）。

六、《北京工业年鉴》自１９９１年编辑出版，本年鉴为第二十二卷，一直受到工业战线广

大读者的欢迎，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素材，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七、欢迎各界读者继续关注年鉴、收藏年鉴、使用年鉴，并对年鉴的不足之处给予指导，

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年鉴的编辑工作，以期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书书书

目　　录

文　　选
在２０１２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讲话 苟仲文（１）!!!!!!!!!!!!

坚定信心 锐意进取 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

　工作实现新突破 靳 伟（３）!!!!!!!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

　首钢搬迁调整中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朱继民（１０）!!!!!!!!!!!!!

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全面提升北汽集团

　的自主创新能力 徐和谊（１３）!!!!!!

大力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

　发展 郭 洪（１８）!!!!!!!!!!!!

创新发展迫切要求金融创新 张伯旭（２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研究

　 李元涛（２４）!!!!!!!!!!!!!

顺义区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现状及问题

　分析 吴建国（２９）!!!!!!!!!!!

关于加快推进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建设的思考

马继业　赵永祥（３２）!!!!!!!!!

倾心打造“小巨人”企业 崔东辉（３６）!!!!

浅析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周怀明（３７）!!!!!!!!!!!!!

社保法实施对密云县工业企业影响的调查

　 姜 博（４０）!!!!!!!!!!!!!!

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石化不可推卸的责任

　 王永健（４３）!!!!!!!!!!!!!

贯彻落实“一二三一”战略 加快集团化建设

　步伐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内技术领先

　的战略控股型产业集团 王 岩（４４）!!!!

加强科研开发 提高核心竞争力 为打造百亿

　级新型产业集团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刘文超（４８）!!!!!!!!!!!!!

体现首都时代特色 坚持强大京煤理念 把

　规划和战略落到实处 付合年（５３）!!!!

加强集团管控 提高核心竞争力 张金钢（５５）!

产业转型是隆达公司“十二五”期间的战略

　选择 李 玎（６０）!!!!!!!!!!!!

突出主营业务 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杨文华（６４）!!!!!!!!!!!!!

工业大事记
１月 （６６）!!!!!!!!!!!!!!!

２月 （６７）!!!!!!!!!!!!!!!

３月 （６８）!!!!!!!!!!!!!!!

４月 （６９）!!!!!!!!!!!!!!!

５月 （７１）!!!!!!!!!!!!!!!

６月 （７２）!!!!!!!!!!!!!!!

７月 （７３）!!!!!!!!!!!!!!!

８月 （７５）!!!!!!!!!!!!!!!

９月 （７６）!!!!!!!!!!!!!!!

１０月 （７７）!!!!!!!!!!!!!!!

１１月 （７８）!!!!!!!!!!!!!!!

１２月 （８０）!!!!!!!!!!!!!!!

工 业 总 述
汽车与交通设备产业 （８３）!!!!!!!!

电子信息产业 （８４）!!!!!!!!!!!

装备产业 （８４）!!!!!!!!!!!!!

生物和医药产业 （８５）!!!!!!!!!!

都市工业 （８６）!!!!!!!!!!!!!

基础与新材料产业 （８６）!!!!!!!!!

镇村工业 （８７）!!!!!!!!!!!!!

国防科技工业 （８８）!!!!!!!!!!!

民政工业 （９０）!!!!!!!!!!!!!

私营个体工业 （９０）!!!!!!!!!!!

校办产业 （９２）!!!!!!!!!!!!!

重点项目 （９５）!!!!!!!!!!!!!

企业帮扶 （９７）!!!!!!!!!!!!!

工业布局 （９７）!!!!!!!!!!!!!

·１·



首钢搬迁 （９７）!!!!!!!!!!!!!

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 （９８）!!!!!!!!

央企服务 （９８）!!!!!!!!!!!!!

中小企业 （９９）!!!!!!!!!!!!!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９９）!!!!!!!!!

引智与培训 （９９）!!!!!!!!!!!!

节能环保 （１００）!!!!!!!!!!!!!

禁止化学武器履约工作 （１００）!!!!!!!

政府信息公开 （１００）!!!!!!!!!!!

折子工程 （１００）!!!!!!!!!!!!!

“两会”建议、提案办理 （１００）!!!!!!!

宣传工作 （１００）!!!!!!!!!!!!!

区 县 工 业
东城区工业 （１０１）!!!!!!!!!!!!

综述 （１０１）!!!!!!!!!!!!!!!

电力迎峰度夏工作 （１０１）!!!!!!!!!

节电移峰系列活动 （１０１）!!!!!!!!!

电力管理 （１０１）!!!!!!!!!!!!!

煤炭管理 （１０１）!!!!!!!!!!!!!

景泰蓝工艺 （１０１）!!!!!!!!!!!!

玉器工艺 （１０２）!!!!!!!!!!!!!

西城区工业 （１０２）!!!!!!!!!!!!

综述 （１０２）!!!!!!!!!!!!!!!

广安产业园发展 （１０２）!!!!!!!!!!

德胜科技园发展 （１０２）!!!!!!!!!!

中小企业发展 （１０３）!!!!!!!!!!!

电力管理 （１０３）!!!!!!!!!!!!!

节能减排 （１０３）!!!!!!!!!!!!!

朝阳区工业 （１０３）!!!!!!!!!!!!

综述 （１０３）!!!!!!!!!!!!!!!

电子城创新实践基地成立 （１０４）!!!!!!

帮助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１０４）!!!!!

产业发展 （１０４）!!!!!!!!!!!!!

园区建设 （１０４）!!!!!!!!!!!!!

产业结构调整 （１０４）!!!!!!!!!!!

中小企业发展 （１０４）!!!!!!!!!!!

企业技术改造 （１０５）!!!!!!!!!!!

５家企业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１０５）!!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１０５）!!!!!!!!!

５项目列入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１０５）!!!

建设动态监测平台 （１０５）!!!!!!!!!

开展低碳城区发展模式研究 （１０５）!!!!!

推进“东北热电中心”建设 （１０５）!!!!!!

编制节能管理规划 （１０５）!!!!!!!!!

电力应急保障有序开展 （１０５）!!!!!!!

海淀区工业 （１０６）!!!!!!!!!!!!

综述 （１０６）!!!!!!!!!!!!!!!

３０个重点产业项目实现新开工建设 （１０７）!

２５家企业进驻海淀北部 （１０７）!!!!!!

重点建设项目开工 （１０７）!!!!!!!!!

北航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奠基 （１０７）!!!!

园区建设 （１０７）!!!!!!!!!!!!!

工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１０８）!!!!!!!

信息化建设 （１０８）!!!!!!!!!!!!

重点产业化项目 （１０８）!!!!!!!!!!

加快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１０８）!!!!!

淘汰落后产能 （１０８）!!!!!!!!!!!

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１０９）!!!!!!!!

落实支持创新企业政策 （１０９）!!!!!!!

专利申请授权量全面增长 （１０９）!!!!!!

上市企业统计情况 （１０９）!!!!!!!!!

发布“十二五”高新技术产业规划 （１０９）!!!

丰台区工业 （１１０）!!!!!!!!!!!!

综述 （１１０）!!!!!!!!!!!!!!!

“一园两院一总部”项目 （１１０）!!!!!!!

“两园两院一联盟一中心”项目 （１１０）!!!!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１１１）!!!!!!!!!

中小企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１１１）!!!!

区域能耗信息平台建设 （１１１）!!!!!!!

石景山区工业 （１１１）!!!!!!!!!!!

综述 （１１１）!!!!!!!!!!!!!!!

首钢主流程停产仪式 （１１１）!!!!!!!!

动漫城建设及招商引资座谈会 （１１１）!!!!

重点项目验收 （１１２）!!!!!!!!!!!

中国动漫游戏城建设工作座谈会 （１１２）!!!

帮扶中小企业进行资金申请 （１１２）!!!!!

中小企业帮扶工作 （１１２）!!!!!!!!!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１１２）!!!!!!!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１１２）!!!!!!!!!

首钢搬迁 （１１２）!!!!!!!!!!!!!

·２·



首钢职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 （１１３）!!!!!

为首钢转型发展积蓄能量 （１１３）!!!!!!

门头沟区工业 （１１３）!!!!!!!!!!!

综述 （１１３）!!!!!!!!!!!!!!!

亿元规模企业 （１１３）!!!!!!!!!!!

高端商务区产业形态布局研究 （１１３）!!!!

“三高”企业退出 （１１３）!!!!!!!!!!

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 （１１３）!!!

制定促进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１１４）!

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工作领导小组 （１１４）!!!

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１１４）!!!!

建设区中小企业网 （１１４）!!!!!!!!!

集成政策优势 引导企业发展 （１１４）!!!!

投资项目立项备案 （１１４）!!!!!!!!!

房山区工业 （１１４）!!!!!!!!!!!!

综述 （１１４）!!!!!!!!!!!!!!!

重点功能区和重大产业项目有序推进 （１１５）!

招商引资 （１１５）!!!!!!!!!!!!!

加大企业服务力度 （１１５）!!!!!!!!!

淘汰落后产能 （１１５）!!!!!!!!!!!

信息化建设 （１１５）!!!!!!!!!!!!

通州区工业 （１１６）!!!!!!!!!!!!

综述 （１１６）!!!!!!!!!!!!!!!

招商引资和大项目引进 （１１６）!!!!!!!

农民就业产业基地 （１１６）!!!!!!!!!

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题 （１１７）!!!!!!!!

项目申报 （１１７）!!!!!!!!!!!!!

企业培训 （１１７）!!!!!!!!!!!!!

重大工业项目跟踪服务 （１１７）!!!!!!!

核准、备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１１７）!!

节能工作 （１１７）!!!!!!!!!!!!!

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 （１１７）!!!!!!

顺义区工业 （１１８）!!!!!!!!!!!!

综述 （１１８）!!!!!!!!!!!!!!!

主导产业实现平稳增长 （１１８）!!!!!!!

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１１８）!!!!!!!

经济功能区建设扎实推进 （１１８）!!!!!!

百强企业引领经济发展 （１１８）!!!!!!!

镇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１１９）!!!!!!!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１１９）!!!!!!!!!

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１１９）!!!!!!!

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１１９）!!!!!!!!!

信息宣传工作成绩突出 （１１９）!!!!!!!

大兴区工业 （１２０）!!!!!!!!!!!!

综述 （１２０）!!!!!!!!!!!!!!!

重大工业项目建设 （１２０）!!!!!!!!!

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建设 （１２０）!!!!!!!

土地开发项目落地 （１２０）!!!!!!!!!

调整结构促产业发展 （１２０）!!!!!!!!

退出“三高”企业 （１２０）!!!!!!!!!!

推进企业上市 （１２０）!!!!!!!!!!!

帮助企业融资 （１２０）!!!!!!!!!!!

推进遗留问题解决 （１２０）!!!!!!!!!

科技创新内涵增长 （１２１）!!!!!!!!!

做好中小企业服务 （１２１）!!!!!!!!!

信息化建设 （１２１）!!!!!!!!!!!!

昌平区工业 （１２１）!!!!!!!!!!!!

综述 （１２１）!!!!!!!!!!!!!!!

国资监管和国企发展改革 （１２２）!!!!!!

小汤山工业园区 （１２３）!!!!!!!!!!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１２３）!!!!!!!

平谷区工业 （１２４）!!!!!!!!!!!!

综述 （１２４）!!!!!!!!!!!!!!!

积极扶植企业发展 （１２４）!!!!!!!!!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１２４）!!!!!!!!!

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１２４）!!!!!!!!!

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１２４）!!

拓展企业发展融资渠道 （１２４）!!!!!!!

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１２４）!!!!!!!!!

怀柔区工业 （１２５）!!!!!!!!!!!!

综述 （１２５）!!!!!!!!!!!!!!!

首都酒业成立 （１２５）!!!!!!!!!!!

欧曼二工厂投产 （１２５）!!!!!!!!!!

招商引资 （１２６）!!!!!!!!!!!!!

重点项目 （１２６）!!!!!!!!!!!!!

汽车及零部件业 （１２６）!!!!!!!!!!

食品饮料业 （１２６）!!!!!!!!!!!!

包装印刷业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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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及品牌建设 （１２６）!!!!!!!!

中小企业服务 （１２６）!!!!!!!!!!!

密云县工业 （１２７）!!!!!!!!!!!!

综述 （１２７）!!!!!!!!!!!!!!!

国资监管 （１２７）!!!!!!!!!!!!!

产权管理 （１２７）!!!!!!!!!!!!!

经济开发区建设 （１２７）!!!!!!!!!!

产业基地建设 （１２７）!!!!!!!!!!!

品牌建设 （１２８）!!!!!!!!!!!!!

引进投入 （１２８）!!!!!!!!!!!!!

技改创新 （１２８）!!!!!!!!!!!!!

节能减排 （１２８）!!!!!!!!!!!!!

服务平台建设 （１２８）!!!!!!!!!!!

非公经济 （１２８）!!!!!!!!!!!!!

延庆县工业 （１２９）!!!!!!!!!!!!

综述 （１２９）!!!!!!!!!!!!!!!

亿元企业 （１３０）!!!!!!!!!!!!!

科技创新 （１３０）!!!!!!!!!!!!!

节能环保 （１３０）!!!!!!!!!!!!!

园区建设 （１３０）!!!!!!!!!!!!!

优化政策环境 （１３０）!!!!!!!!!!!

产业发展 （１３０）!!!!!!!!!!!!!

招商引资 （１３０）!!!!!!!!!!!!!

编制“十二五”规划 （１３０）!!!!!!!!!

中小企业体系建设 （１３０）!!!!!!!!!

１０家企业通过认证 （１３０）!!!!!!!!

开 发 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１３２）!!!!!

综述 （１３２）!!!!!!!!!!!!!!!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召开

　第七次会议 （１３３）!!!!!!!!!!!

中关村诞生全球首台超百英寸ＬＥＤ电视

　 （１３３）!!!!!!!!!!!!!!!!

《示范区条例》宣传贯彻落实会议召开 （１３４）!

展讯推首款４０纳米ＴＤ芯片 （１３４）!!!!

刘淇就加快落实“科技北京”战略进行调研

　 （１３４）!!!!!!!!!!!!!!!!

国务院批复北京中关村十年规划 （１３４）!!!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印发

　 （１３４）!!!!!!!!!!!!!!!!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发布 （１３５）!!!!!!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１＋６”政策和规

　划纲要动员大会 （１３６）!!!!!!!!!

研发成功质量和效率更高的“吉星”地震成像

　技术 （１３６）!!!!!!!!!!!!!!

１３项特殊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 （１３７）!!!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召开

　第九次会议 （１３７）!!!!!!!!!!!

中组部领导调研中关村人才工作 （１３７）!!!

刘淇察看北京同仁堂中药现代化产业园

　 （１３８）!!!!!!!!!!!!!!!!

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年度第一次会议

　 （１３８）!!!!!!!!!!!!!!!!

贾庆林参观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１３９）!!!!!!!!!!!!!!!!

联想推出高端商务精锐版笔记本 （１３９）!!!

九大云平台全方位服务中关村 （１３９）!!!!

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

　 （１３９）!!!!!!!!!!!!!!!!

市委常委会研究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１４０）!!

首个中国自主研发浏览器内核Ｕ３面世 （１４０）!!

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工作会召开 （１４０）!!!

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发布 （１４０）!!!!!!!!!!

新一代网络学习（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Ａ

　ＴＥＬ２．０发布 （１４１）!!!!!!!!!

甲骨文新园区落户软件园 （１４１）!!!!!!

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发布 （１４２）!!!!!

郭金龙到中关村调研 （１４２）!!!!!!!!

人才特区扶持政策办理流程 （１４２）!!!!!

刘淇到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调研 （１４２）!!

水晶石成为首家中标伦敦奥运的中国企业

　 （１４３）!!!!!!!!!!!!!!!!

新增４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１４３）!!!!!!

曙光公司研制成软硬件全国产服务器 （１４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４４）!!!!!!!!

综述 （１４４）!!!!!!!!!!!!!!!

十二五产业规划 （１４４）!!!!!!!!!!

保增长 （１４５）!!!!!!!!!!!!!!

招商引资 （１４５）!!!!!!!!!!!!!

开工投产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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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建设 （１４５）!!!!!!!!!!!!!

绿色发展 （１４５）!!!!!!!!!!!!!

拓展发展空间 （１４５）!!!!!!!!!!!

节能减排 （１４５）!!!!!!!!!!!!!

生物医药企业集体腾飞 （１４６）!!!!!!!

重大项目签约 （１４６）!!!!!!!!!!!

北斗导航孵化器落户开发区 （１４６）!!!!!

数字电视产业园获奖 （１４６）!!!!!!!!

英飞凌集成电路开业 （１４６）!!!!!!!!

重奖纳税大户 （１４６）!!!!!!!!!!!

３个项目奠基 （１４６）!!!!!!!!!!

移动硅谷龙头企业获投资 （１４７）!!!!!!

耐世特公司中国区总部落户开发区 （１４７）!!

国内最大流感疫苗企业落户 （１４７）!!!!!

悦康药业获北京市著名商标 （１４７）!!!!!

京东方８．５代线 （１４７）!!!!!!!!!!

安迅获最大服务订单 （１４８）!!!!!!!!

数字电视产业园添新丁 （１４８）!!!!!!!

默克雪兰诺中国研发实验室启用 （１４８）!!!

合康变频获奖 （１４８）!!!!!!!!!!!

携手建设中小企业创新基地 （１４８）!!!!!

航天科技合作备忘录 （１４８）!!!!!!!!

新区汽车产业持续提升 （１４８）!!!!!!!

两联盟成立 （１４９）!!!!!!!!!!!!

北方微电子公司新厂房落成 （１４９）!!!!!

移动硅谷获授“４Ｇ产业创新基地” （１４９）!!

国内环保餐具“龙头老大”落户 （１４９）!!!!

保税物流中心通过验收 （１４９）!!!!!!!

中航动科总部项目落户 （１４９）!!!!!!!

其他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１５０）!!!!!!!!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１５０）!!!!!!!!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房山工业园区 （１５１）!!!!!!!!!

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昌平小汤山经济开发区 （１５１）!!!!!

北京马坊工业园区 （１５１）!!!!!!!!!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区主要经营指标 （１５２）!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区招商情况 （１５４）!!!

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首钢集团 （１５６）!!!!!!!!!!!!!

综述 （１５６）!!!!!!!!!!!!!!!

举行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 （１５７）!!!

领导视察 （１５７）!!!!!!!!!!!!!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 （１５７）!!!!!!

焦炉处理废塑料生产线调试 （１５７）!!!!!

冷轧３号镀锌线热试成功 （１５８）!!!!!!

首钢集团跻身世界５００强 （１５８）!!!!!!

首钢在马来西亚投资项目开工 （１５８）!!!!

首钢重型机器厂厂史馆揭牌 （１５８）!!!!!

卫建平获首都市民学习之星 （１５８）!!!!!

与一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１５８）!!!!

朱继民获荣誉称号 （１５８）!!!!!!!!!

停产职工分流安置与机构调整 （１５９）!!!!

钢铁生产 （１５９）!!!!!!!!!!!!!

重大装备国产化 （１５９）!!!!!!!!!!

矿产业资源生产 （１５９）!!!!!!!!!!

钢材产品销售 （１６０）!!!!!!!!!!!

钢铁产品进出口 （１６０）!!!!!!!!!!

科技创新 （１６１）!!!!!!!!!!!!!

信息化项目建设 （１６１）!!!!!!!!!!

能源环保 （１６１）!!!!!!!!!!!!!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１６２）!!!!!!

职工培训 （１６２）!!!!!!!!!!!!!

开放合作 （１６２）!!!!!!!!!!!!!

房地产业项目开发 （１６２）!!!!!!!!!

１项技术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１６３）!!!!

光伏屋顶项目获批复 （１６３）!!!!!!!!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３）!!!!!!!

综述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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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汽车 （１６３）!!!!!!!!!!!!!

奔驰汽车 （１６３）!!!!!!!!!!!!!

福田汽车 （１６３）!!!!!!!!!!!!!

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 （１６４）!!!!!!!

北汽黄骅基地汽车销量 （１６４）!!!!!!!

零部件产业 （１６４）!!!!!!!!!!!!

服务贸易产业 （１６４）!!!!!!!!!!!

资产运营 （１６４）!!!!!!!!!!!!!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６４）!!!!!!!!!!!

国际合作 （１６４）!!!!!!!!!!!!!

海外战略 （１６４）!!!!!!!!!!!!!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５）!!!!!

综述 （１６５）!!!!!!!!!!!!!!!

５００千瓦发射机及天线研制成功 （１６５）!!!

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 （１６５）!!!!!!!

ＩＴ产业园Ａ８楼结构封顶 （１６５）!!!!!

液晶面板８．５代生产线量产 （１６５）!!!!!

自主创新 （１６５）!!!!!!!!!!!!!

重点项目 （１６６）!!!!!!!!!!!!!

园区地产 （１６６）!!!!!!!!!!!!!

文化创意 （１６６）!!!!!!!!!!!!!

企业调整退出 （１６６）!!!!!!!!!!!

资本运作 （１６６）!!!!!!!!!!!!!

集团化建设 （１６６）!!!!!!!!!!!!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６６）!!!!!!!!!!!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７）!!!

综述 （１６７）!!!!!!!!!!!!!!!

改革重组 （１６７）!!!!!!!!!!!!!

技术改造与成果 （１６７）!!!!!!!!!!

节能环保 （１６７）!!!!!!!!!!!!!

工业园区建设 （１６８）!!!!!!!!!!!

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 （１６８）!!!!!!!!

投资合作 （１６８）!!!!!!!!!!!!!

股权收购增资项目６项 （１６８）!!!!!!!

自主创新与科研 （１６９）!!!!!!!!!!

培训工作 （１６９）!!!!!!!!!!!!!

内部管理 （１６９）!!!!!!!!!!!!!

效能监察 （１６９）!!!!!!!!!!!!!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９）!!!!!

综述 （１６９）!!!!!!!!!!!!!!!

与北控集团重组 （１７０）!!!!!!!!!!

内控体系建设 （１７０）!!!!!!!!!!!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７０）!!!!!!!!!!!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１７１）!!!!!!!!!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１）!!!

综述 （１７１）!!!!!!!!!!!!!!!

新建和技改技措项目 （１７１）!!!!!!!!

推进筹备项目 （１７２）!!!!!!!!!!!

研发工作 （１７２）!!!!!!!!!!!!!

扶优扶强 （１７２）!!!!!!!!!!!!!

调整优化资本结构 （１７２）!!!!!!!!!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７２）!!!!!!!!!!!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１７２）!!!!!!!!!

制度建设 （１７２）!!!!!!!!!!!!!

审计监督 （１７２）!!!!!!!!!!!!!

社会化服务产业 （１７３）!!!!!!!!!!

专项管理工作 （１７３）!!!!!!!!!!!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３）!!!!!

综述 （１７３）!!!!!!!!!!!!!!!

煤炭生产 （１７５）!!!!!!!!!!!!!

煤矿安全 （１７５）!!!!!!!!!!!!!

煤炭销售 （１７５）!!!!!!!!!!!!!

完成市政府燃料储备任务 （１７６）!!!!!!

民用煤供应 （１７６）!!!!!!!!!!!!

京煤集团上榜星级饭店１１家 （１７６）!!!!

北京昊泰建材公司停产关闭 （１７６）!!!!!

昊华国贸公司成立 （１７７）!!!!!!!!!

建立煤机制造基地及产业园 （１７７）!!!!!

ＪＭ－１电子雷管全市推广 （１７７）!!!!!

北京京浆公司停产 （１７７）!!!!!!!!!

海南金泰旅业公司揭牌成立 （１７７）!!!!!

房地产开发 （１７７）!!!!!!!!!!!!

物业经营业 （１７８）!!!!!!!!!!!!

建设矿井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１７８）!!!!!

启动《工矿棚户区改造方案》 （１７８）!!!!!

停用５座燃煤锅炉房 （１７８）!!!!!!!!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９）!!!!!

综述 （１７９）!!!!!!!!!!!!!!!

金隅股份Ａ股上市 （１７９）!!!!!!!!

企业重组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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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生产经营 （１８０）!!!!!!!!!!!

水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 （１８０）!!!!!!!

科技自主创新 （１８０）!!!!!!!!!!!

技术改造 （１８１）!!!!!!!!!!!!!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１）!!!!!

综述 （１８１）!!!!!!!!!!!!!!!

改革与发展 （１８１）!!!!!!!!!!!!

结构调整 （１８１）!!!!!!!!!!!!!

劣势企业退出 （１８２）!!!!!!!!!!!

信息化建设 （１８２）!!!!!!!!!!!!

科技创新 （１８２）!!!!!!!!!!!!!

产品研发 （１８２）!!!!!!!!!!!!!

品牌建设 （１８３）!!!!!!!!!!!!!

质量管理 （１８３）!!!!!!!!!!!!!

重点项目建设 （１８３）!!!!!!!!!!!

节能减排 （１８３）!!!!!!!!!!!!!

人才队伍建设 （１８３）!!!!!!!!!!!

基础管理 （１８３）!!!!!!!!!!!!!

安全生产 （１８４）!!!!!!!!!!!!!

效能监察 （１８４）!!!!!!!!!!!!!

群众性创新活动 （１８４）!!!!!!!!!!

首都酒业公司揭牌 （１８４）!!!!!!!!!

４家企业获卓越绩效先进企业称号 （１８４）!!

红星白酒全国市场销量第一 （１８４）!!!!!

二锅头酒博物馆开馆 （１８４）!!!!!!!!

１１件商标获北京市著名商标称号 （１８４）!!

星海钢琴成为指定用琴 （１８５）!!!!!!!

红星青花瓷设计获奖 （１８５）!!!!!!!!

北冰洋汽水重新上市 （１８５）!!!!!!!!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５）!!!

综述 （１８５）!!!!!!!!!!!!!!!

印刷二厂取得国外政府订单 （１８６）!!!!!

印包与北印学院签署战略协议 （１８６）!!!!

卷筒纸彩票生产线安装调试 （１８６）!!!!!

楠辰皮革公司２企业退出 （１８６）!!!!!!

华盾雪花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１８６）!!!!

职工创新工作室 （１８７）!!!!!!!!!!

印刷包装产业 （１８７）!!!!!!!!!!!

有色新材料产业 （１８７）!!!!!!!!!!

塑料新材料产业 （１８８）!!!!!!!!!!

陈彪创新工作室攻克科技项目 （１８９）!!!!

工资集体协商 （１８９）!!!!!!!!!!!

为职工办实事 （１８９）!!!!!!!!!!!

隆达公司集成型总部启动 （１８９）!!!!!!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９）!!!!!

综述 （１８９）!!!!!!!!!!!!!!!

绩效评价 （１９０）!!!!!!!!!!!!!

京棉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 （１９０）!!!!

ＭＢＡ内训班与人才培训 （１９０）!!!!!!

高级工职业资格鉴定 （１９１）!!!!!!!!

企业改革改制 （１９１）!!!!!!!!!!!

企业增资转让 （１９１）!!!!!!!!!!!

技术改造 （１９１）!!!!!!!!!!!!!

自主创新与科研 （１９１）!!!!!!!!!!

重点项目成果 （１９１）!!!!!!!!!!!

品牌建设 （１９１）!!!!!!!!!!!!!

产品销售 （１９２）!!!!!!!!!!!!!

出口创汇 （１９３）!!!!!!!!!!!!!

节能环保 （１９３）!!!!!!!!!!!!!

实施污染扰民搬迁 （１９３）!!!!!!!!!

效能监察 （１９３）!!!!!!!!!!!!!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４）!!!!!

综述 （１９４）!!!!!!!!!!!!!!!

工美艺城网开通 （１９４）!!!!!!!!!!

强强联手拓展业务领域 （１９４）!!!!!!!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１９４）!!!!!!!!!

人员招聘与企业培训 （１９４）!!!!!!!!

完善制度 （１９５）!!!!!!!!!!!!!

企业文化 （１９５）!!!!!!!!!!!!!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５）!!!!!!!

综述 （１９５）!!!!!!!!!!!!!!!

“降压０号”获市贡献奖 （１９５）!!!!!!!

第二个ＡＮＤＡ产品美国获批 （１９６）!!!!

华润三九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 （１９６）!!!

“天坛模式”医药物流服务 （１９６）!!!!!!

赛科药业开展新疆义诊活动 （１９６）!!!!!

获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１９６）!!!!

赛科药业通过欧盟ＧＭＰ认证复检 （１９６）!!

“赛科”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１９７）!!!!!!

“赛科”获北京市著名商标 （１９７）!!!!!!

华润双鹤收购河南华利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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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药库社会化 （１９７）!!!!!!!!

华润双鹤提生产整合 （１９７）!!!!!!!!

东阿阿胶８４２项检测 “零检出” （１９７）!!!

赛科药业获得５项专利授权 （１９７）!!!!!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７）!

综述 （１９７）!!!!!!!!!!!!!!!

丁永铃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１９８）!!!!!

获全国和北京市荣誉称号 （１９８）!!!!!!

入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１９８）!!

中医医院通过二级医院验收 （１９８）!!!!!

签订战略合作意向 （１９８）!!!!!!!!!

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１９８）!!!

中东首家同仁堂旗舰店开业 （１９８）!!!!!

主办革命老区光明行活动 （１９９）!!!!!!

止渴养阴胶囊批量生产 （１９９）!!!!!!!

举办中医药大师命名仪式 （１９９）!!!!!!

对外经贸工作 （１９９）!!!!!!!!!!!

通过２４项质量认证 （１９９）!!!!!!!!

燕山石化 （１９９）!!!!!!!!!!!!!

综述 （１９９）!!!!!!!!!!!!!!!

ＥＶＡ系列产品研发 （２００）!!!!!!!!

２项聚丙烯成套技术填补空白 （２００）!!!!

ＣＲＭ系统正式上线 （２００）!!!!!!!!

聘任２７名专家 （２００）!!!!!!!!!!

曹妃甸千万吨炼油工程项目 （２００）!!!!!

化工系统大检修完成 （２０１）!!!!!!!!

溴化丁基橡胶装置成功开车 （２０１）!!!!!

创建“全国安全社区” （２０１）!!!!!!!

ＭＥＳ系统通过验收 （２０１）!!!!!!!!

“谷长吉工作室”成立 （２０１）!!!!!!!!

加工原油１０８５万吨 （２０１）!!!!!!!!

全年调和航煤１２７万吨 （２０２）!!!!!!!

４项成果转让 （２０２）!!!!!!!!!!!

丁基橡胶优级品率创历史纪录 （２０２）!!!!

生产聚乙烯５１．５７万吨 （２０２）!!!!!!!

芳烃资源整合项目 （２０２）!!!!!!!!!

双酚Ａ装置投料生产 （２０３）!!!!!!!

工业新鲜水用量连续１０年下降 （２０３）!!!

东方石化５２项（次）指标打破记录 （２０３）!!

重点工程建设 （２０３）!!!!!!!!!!!

多项电力运行指标刷新纪录 （２０４）!!!!!

环保工作 （２０４）!!!!!!!!!!!!!

供水指标提升 （２０４）!!!!!!!!!!!

保定石化厂道路沥青项目投产 （２０４）!!!!

Ｓ－Ｚｏｒｂ装置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２０４）!!!

云计算平台推广 （２０４）!!!!!!!!!!

水体风险防范体系获市奖 （２０５）!!!!!!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华北分部） （２０５）!!!!

综述 （２０５）!!!!!!!!!!!!!!!

电网概况 （２０５）!!!!!!!!!!!!!

人力资源 （２０６）!!!!!!!!!!!!!

电网建设与发展 （２０６）!!!!!!!!!!

企业管理 （２０７）!!!!!!!!!!!!!

安全生产 （２０８）!!!!!!!!!!!!!

科技与信息化 （２０８）!!!!!!!!!!!

优质服务 （２０８）!!!!!!!!!!!!!

获得荣誉 （２０９）!!!!!!!!!!!!!

北京市电力公司 （２０９）!!!!!!!!!!

综述 （２０９）!!!!!!!!!!!!!!!

电网概况 （２１０）!!!!!!!!!!!!!

人力资源 （２１０）!!!!!!!!!!!!!

电网建设与发展 （２１０）!!!!!!!!!!

经营管理 （２１１）!!!!!!!!!!!!!

安全生产 （２１２）!!!!!!!!!!!!!

营销工作 （２１２）!!!!!!!!!!!!!

农电工作 （２１２）!!!!!!!!!!!!!

科技与信息化 （２１３）!!!!!!!!!!!

优质服务 （２１３）!!!!!!!!!!!!!

获得荣誉 （２１３）!!!!!!!!!!!!!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３）!

综述 （２１３）!!!!!!!!!!!!!!!

轨道交通产业园（一期）项目开工 （２１４）!!!

生产发展与市场营销 （２１４）!!!!!!!!

改革改制 （２１４）!!!!!!!!!!!!!

企业管理 （２１４）!!!!!!!!!!!!!

新产品新技术自主开发 （２１４）!!!!!!!

基本建设 （２１５）!!!!!!!!!!!!!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 （２１５）!!!!!!!

综述 （２１５）!!!!!!!!!!!!!!

产品销售与服务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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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开发 （２１６）!!!!!!!!!!!!

企业管理 （２１６）!!!!!!!!!!!!!

技术改造 （２１６）!!!!!!!!!!!!!

质量管理 （２１６）!!!!!!!!!!!!!

人力资源管理 （２１６）!!!!!!!!!!!

新产业发展 （２１７）!!!!!!!!!!!!

北京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７）!

综述 （２１７）!!!!!!!!!!!!!!!

改制改革 （２１７）!!!!!!!!!!!!!

生产经营 （２１７）!!!!!!!!!!!!!

市场开拓 （２１７）!!!!!!!!!!!!!

新产品开发 （２１７）!!!!!!!!!!!!

多元经营 （２１８）!!!!!!!!!!!!!

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 （２１８）!!!!!!!!

企业管理 （２１８）!!!!!!!!!!!!!

３项主产品通过资质认证 （２１９）!!!!!!

上 市 公 司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

综述 （２２０）!!!!!!!!!!!!!!!

股本变更 （２２０）!!!!!!!!!!!!!

资产重组 （２２０）!!!!!!!!!!!!!

年度经营 （２２０）!!!!!!!!!!!!!

钢材产量 （２２１）!!!!!!!!!!!!!

职工分流安置 （２２１）!!!!!!!!!!!

法人治理 （２２１）!!!!!!!!!!!!!

科技创新 （２２１）!!!!!!!!!!!!!

节能环保 （２２１）!!!!!!!!!!!!!

客户服务 （２２１）!!!!!!!!!!!!!

设备管理 （２２１）!!!!!!!!!!!!!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２）!!!!!

综述 （２２２）!!!!!!!!!!!!!!!

法人治理 （２２２）!!!!!!!!!!!!!

获得荣誉 （２２２）!!!!!!!!!!!!!

年度经营 （２２２）!!!!!!!!!!!!!

科研创新 （２２２）!!!!!!!!!!!!!

节能环保 （２２３）!!!!!!!!!!!!!

客户服务 （２２３）!!!!!!!!!!!!!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３）!!!!!!

综述 （２２３）!!!!!!!!!!!!!!!

年度经营 （２２３）!!!!!!!!!!!!!

技术创新 （２２４）!!!!!!!!!!!!!

节能降耗 （２２４）!!!!!!!!!!!!!

股权投资 （２２４）!!!!!!!!!!!!!

股本规模 （２２４）!!!!!!!!!!!!!

利润分配 （２２４）!!!!!!!!!!!!!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

综述 （２２４）!!!!!!!!!!!!!!!

股本变更 （２２４）!!!!!!!!!!!!!

资产收购合并 （２２５）!!!!!!!!!!!

重大项目 （２２５）!!!!!!!!!!!!!

年度经营 （２２５）!!!!!!!!!!!!!

ＴＦＴ－ＬＣＤ事业 （２２５）!!!!!!!!!

ＣＴＯ组织业务 （２２６）!!!!!!!!!!

非 ＴＦＴ－ＬＣＤ事业 （２２６）!!!!!!!!

资产出售 （２２６）!!!!!!!!!!!!!

内部控制 （２２６）!!!!!!!!!!!!!

法人治理 （２２６）!!!!!!!!!!!!!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６）!!!!!

综述 （２２６）!!!!!!!!!!!!!!!

获首批创新中心称号 （２２７）!!!!!!!!

粗细络联纺纱系统参展 （２２７）!!!!!!!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２２７）!!!!!!!!!

参加国际纺织机械展 （２２７）!!!!!!!!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７）!!!

综述 （２２７）!!!!!!!!!!!!!!!

股本变更 （２２８）!!!!!!!!!!!!!

年度经营 （２２８）!!!!!!!!!!!!!

法人治理 （２２８）!!!!!!!!!!!!!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８）!!

综述 （２２８）!!!!!!!!!!!!!!!

年度经营 （２２９）!!!!!!!!!!!!!

光学膜示范基地 （２２９）!!!!!!!!!!

自主创新产品 （２２９）!!!!!!!!!!!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９）!!!!

综述 （２２９）!!!!!!!!!!!!!!!

主要产品 （２３０）!!!!!!!!!!!!!

营销与客服网络 （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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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２３０）!!!!!!!!!!!!!

基地建设 （２３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０）!

综述 （２３０）!!!!!!!!!!!!!!!

股本变更 （２３１）!!!!!!!!!!!!!

年度经营 （２３１）!!!!!!!!!!!!!

法人治理 （２３１）!!!!!!!!!!!!!

科研创新 （２３１）!!!!!!!!!!!!!

节能环保 （２３１）!!!!!!!!!!!!!

客户服务 （２３１）!!!!!!!!!!!!!

设备管理 （２３２）!!!!!!!!!!!!!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２）!!!

综述 （２３２）!!!!!!!!!!!!!!!

股本变更 （２３２）!!!!!!!!!!!!!

年度经营 （２３３）!!!!!!!!!!!!!

法人治理 （２３３）!!!!!!!!!!!!!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２３３）!!!

综述 （２３３）!!!!!!!!!!!!!!!

获中投公司投资 （２３３）!!!!!!!!!!

灿芯半导体４０纳米芯片验证成功 （２３３）!!

签署技术开发和晶圆制造协议 （２３３）!!!!

荣获高通公司供应商奖 （２３４）!!!!!!!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４）!!!

综述 （２３４）!!!!!!!!!!!!!!!

产品展示 （２３４）!!!!!!!!!!!!!

ＦＨ９０００用于天宫一号和神州八号 （２３４）!!

年度经营 （２３５）!!!!!!!!!!!!!

法人治理 （２３５）!!!!!!!!!!!!!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５）!!

综述 （２３５）!!!!!!!!!!!!!!!

法人治理 （２３５）!!!!!!!!!!!!!

科研创新 （２３５）!!!!!!!!!!!!!

节能环保 （２３６）!!!!!!!!!!!!!

客户服务 （２３６）!!!!!!!!!!!!!

设备管理 （２３６）!!!!!!!!!!!!!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６）!!

综述 （２３６）!!!!!!!!!!!!!!!

产品创新 （２３６）!!!!!!!!!!!!!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７）!!!!!

综述 （２３７）!!!!!!!!!!!!!!!

年度经营 （２３７）!!!!!!!!!!!!!

股本变更 （２３７）!!!!!!!!!!!!!

技术创新 （２３７）!!!!!!!!!!!!!

新产品开发 （２３７）!!!!!!!!!!!!

知识产权 （２３８）!!!!!!!!!!!!!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８）!!!!

综述 （２３８）!!!!!!!!!!!!!!!

兆瓦级屋顶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２３８）!!!!

科技研发 （２３８）!!!!!!!!!!!!!

成果转化 （２３８）!!!!!!!!!!!!!

重点项目 （２３９）!!!!!!!!!!!!!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９）!

综述 （２３９）!!!!!!!!!!!!!!!

资产重组 （２３９）!!!!!!!!!!!!!

科研创新 （２３９）!!!!!!!!!!!!!

设备管理 （２４０）!!!!!!!!!!!!!

客户服务 （２４０）!!!!!!!!!!!!!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

综述 （２４０）!!!!!!!!!!!!!!!

年度经营 （２４０）!!!!!!!!!!!!!

获得荣誉 （２４１）!!!!!!!!!!!!!

公司治理 （２４１）!!!!!!!!!!!!!

技术创新 （２４１）!!!!!!!!!!!!!

节能减排 （２４１）!!!!!!!!!!!!!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１）!!!!!!!

综述 （２４１）!!!!!!!!!!!!!!!

年度经营 （２４２）!!!!!!!!!!!!!

科技创新 （２４２）!!!!!!!!!!!!!

节能减排 （２４２）!!!!!!!!!!!!!

质量控制 （２４２）!!!!!!!!!!!!!

协会组织
综述 （２４３）!!!!!!!!!!!!!!!

北京企业联合会 （２４４）!!!!!!!!!!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 （２４５）!!!!!!!!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 （２４６）!!!!!!!!!

北京软件行业协会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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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乡镇企业协会 （２４７）!!!!!!!!

北京市开发区协会 （２４８）!!!!!!!!!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２４９）!!!!!!!!

北京工业国际智力交流协会 （２４９）!!!!!

北京市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２５０）!!!!

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 （２５０）!!

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会 （２５１）!!!!!!!

北京汽车行业协会 （２５１）!!!!!!!!!

北京电子商会 （２５２）!!!!!!!!!!!

北京电源行业协会 （２５３）!!!!!!!!!

北京电器电材行业协会 （２５４）!!!!!!!

北京电子电器协会 （２５４）!!!!!!!!!

北京照明电器协会 （２５５）!!!!!!!!!

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 （２５６）!!!!!!!

北京电镀协会 （２５６）!!!!!!!!!!!

北京机电行业协会 （２５７）!!!!!!!!!

北京设备管理协会 （２５８）!!!!!!!!!

北京模具行业协会 （２５９）!!!!!!!!!

北京铸锻行业协会 （２５９）!!!!!!!!!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２６０）!!!!!!!!!

北京化学工业协会 （２６１）!!!!!!!!!

北京日化协会 （２６１）!!!!!!!!!!!

北京市矿业协会 （２６２）!!!!!!!!!!

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 （２６３）!!!!!!!!

北京家具行业协会 （２６４）!!!!!!!!!

北京水泥行业协会 （２６４）!!!!!!!!!

北京室内装饰协会 （２６５）!!!!!!!!!

北京食品协会 （２６６）!!!!!!!!!!!

北京市豆制品协会 （２６６）!!!!!!!!!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２６７）!!!!!!!!

北京酿酒协会 （２６７）!!!!!!!!!!!

北京市调味品协会 （２６８）!!!!!!!!!

北京印刷协会 （２６９）!!!!!!!!!!!

北京包装技术协会 （２７０）!!!!!!!!!

北京玩具协会 （２７０）!!!!!!!!!!!

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 （２７１）!!!!!!!

北京针织行业协会 （２７２）!!!!!!!!!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２７２）!!!!!!!

北京电力行业协会 （２７３）!!!!!!!!!

北京质量协会 （２７４）!!!!!!!!!!!

企　　业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２７６）!!!!!!!!!

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６）!!!!

首钢水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６）!!!!!

北汽福田北京欧曼重型汽车厂 （２７７）!!!!

阿尔特（中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７）!!!

北京和利时集团 （２７７）!!!!!!!!!!

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８）!!!!!!!

北京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７８）!!!!!!!!!!!!!!!!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２７８）!!!!!!!!!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

同方人工环境有限公司 （２７９）!!!!!!!

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

北京北方华德尼奥普兰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０）!!!!!!!!!!!!!!!!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２８１）!!!!!!!

北京亚新科天纬油泵油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１）!!!!!!!!!!!!!!!!

北京摩比斯变速器有限公司 （２８２）!!!!!

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司 （２８２）!!!!!!

天纳克（北京）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 （２８２）!!

北京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２８３）!!!!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３）!

北京国电锐新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３）!!!

北京中讯四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３）!!!

卓越信通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２８４）!!!!

华研精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２８４）!!!!

北京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２８４）!!!!

北京东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５）!!!!!

北京宏达日新电机有限公司 （２８５）!!!!!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 （２８５）!!

北京京城长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２８６）!!!

北京雪迪龙自动控制系统公司 （２８６）!!!!

北京博晖创新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７）!

北京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７）!!

北京安期生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７）!!!!!!

北京金泰港物流有限公司 （２８７）!!!!!!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汽车贸易分公司

　 （２８８）!!!!!!!!!!!!!!!!

北京京广方园厨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８）!

北京天山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

北京三吉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

通达耐火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

北京市老才臣食品有限公司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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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

金果园老农（北京）食品有限公司 （２９１）!!!

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前门“源升号”博物馆

　 （２９１）!!!!!!!!!!!!!!!!

北京有色金属与稀土应用研究所 （２９２）!!!

北京惠鼎皮业有限公司 （２９２）!!!!!!!

北京嘉曼服饰有限公司 （２９３）!!!!!!!

维达北方纸业 （２９３）!!!!!!!!!!!

北京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４）!!!!!

北京庄笛浩禾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４）!

北京伏尔特技术有限公司 （２９４）!!!!!!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５）!!!!!

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９５）!!!!!

北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２９５）!!!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６）!!!!

悦康药业集团 （２９６）!!!!!!!!!!!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６）!!!

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２９７）!!!!!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２９７）!!!!!!!!!

中电达通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８）!!!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８）!!!!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８）!!!

北京科泰兴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２９９）!!!

北京格林伟迪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

北京国智恒电力管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

幻响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１）!!!!

北京汇影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１）!!!!!

北京欧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３０２）!!!!!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２）!!

中钞国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２）!!!!!!!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

北京海林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３）!!!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３）!!!!!

中交宇科（北京）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４）!!!!!!!!!!!!!!!!

北京海泰方圆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４）!!!!!

北京汉邦高科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４）!

北京和隆优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３０５）!!!

北京亿赛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５）!!

北京中科大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

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

北京华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

北京北大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７）!!!!!

产　　品
首钢牌长白结晶器铜管 （３０８）!!!!!!!

优质中高碳热轧盘条 （３０８）!!!!!!!!

福田欧曼ＧＴＬ重卡 （３０８）!!!!!!!!

电动车辆用高压屏蔽电缆 （３０９）!!!!!!

机器人点焊系统成套设备 （３０９）!!!!!!

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３１０）!!!!!!!

红星青花瓷二锅头 （３１０）!!!!!!!!!

ＴＳＣＩＦＷ系列智能型工业级防火墙 （３１０）!

ＮＭＣ５０８Ｂ８英寸等离子体硅刻蚀机 （３１１）!!

北大青鸟ＢＥＮＥＴ４．０课程软件产品 （３１１）!

高频晶闸管 （３１１）!!!!!!!!!!!!

超音频感应加热电源 （３１２）!!!!!!!!

计算机组成原理与系统结构 （３１２）!!!!!

综合开放式微机接口实验系统 （３１２）!!!!

ＰＢ泵、Ｐ７１００泵 （３１３）!!!!!!!!!!

倒立式车削中心 （３１３）!!!!!!!!!!

６００兆瓦“Ｗ”火焰低质量流速超临界锅炉

　 （３１３）!!!!!!!!!!!!!!!!

３５０兆瓦超临界汽轮发电机组 （３１４）!!!!

铝内胆全缠绕复合气瓶 （３１４）!!!!!!!

高精度柔性复合磨床 （３１４）!!!!!!!!

ＱＡＹ１６０Ｅ型全地面起重机 （３１５）!!!!!

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成套设备 （３１５）!!!

ＧＤ４系列隔膜压缩机 （３１６）!!!!!!!

ＭＣＡ０４型多组份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３１６）!!

ＢＨ５３００Ｓ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３１６）!!!!

彩超整机ＩｕＳｔａｒ２００系列 （３１７）!!!!!!

磁共振整机ＩｍＳｔａｒＭ 系列 （３１７）!!!!!

ＤＹＣＺ－２５Ｄ双垂直电泳仪 （３１７）!!!!!

ＤＹＹ－１５Ｄ型电脑三恒多用电泳仪电源

　 （３１７）!!!!!!!!!!!!!!!!

液体动静压混合轴承及主轴功能部件 （３１８）!

塑料助剂系列产品 （３１８）!!!!!!!!!

聚氨酯黏合剂系列产品 （３１９）!!!!!!!

聚氨酯密封胶、结构胶系列产品 （３１９）!!!

柴油铲运机系列———ＡＣＹ６ （３１９）!!!!

电动铲运机系列———ＡＤＣＹ２ （３２０）!!!!

锅炉通用优化控制技术 （３２０）!!!!!!!

·２１·



高炉热风炉通用优化控制技术 （３２０）!!!!

反应釜通用优化控制技术 （３２１）!!!!!!

部分合金化ＣｕＳｎ扩散粉末 （３２１）!!!!!

定型制品ＺＳＧ－１、ＺＳＧ－２ （３２１）!!!!!

食品包装用覆膜铁 （３２２）!!!!!!!!!

“豹纹”立式钢琴 （３２２）!!!!!!!!!!

“帝王”卧式钢琴 （３２２）!!!!!!!!!!

“华教授”护肤品系列 （３２３）!!!!!!!!

中国印钞造币金条 （３２３）!!!!!!!!!

龙年生肖金条 （３２４）!!!!!!!!!!!

龙年贺岁金银砖 （３２４）!!!!!!!!!!

铝合金焊丝 （３２４）!!!!!!!!!!!!

进口植鞣革系列产品 （３２５）!!!!!!!!

绿色环保汉麻针织产品 （３２５）!!!!!!!

城市应急给排水系统 （３２５）!!!!!!!!

应急救助———帐篷城 （３２６）!!!!!!!!

一次性使用非ＰＶＣ输液器 （３２６）!!!!!

一次性使用泵管式精密过滤输注器 （３２７）!!

Ａ、Ｃ群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 （３２７）!!!!

联合诊断系统 （３２７）!!!!!!!!!!!

血脂康胶囊 （３２８）!!!!!!!!!!!!

杰瑞特胶原蛋白氨糖颗粒 （３２８）!!!!!!

Ⅱ型胶原蛋白 （３２８）!!!!!!!!!!!

北京地铁房山线电动客车 （３２８）!!!!!!

地铁电动客车 （３２９）!!!!!!!!!!!

“铛铛”有轨电车 （３２９）!!!!!!!!!!

轨道检查车 （３２９）!!!!!!!!!!!!

ＴＨ２８系列自动控温分集水器 （３３０）!!!!

强国者ＲＰＭＳＰ－Ｄ１３２Ｕ （３３０）!!!!!!

公路三维可视化养护系统 （３３０）!!!!!

人　　物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主要领导干部 （３３２）!!

主管部门领导 （３３２）!!!!!!!!!!!

区、县及其他单位领导 （３３２）!!!!!!!

国有（集团）控股公司领导 （３３３）!!!!!!

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名单 （３３７）!!!!!!!!!!!!

京工人物 （３４５）!!!!!!!!!!!!!

闫承宗———北京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３４５）!

马建川———技术创新能手 （３４５）!!!!!!

王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４６）!!!

尹长福———兢兢业业工作的劳动模范 （３４７）!

刘利克———万博苑食府当家人 （３４７）!!!!

刘晓东———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４８）!!!

邢树新———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 （３４９）!!

杨洁———爱岗敬业的一线首席职工 （３５０）!!

杨燕———创新型和实干型的技术人才 （３５０）!

李江———革新能手 （３５１）!!!!!!!!!

李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５２）!!

李霞———挡车工的楷模 （３５２）!!!!!!!

张键———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５３）!!!

张立玲———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５３）!!!

陆致成———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５４）!

陈志勇———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３５５）!!!

郝树华———矿业技术专家 （３５５）!!!!!

赵学新———精细化创新管理的领军人 （３５６）!

耿锦启———自主创新的先锋 （３５７）!!!!!

夏学君———精益求精的工程师 （３５８）!!!!

詹文章———开拓创新的领头人 （３５９）!!!!

翟永胜———勇挑重担的带头人 （３５９）!!!

法规政策文件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

　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３６１）!!!

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３６４）!!!!!!!!!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企业技术创新

的通知 （３６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

　指导意见 （３６６）!!!!!!!!!!!!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进两化融合促进

首都经济发展若干意见及任务分工的通知

　 （３６９）!!!!!!!!!!!!!!!!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的指导意见 （３７８）!!!!!!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３８２）!!!!!!!!!!!!!!!!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意见的通知

　 （３８９）!!!!!!!!!!!!!!!!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支

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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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

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的通知

（４００）!!!!!!!!!!!!!!!!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十

　二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

　的通知 （４０６）!!!!!!!!!!!!!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转发“北京市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

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

有关文件的通知”的通知 （４１２）!!!!!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

　市镇村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４１７）!!!!!!!!!!!!!!!!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

　市中小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４１９）!!!!!!!!!!!!!!!!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２０１１

年北京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导向

意见》的通知 （４２０）!!!!!!!!!!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转发工信部

办公厅《关于加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

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４２２）!!!!!!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

　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监督及

　验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４２７）!!!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２０１１

　年度退出“三高”工业企业计划的通知

（４３１）!!!!!!!!!!!!!!!!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促进２０１１年

　工业平稳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４３３）!!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工业企业

　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４３４）!!!!!!!!!!!!!!!!

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４３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

　业分） （４４２）!!!!!!!!!!!!!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

　要经济指标 （４４６）!!!!!!!!!!!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

　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４４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４５２）!!!!!!!!!!!!!!!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按行业分） （４５４）!!!!!!!!!!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 （４５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

　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４６０）!!!!!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４６４）!!!!!!!!!!!!!!!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

　标（按行业分） （４６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企业主要经济分析指标

（４７２）!!!!!!!!!!!!!!!!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４７４）!!!!!!!!!!!!!!!!

２０１１年北京现代制造业情况 （４７４）!!!!

２０１１年北京高技术产业情况 （４７４）!!!!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总量 （４７５）!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工业企业主要经济

　指标 （４７６）!!!!!!!!!!!!!!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能源品

　种消费量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４８８）!!!

附　　录
北京市第二十六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获奖名单 （４９２）!!!!!!!!!!!!

北京市二十六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５０２）!!!!!!!!

北京市第十四批企业技术认定名单 （５０３）!!

北京市工业企业部分发明授权专利 （５０４）!!

北京市部分工业企业名录 （５１９）!!!!!!

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及部分企业单位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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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ｏｕｇａｎｇｂｙ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ｏｕ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５ｔｈＰｌｅ

　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Ｃ ＺｈｕＪｉｍｉｎ（１０）!!!!!!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ＩｎＨｏｕ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ｉｎａｎ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ｅｄＷａｙｏｎｔｈｅ

　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ｅｙ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ＸｕＨｅｙｉ（１３）!!!!!!!!!!!!!!

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Ｚ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ｕ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ＧｕｏＨｏｎｇ（１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ＵｒｇｅｎｔＮｅｅｄ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ｈａｎｇＢｏｘｕ（２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ｏｆＳｈ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ＬｉＹｕａｎｔａｏ（２４）!

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ｈｕｎｙ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ＷｕＪｉａｎｇｕｏ（２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ＮｅｗＺ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ｔｙ

　 ＭａＪｉｙｅ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３２）!!!!!!!!!!!!!!!!!!!!!!!!!!!!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ａｎ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ｕｉＤｏｎｇｈｕｉ（３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ＺｈｏｕＨｕａｉｍｉｎｇ（３７）!!!!!!!!!!!!!!!!!!!!!!!!!!!!!!!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ａｗ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

　ＭｉｙｕｎＣｏｕｎｔｙ ＪｉａｎｇＢｏ（４０）!!!!!!!!!!!!!!!!!!!!!!!!!!!!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ｏｍｐｅｌｌ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ｎｏｐｅｃ 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４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１＋２＋３＋１”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Ｈｏｌｄ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ＴｏｐＰｌａｃｅ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ａｎｇＹａｎ（４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ｕｐ

　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１０ＢｉｌｌｉｏｎＮｅｗ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 ＬｉｕＷｅｎｃｈａｏ（４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ＪｉｎｇｍｅｉＧｒｏｕｐｂｙＥａｒｎｅｓｔｌ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ｕＨｅｎｉａｎ（５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Ｇｒｏｕｐ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ａｎｇ（５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Ｌｏｎｇｄａｉｎｔｈｅ１２ｔｈ５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ＬｉＤｉｎｇ（６０）!!!!!!!!!!!!!!!!!!!!!!!!!!!!!!!!!!!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Ｍａｉ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Ｂｏｏｓ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ＹａｎｇＷｅｎｈｕａ（６４）!!!!!!!!!!!!!!!!!!!!!!!!!!!!!!!!

·７１·



犆犺狉狅狀犻犮犾犲犈狏犲狀狋狊狅犳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６７）!!!!!!!!!!!!!!!!!!!!!!!!!!!!!!!!!!!

Ｍａｒｃｈ （６８）!!!!!!!!!!!!!!!!!!!!!!!!!!!!!!!!!!!!

Ａｐｒｉｌ （６９）!!!!!!!!!!!!!!!!!!!!!!!!!!!!!!!!!!!!!

Ｍａｙ （７１）!!!!!!!!!!!!!!!!!!!!!!!!!!!!!!!!!!!!!

Ｊｕｎｅ （７２）!!!!!!!!!!!!!!!!!!!!!!!!!!!!!!!!!!!!!

Ｊｕｌｙ （７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７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８）!!!!!!!!!!!!!!!!!!!!!!!!!!!!!!!!!!!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０）!!!!!!!!!!!!!!!!!!!!!!!!!!!!!!!!!!!

犗狏犲狉狏犻犲狑狅犳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ｆ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８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４）!!!!!!!!!!!!!!!!!!!!!!!!!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５）!!!!!!!!!!!!!!!!!!!!

Ｕｒｂ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６）!!!!!!!!!!!!!!!!!!!!!!!!!!!!!!!!

Ｂａｓｉｃａｎｄ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６）!!!!!!!!!!!!!!!!!!!!!!!!!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８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８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９０）!!!!!!!!!!!!!!!!!!!!!!!!!

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９０）!!!!!!!!!!!!!!!!!!!!!!!!!

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９２）!!!!!!!!!!!!!!!!!!!!!!!!!!

Ｍａｊ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９５）!!!!!!!!!!!!!!!!!!!!!!!!!!!!!!!!!

Ｈｅｌｐｉｎｇ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９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Ｌａｙｏｕｔ （９７）!!!!!!!!!!!!!!!!!!!!!!!!!!!!!!!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Ｇｒｏｕｐ （９７）!!!!!!!!!!!!!!!!!!!!!!!!!!

Ｃｏｎｔｒａａｐｅｒｔｕｒ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９８）!!!!!!!!!!!!!!!!!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９８）!!!!!!!!!!!!!!!!!!!!!!!!!!!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９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９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ａｌｅｎｔｓ （９９）!!!!!!!!!!!!!!!!!!!

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０）!!!!!!!!!!!!!!!!

Ｗｏｒｋ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Ｗｅａｐｏｎｓ （１００）!!!!!!!!!!!!!!!!

Ｔｈ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１００）!!!!!!!!!!!!!!!!!!!!!!!!!!!!!!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ｏｆ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ｗｏＢｉ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１００）!!!!!!!!!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 （１０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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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Ｘｉ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Ｈａｉｄ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０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ｅｎｇｔａ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ｈ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Ｍｅｎｔｏｕｇ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ｏｎｇｚｈ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ｈｕｎｙ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１８）!!!!!!!!!!!!!!!!!!!!!!!!!!!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Ｄａｘ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１）!!!!!!!!!!!!!!!!!!!!!!!!!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Ｐｉｎｇｇ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Ｈｕａｉｒｏｕ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Ｍｉｙｕｎ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Ｙａｎｑ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１２９）!!!!!!!!!!!!!!!!!!!!!!!!!!

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犣狅狀犲狊

Ｚｈｏｎｇｇｕａｎｃｕ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 （１３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 （１４４）!!!!!!!!!!!!!!!!!

Ｏ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ｓ （１５０）!!!!!!!!!!!!!!!!!!!!!!!!!!!

Ｍａ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ｓｉｎ２０１１ （１５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ｓｉｎ２０１１ （１５４）!!!!!!!!!!!!

犛狋犪狋犲狅狑狀犲犱犪狀犱犛狋犪狋犲狅狑狀犲犱犎狅犾犱犻狀犵犆狅犿狆犪狀狔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Ｇｒｏｕｐ （１５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６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６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６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６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７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ｍｅｉ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７３）!!!!!!!!!!!!!!!!!!!!!!!!!

ＢＢＭ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７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Ｙｉｑｉｎｇ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８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ｏｎｇｄａ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８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ｅｘｔｉｌ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１８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ｎｇｍｅｉ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９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９５）!!!!!!!!!!!!!!!!!!!!!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ｔａｎｇ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１９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Ｙａｎｓｈａｎ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 （１９９）!!!!!!!!!!!!!!!!!!!!!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ｒｉ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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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ｂ．７ｔｈ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１３）!!!!!!!!!!!!

ＣＲ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ｂ．７ｔｈ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Ｌｔｄ． （２１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ｎｋｏｕＲａｉｌｗａ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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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２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Ｆｏｔｏｎ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Ｌｔｄ （２２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ｒｅｎｔａ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２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ｉｌｌ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Ｌｔｄ （２２４）!!!!!!!!!!!!!!!!!!!!!!!!

ＪｉｎｇｗｅｉＴｅｘｔｉｌ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２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ｎｄ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２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ａｎｇｄｅＸｉ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２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ｏｗｅｒＣｏ．，Ｌｔｄ （２２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Ｙｕｈｏｎｇ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３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ｅｖｅｎｔｓｔａ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Ｃｏ．，Ｌｔｄ （２３２）!!!!!!!!!!!!!!!!!!!!!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３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ａｘｕｎＦｅｉｈｏ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３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ｒｅ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ｔｄ （２３５）!!!!!!!!!!!!!!!!!!

Ｌｅｐｕ（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３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ｉｎｇｈ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３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３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ｃｏｎｉｃｓＤｒ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３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ｕｎｘ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Ｌｔｄ （２４０）!!!!!!!!!!!!!!!!!!!!!!

ＣｈｉｎａＡｎｉｍａｌ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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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４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４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４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４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４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４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Ｚｏ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４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２４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Ｈａｎｄｉｃｒａｆ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２４９）!!!!!!!!!!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５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２５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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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ｐｔｏ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ｌａ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ｏｕｌ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ａｓ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５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ａｉｌｙ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ｉｎ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６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ｏ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ｙｂ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ｒｅｗ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６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７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ｙ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７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Ｇａｒ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７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ｎ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７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ｒｔｓａｎｄＣｒａｆ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７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ｗ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７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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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７６）!!!!!!!!!!!!!!!!!!!!!!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Ｇｕｉｙａ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ｔｅｅｌＣｏ．，Ｌｔｄ （２７６）!!!!!!!!!!!!!!!!!!!!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２７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ＵＭＡＮＨｅａｖｙＭｏｔｏｒＰｌａｎｔｏｆＢｅｉｑｉＦｏｔｏｎＣｏ．，Ｌｔｄ （２７７）!!!!!!!!!!!!

ＩＡＴ（Ｃｈｉｎａ）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７７）!!!!!!!!!!!!!!!!!!

Ｈｏｌｌｙｓｙ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７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２７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ｐｔｅｃｈＢｅｉｄａＪａｄｅＢｉｒ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７８）!!!!!!!!!!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ＨｏｌｄｉｎｇｓＣｏ．，Ｌｔｄ （２７８）!!!!!!!!!!!!!!!!!!!!!!!!!!

Ｎｕ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７９）!!!!!!!!!!!!!!!!!!!!!!!!!!!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Ｔｏｎｇｆａ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７９）!!!!!!!!!!!!!!!!

ＺｉｇｕａｎｇＪｉｅｔｏ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ＨｕａｄｅＮｅｏｐｌａｎＢｕｓＣｏ．，Ｌｔｄ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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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ａｎｘ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Ｌｔｄ （２８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ｉｍｃｏＴｉａｎｗｅｉＣｏ．，Ｌｔｄ （２８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ｏｂｉ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Ｌｔｄ （２８２）!!!!!!!!!!!!!!!!!!!!!!

Ｐｒｅｓｔｏｌｉ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８２）!!!!!!!!!!!!!!!!!!!!!!!

Ｔｅｎｎｅｃｏ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ｉ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Ｌｔｄ （２８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ｋｅｘ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８３）!!!!!!!!!!!!!!!!

ＣＥＣＨｕａｄ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Ｌｔｄ （２８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ｏｄｒｅｘ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ＸＳ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８４）!!!!!!!!!!!!!!!!!!!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８４）!!!!!!!!!!!!!!!!

ＣＥＴＣ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８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ｂｉａ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Ｌｔｄ （２８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ｏｎｇｄａＮｉｓ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ｏ．，Ｌｔｄ （２８５）!!!!!!!!!!!!!!!!!!!!!

Ｂａｂｃｏｃｋ＆ Ｗｉｌｃｏｘ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 （２８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Ｎａｇａｎ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ＤＬＡｕ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Ｌｔｄ （２８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ｏｈｕ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Ｘｉｎｈｕａｙｕ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８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ｎｃｈｉｓ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ｏｌｄｅｎＴｉｄｅＨａｒｂｏ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Ｌｔｄ （２８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ｉｎｇＳｔａｒ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 （２８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Ｋｉｔｃｈｅｎ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８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ａｎ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８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ａｎｊｉｌｉ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８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ｏｎｇｄａ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Ｌｔｄ （２８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ａｏｃａｉｃｈｅｎＦｏｏｄＣｏ．，Ｌｔｄ （２９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ｄＳｔａｒＣｏ．，Ｌｔｄ （２９０）!!!!!!!!!!!!!!!!!!!!!!!!!!!

ＯＲＧ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９０）!!!!!!!!!!!!!!!!!!!!!!!!!!!

ＧｏｌｄｅｎＯｒｃｈａｒ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ｏｄＣｏ．，Ｌｔｄ （２９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ｒｇｕｏｔｏｕＬｉｑｕｏｒＭｕｓｅｕｍａｎｄ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ｈａｏＭｕｓｅｕｍｉｎＱｉａｎｍｅｎＳｔｒｅｅｔ （２９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Ｒ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９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ｉｄｉｎｇＬ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９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ａｍａｎ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９３）!!!!!!!!!!!!!!!!!!!!!!!!

ＶｉｎｄａＰａｐｅｒＮｏｒ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２９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ａｉｋ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Ｌｔｄ （２９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ｉｈｏ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Ｌｔｄ （２９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ｅｒ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Ｌｔｄ （２９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ａｉａ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ｏ．，Ｌｔｄ （２９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９５）!!!!!!!!!!!!!!!!!!!!

ＴｏｐＧｒａｄｅＫａｎｇｍ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２９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ｅａｄｍａｎ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Ｌｔｄ （２９６）!!!!!!!!!!!!!!!!!!!!!

Ｙｏｕｃａｒ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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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Ｂ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Ｃｏ．，Ｌｔｄ （２９６）!!!!!!!!!!!!!!!!!

ＳｉｎｏｖａｃＢｉｏｔｅｃｈＣｏ．，Ｌｔｄ （２９７）!!!!!!!!!!!!!!!!!!!!!!!!!!!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Ｇｒｉ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９７）!!!!!!!!!!!!!!!!!!!!!!!

Ｄａｔａｃｏｍｏ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２９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ａ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２９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ｋｓ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２９８）!!!!!!!!!!!!!!!!!!!!!!!

ＢｅｉｊｉｎｇＫｅｔａｉｘｉｎｇｄ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Ｌｔｄ （２９９）!!!!!!!!!!!!!!!!!!!!

ＧＷＤｅｌｉｇｈ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０）!!!!!!!!!!!!!!!!!!!!!!!!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ｕｏｚｈｉｈｅｎｇ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Ｌｔｄ （３００）!!!!!!!!!

ＩＭＵ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Ｌｔｄ （３０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ｌｌｄａ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１）!!!!!!!!!!!!!!!!!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ｙ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３０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ｈｕａｌｕ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２）!!!!!!!!!!!!!!!!!

ＣｈｉｎａＧｏｌｄｄｅ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３０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ｏｎｇｔ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０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ｉｌ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３０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ｍｅｌｏｉ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３）!!!!!!!!!!!!!!!!!

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ｎｓ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Ｃｏ．，Ｌｔｄ （３０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ｉｔａｉＦａｎｇｙｕａ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ａｎｂ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４）!!!!!!!!!!!!!!!!!!!!!!

Ｈｅｒｏｏｐｓｙ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Ｌｔｄ （３０５）!!!!!!!!!!!!!!!!!!!!!!!!!

ＢｅｉｊｉｎｇＥｓａｆｅｎｅ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Ｌｔｄ （３０５）!!!!!!!!!!

Ｄａｙａ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 （３０６）!!!!!!!!!!!!!!!!!!!!!!

Ｔｏｎｇｈｕｉｊｉａｓｈ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ａｔｅｎｇＮｅｗ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Ｌｔｄ （３０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ｉｏｎｅ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 （３０７）!!!!!!!!!!!!!!

犘狉狅犱狌犮狋狊
“Ｓｈｏｕｇａｎｇ”Ｂｒ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ｂａｉ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ｒＣｏｐｐｅｒＴｕｂｅ （３０８）!!!!!!!!!!!!!!!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ｉ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ｃａｒｂｏｎＨｅａｔＷｉｒｅＲｏｄ （３０８）!!!!!!!!!!!!!!!!!

ＦｏｔｏｎＡｕｍａｎＧＴＬＨｅａｖｙＴｒｕｃｋ （３０８）!!!!!!!!!!!!!!!!!!!!!!!!

Ｈｉｇｈ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ｈｉｅｌｄｅｄＣａｂｌｅ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３０９）!!!!!!!!!!!!!!!!!

ＲｏｂｏｔＳｐｏｔＷｅｌ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ｅｘ （３０９）!!!!!!!!!!!!!!!!!

ＳｔｅｅｌＰｌａｔｅｆｏｒＢｏｉｌ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ｓｓｅｌ （３１０）!!!!!!!!!!!!!!!!!!!!

ＲｅｄＳｔａｒＢｌｕｅ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ＥｒｇｕｏｔｏｕＬｉｑｕｏｒ （３１０）!!!!!!!!!!!!!!!!

ＴＳＣＩＦＷＳｅｒｉｅｓＳｍａｒ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Ｆｉｒｅｗａｌｌ （３１０）!!!!!!!!!!!!!!!!!!!!

ＮＭＣ５０８Ｂ８ｉｎｃｈＰｌａｓｍａＳｉｌｉｃｏｎＥｔｃｈｅｒ （３１１）!!!!!!!!!!!!!!!!!!!!!

ＰＫＵＢｌｕｅＢｉｒｄＡｐｔｅｃｈＢＥＮＥＴ４．０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１１）!!!!!!!!!!!!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Ｔｕｂｅ （３１１）!!!!!!!!!!!!!!!!!!!!!!!!!!

Ｓｕｐｅ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３１２）!!!!!!!!!!!!!!!!!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１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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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ＢＰｕｍｐ，Ｐ７１００Ｐｕｍｐ （３１３）!!!!!!!!!!!!!!!!!!!!!!!!!!!!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Ｔｕ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 （３１３）!!!!!!!!!!!!!!!!!!!!!!!!!!!!

６００ＭＷ “Ｗ”ＦｉｒｅＬｏｗＭａｓｓＦｌｕｘＡ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Ｂｏｉｌｅｒ （３１３）!!!!!!!!!!!!!!!

３５０ＭＷ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ｕｒｂ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Ｕｎｉｔ （３１４）!!!!!!!!!!!!!!!!!!!!

ＦｕｌｌＷｒａｐｐｅｄＣａｒｂｏｎ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Ｗｉｔｈ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ＡｌｌｏｙＬｉｎｅｒｓ

　 （３１４）!!!!!!!!!!!!!!!!!!!!!!!!!!!!!!!!!!!!!!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Ｇｒｉｎｄ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３１４）!!!!!!!!!!!!!!!!!!!!

ＱＡＹ１６０ＥＦｕｌｌＧｒｏｕｎｄＣｒａｎｅ （３１５）!!!!!!!!!!!!!!!!!!!!!!!!!!

Ｌａｒｇｅ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Ｗａｓｔｅ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Ｕｎｉｔ （３１５）!!!!!!!!!!!!!

ＧＤ４Ｓｅｒｉｅｓ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３１６）!!!!!!!!!!!!!!!!!!!!!!!

ＭＣＡ０４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Ｇａ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３１６）!!!!!!!!!!!

ＢＨ５３００ＳＡａｔｏｍｉｃ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ｙ （３１６）!!!!!!!!!!!!!!!!!!!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ｕＳｔａｒ２００Ｓｅｒｉｅｓ （３１７）!!!!!!!!!!!!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ＭＲＩ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ｓｔａｒＭＳｅｒｉｅｓ （３１７）!!!!!!!!!!!!!!!!!!!!!

ＤＹＣＺ２５ＤＤｕ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３１７）!!!!!!!!!!!!!!!!!!!!!

ＤＹＹ１５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ＰｏｗｅｒＳｕｐｐｌｙ （３１７）!!!!!!!!!!!!!!!

ＬｉｑｕｉｄＨｙｄｒｏｈｙｂｒｉ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ＭａｉｎＳｈａｆ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ｔｓ （３１８）!!!!!!!!!!!!

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ｉｅｓ （３１８）!!!!!!!!!!!!!!!!!!!!!!!!!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ｉｅｓ （３１９）!!!!!!!!!!!!!!!!!!!!!!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Ｓｅａｌａ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ｖｅＳ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１９）!!!!!!!!!!!!

ＤｉｅｓｅｌＳｃｒ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ＡＣＹ６ （３１９）!!!!!!!!!!!!!!!!!!!!!!!!!!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ｃｒａｐｅｒＳｅｒｉｅｓＡＤＣＹ２ （３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Ｂｏｉｌｅｒｓ （３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ＢｌａｓｔＦｕｒｎａｃｅａｎｄＢｌａｓｔＨｅａｔｅｒ （３２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Ｖｅｓｓｅｌ （３２１）!!!!!!!!!!!!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ＡｌｌｏｙｅｄＣｕＳ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ｂｌｅＰｏｗｄｅｒ （３２１）!!!!!!!!!!!!!!!!!!!!

Ｓｈａｐ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ＺＳＧ１ａｎｄＺＳＧ２ （３２１）!!!!!!!!!!!!!!!!!!!!!!!!

Ｌ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ｔｅｅｌｆｏｒＦｏｏｄ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３２２）!!!!!!!!!!!!!!!!!!!!!!!

“Ｌｅｏｐａｒｄ”ＵｐｒｉｇｈｔＰｉａｎｏ （３２２）!!!!!!!!!!!!!!!!!!!!!!!!!!!

“Ｅｍｐｅｒｏｒ”Ｐｉａｎｏ （３２２）!!!!!!!!!!!!!!!!!!!!!!!!!!!!!!!

“Ｐｒｏｆ．Ｈｕａ”ｓｋｉｎ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ｉｅｓ （３２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ａｌＣｈａｏＣｏｉｎａｇｅＭｅｔａｌＢａｒ （３２３）!!!!!!!!!!!!!!!!!!!!!!

ＧｏｌｄＢａｒ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Ｄｒａｇｏｎ （３２４）!!!!!!!!!!!!!!!!!!!!!!!!!

ＧｏｌｄａｎｄＳｉｌｖｅｒＢｒｉ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ｏｆＤｒａｇｏｎ （３２４）!!!!!!!!!!!!!!!!!!!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ＡｌｌｏｙＷｅｌｄｉｎｇＷｉｒｅ （３２４）!!!!!!!!!!!!!!!!!!!!!!!!!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ＴａｎｎｅｄＬｅａｔｈ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ｉｅｓ （３２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ＬｉｎｅｎＫｎｉｔｔ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 （３２５）!!!!!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Ｕｒｂａ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５）!!!!!!!!!!!!!!!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ｃｉｔｙｏｆＴｅｎｔｓ （３２６）!!!!!!!!!!!!!!!!!!!!!!!

ＮｏｎＰＶＣ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ｅｔ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Ｕｓｅ （３２６）!!!!!!!!!!!!!!!!!!!!!!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Ｓｅｔ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ｉｎｇｌｅＵｓｅ （３２７）!!!!!!!!!!!!!!!!!

Ｍｅｎｉｎｇｏｃｏｃｃａｌ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ＶａｃｃｉｎｅｆｏｒＳｅｒｏｇｒｏｕｐＡ／Ｃ （３２７）!!!!!!!!!!!!!!!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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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ｅｚｈｉｋ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３２８）!!!!!!!!!!!!!!!!!!!!!!!!!!!!

“Ｊｉｅｒｕｉｔ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ａｍｉｎｏｇｌｕｃｏｓｅＧｒａｎｕｌｅ （３２８）!!!!!!!!!!!!!!!!!!!!

ＴｙｐｅＩＩ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３２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ｏｆＦａｎｇｓｈａｎＬ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ｕｂｗａｙ （３２８）!!!!!!!!!!!!!!!!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Ｖｅｈｉｃｌｅ （３２９）!!!!!!!!!!!!!!!!!!!!!!!!!!!!!!!!

Ｔｒａｍ （３２９）!!!!!!!!!!!!!!!!!!!!!!!!!!!!!!!!!!!!

Ｔｒａｃｋ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３２９）!!!!!!!!!!!!!!!!!!!!!!!

ＴＨ２８ＳｅｒｉｅｓＷａｔｅ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ａｎｄ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３０）!!!

ＧｏｏｄｒｅｘＮｅｗ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ｅｒｉｅｓ“Ｑｉａｎｇｇｕｏｚｈｅ”ＲＰＭＳＰＤ１３２Ｕ （３３０）!!!!!!!!!!!!

３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Ｒｏａ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０）!!!!!!!!!!!!!!!!!!!!!

犘犲狉狊狅狀犪犵犲狊

Ｍａｉ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３２）!!!!!!!!!!!!!!!!!!!!!!!!

ＴｈｅＬｉｓｔｏｆ１４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Ｃｏｎｔｅｓｔ （３３７）!!!!

Ｐｅｒｓｏｎａｇｅ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４５）!!!!!!!!!!!!!!!!!!!!!!!!!

犇狅犮狌犿犲狀狋狊狅犳犘狅犾犻犮狔犪狀犱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６１）!!!!!!!!!!!!!!!!!!!!!!!!!!!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Ｐｌａｎ（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６４）!!!!!!!!!!!!!!!!!!!!!!!!!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３６５）!!!!!!!!!!!!!!!!!!!!!!!!!!!!!!!!!!!!!!

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ＨｉＴｅｃ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６６）!!!!!!!!!!!!!!!!!!!!!!!!!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ｆ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Ｒｅｓ

　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ｔｙ （３６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３７８）!!!!!!!!!!!!!!!!!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

　 （３８２）!!!!!!!!!!!!!!!!!!!!!!!!!!!!!!!!!!!!!!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

　ｔｅｄＮｕｒ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３８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ｌａｎ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３９９）!!!!!!!!!!!!!!!!!!!!!!!!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ｔｈｅ

　Ｐｌａｎｏｆ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ｌ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 （４００）!!!!!!!!!!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ｏｎ

　Ｍａｊｏｒ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１２ｔｈ５Ｙｅａｒ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４０６）!!!!!!!!

Ｎｏｔｉｃｅ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ｂ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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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ｅｄｂ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１２）!!!!!!!!!!!!!!!!!!!!!!!!!!!!!!!!!!!!!!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Ｔｏｗｎｓａｎ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２０１１ （４１７）!!!!!!!!!!!!!!!

Ｎｏｔｉｃｅ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Ｋｅｙ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２０１１ （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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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２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市副市长 苟仲文

２０１２年１月９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和本市一

系列会议精神，回顾总结过去，部署今年各项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市经济和信息化战线的

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开拓进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经济和信息化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

刚才，靳伟同志代表市经信委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去年工作，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

２０１２年工作安排，我都同意。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做好今年经济信息化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今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还要迎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所以做

好今年的工作至关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年经济工作的大政方针，市委十届十次全会

确定了今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全面贯

彻，坚定不移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统一到对２０１２年经济

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实现２０１２年经济信息化发展各项目标

任务。

去年，我市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调控的政策措施，对包括经济信息化系统在内的各行业发展客

观上都带来一定影响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信息化战线的同志们，克服各种困难，顶住了

压力，确保了工业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成绩的取得确实来之不易。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绝不

能把主动调控和所受的客观影响，当作我们自我安慰的理由。如果我们清醒认识一下当前形势，

我们就再也不敢乐观了，因为今年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从世界看，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

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各类风险明显增多。从国内看，经

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交织，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互

联，使今年国内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不少复杂情况。从我市看，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基础

还不稳固，资源环境约束与保持经济增长的矛盾更加突出，现代高端制造业比重在全国增速同比

下降，部分企业甚至经营困难，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面临的复杂环境和挑战，保持清醒头脑，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大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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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敏锐分析和把握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预研、

预判、预测，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积

极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二、统筹兼顾，稳中求进，着力把握和解决好首都经济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２０１２年经济工作，要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

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刘淇书记在市委十届十次全会也明

确提出，做好稳中求进，重点要在 “求进”上奋力拼搏，取得成效。我们要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一是要在推进实体经济发展上 “求进”。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既是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

生活、实现首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也是应对外部冲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

重要举措。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市委市政府的认识是一致的，态度是坚定的，措施是有力的。

但是，客观地讲，目前北京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所要求的产业承载和带动

能力相比，还远远不相适应，所以，积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任务。当

前，要在继续推进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发展的同时，我们要特别关注和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

加大对符合国家产业和环保政策、符合首都市情的科技创新型和能够吸纳就业的服务型等实体经

济的支持力度，引导和帮助小型微型企业稳健经营、增强盈利能力和发展后劲。要推进各类市场

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制定和完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和体

制机制，不断健全和改善服务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拓展投资空间，为实体经济创造良好条件，

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二是要在推进高端产业发展上 “求进”。北京要始终坚持高端产业发展定位，要把发展实体

经济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加快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传统

产业技术改造，推进高端产业发展。我们提出 “做强二产”，这一个 “强”字，就集中体现了北

京发展实体经济的目标要求，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有一定的规模发展，更要着重质量效益的提

升。北京发展二产，必须紧紧抓住高端产业引领不放松，着力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加强示范应用

和市场开拓，加强市场体系培育。我们不仅要抓好重大项目这个 “点”，也要抓好产业链这条

“线”，更要抓好产业体系这个 “面”，坚持高端引领，加强体系配套，“点、线、面”有机结合，

提升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力，形成支柱性产业体系。当前，要大力支持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新能

源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推进高端装备产业基地建设，实施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工程，支持

跨国公司大型企业在京发展。发展二、三产相融合的实体经济业态，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切

实提升首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水平。

三是要在推进企业自主创新上 “求进”。坚持创新驱动，加大创新成果产业化力度，积极推

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努力发挥首都工业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的引领作用，

不断推出体现 “北京创造”的新品牌、新产品。大力支持企业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参与国家各类

科技专项和计划，支持建立国家级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依托 “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技城”

和各类科技资源，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机制、新模式，加快产学研对接，加快推进产业技术研

究院建设。探索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在企业自主创新方面的

带动作用，下大力气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局。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努力培育一批

“专、特、精、新”的小巨人企业。

四是要在推进节能减排上 “求进”。这几年我市工业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全国

处于领先水平，这与我们一直坚持 “三高”企业退出，推进清洁生产，加强能耗管理等一系列的

措施分不开。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首钢搬迁调整对降低节能减排基数的贡献。但是随着首钢搬

迁调整完成，随着 “三高”企业的陆续不断退出，工业企业节能降耗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这就

好比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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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下达的 “十二五”时期目标任务，就要把重点转移到以内涵促降上来，在继续做好 “三高”

企业退出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耗能耗水和污染排放重点单位的管理，全面推进清洁生产，努力

实现源头和全过程控制。要积极探索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深入推进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

设，大力发展新能源及节能服务业，加快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这些任务都非常艰巨，需要大家

再接再厉，不断继续努力。

三、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为圆满完成今年各项任务提供保证

今年的工作十分艰巨繁重，各区县、开发区、各控股公司要加强统筹协调，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齐心合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要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狠抓高端引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狠抓创新驱动，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狠抓政府服务，积极营造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良好环境。经信委系统各级

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肩负的神圣职责，要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谋划和推进全年的经

济和信息化工作，努力在应对严峻形势中闯新路，在破解发展难题上施良策，在解决复杂矛盾上

想办法，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各项工作不断创新发展。

谢谢大家！

坚定信心　锐意进取

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实现新突破
———２０１２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报告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靳 伟

２０１２年１月９日

同志们：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靳 伟

这次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市

委十届十次全会等重要会议精神，总结２０１１年工作，分析当前形势，

部署２０１２年重点任务，动员全系统干部职工坚定信心，锐意进取，

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下面，我代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作工作

报告。

一、２０１１年经济和信息化工作

去年，面对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北京市主动调控的经济环境，

全市经济和信息化战线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主题主线，

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高端产业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平

稳增长，推动经济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实现 “十二五”良好开局。

（一）奋发有为，努力实现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狠抓经济运行调度。针对下半年复杂形势对工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市委市政府及时研究部

署，深入企业调研，出台了促进工业平稳发展的１１条具体措施，分解落实责任，强化重点企业

服务，阻滞了年中以来工业增速下滑的势头。各区县、开发区和企业积极行动，狠抓落实，顺

义、昌平等区县出台了保增长配套政策，北汽集团、北京三一等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实现较快

增长。面对首钢涉钢产业停产、限车、限房等主动调控措施带来的影响，１～１１月，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７．１％，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１．４％，生物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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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汽车产业呈现高速增长势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１９％。

帮扶企业拓展市场。发挥企业帮扶机制作用，积极推进上下游企业产业链对接。分别组织北

京三一与市轨道交通、市政路桥，首钢与北车集团、金风科技、北京现代等签订相关战略合作协

议，其中北京三一首台盾构机将在我市地铁工程中率先应用；北京现代加大了对首钢冷轧板的采

购力度，全年达到１０万吨。积极支持汽车企业参与老旧车淘汰更新、新能源汽车示范运营和政

府公务车采购，其中推动新增纯电动汽车１１００辆示范应用；采购北汽福田１０２９辆大型公交车，

新增产值近１０亿元。

推动重点项目投产。京东方８．５代线６月底顺利投产，实现了从１．８英寸到５５英寸全系列

主流液晶面板的国产化，改写了我国大尺寸液晶屏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数字电视产业园各项配

套建设进展顺利，预计今年新增产值１６０亿元。北京奔驰全年产销汽车９．３万辆，实现产值３００

亿元；新ＧＬＫ车型于１２月成功下线，产品不断丰富；德国境外的首个发动机工厂在京奠基，标

志着汽车合资企业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

（二）抢抓机遇，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大产业扶持力度。编制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深入研

究在京发展的路径和规律。组建中关村科学城工作组，编制 《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对８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４２个细分领域，进行产业链的详细梳理并制定相应的产业促进方案，发布１７０

项科技成果。积极争取国家科技０１－０４重大专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云计算、物联网等资金

３６亿元，对战略性新兴产业１７５个项目进行了支持。实施了 “祥云工程”、４Ｇ （ＴＤ－ＬＴＥ）规

模技术试验、“感知北京”等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和应用示范工程。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成效显著，中芯国际６５纳米集成电路制造工艺实现

量产；中航工业集团完成了飞机核心制造装备———自动化电磁铆接设备的研发，标志着国内初步

形成了飞机自动化装配系统研制能力；创毅讯联公司研发的全国首枚４Ｇ基带处理芯片进入市场。

４１家企业通过第十四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神州泰岳、双鹭药业通过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认定，江河幕墙被工信部认定为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企业自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华锐风

电自主研发电网友好型６兆瓦风力发电机组成功下线，标志着中国风电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碧水源公司研发的 “高低交互式增强型膜生物反应器”产品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推动国家地

理信息科技产业园、高端制造业基地、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中移动国际信息港等一批新产业

聚集。

加大高端项目投资。深化与央企战略合作，发挥重大工业项目落地统筹协调机制作用，加大

重大项目统筹资金的支持力度。１～１１月，全市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６６０．８亿元，同比增长

５４％，工业实际利用外资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２％。推进燕房合作和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项

目建设，双酚Ａ、聚碳酸酯等项目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新兴际华在丰台建设应急救援科技产业

园，总投资４２亿元，达产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２００亿元。北汽股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基地总投资

５０亿元，达产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１９０亿元。

（三）多措并举，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积极开展技术改造。发布企业技术改造指导意见及行业技改目录，突出支持重点，利用国家

和本市１０．４亿元资金引导支持一批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技改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影响力明

显提升。各区县、各工业控股公司狠抓技改项目，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取得明显效果。如昌平

组织重大技改项目８１项，项目涉及投资４１亿元，达产后可增加产值１４７亿元；电控集团宇航级

器件、化工集团特种橡胶产品在新一代运载火箭、神舟飞船上得到较好应用。

深入推进节能减排。重点推进４５家 “三高”企业退出，完成北新建材公司搬迁。积极开展

企业清洁生产，３０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开展节能节水技术推广应用。亦庄开发区

推广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示范应用，已建成企业自发自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达７．３２兆瓦，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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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容量达８．７兆瓦。推动工业领域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石景山、密云取得较好示范成效。

盈创等企业积极开展资源再生利用，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１～１１月，万元工业增加值能

耗同比下降２０．７％，为全市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做出重要贡献。

大力推动兼并重组。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意见，一批大中型龙头企业

抓住机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首钢集团通过兼并重组规模效益不断扩大，成为北京市率先进入

世界５００强的国企，位列第３２５位。北汽集团加强优势资源的整合力度，全年实现销售汽车１５５

万辆，同比增长３．３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８个百分点，收入和利润水平稳居行业第

四，主要指标已跨入行业第一梯队。金隅、神州数码等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资源整合，提高

了行业竞争力。

（四）强化服务，积极营造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着重完善政策体系。积极履行主管部门职责，把中小企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抓实抓细。成立

了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由３０个相关委办局组成。出台了北京市关于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确定了２２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建立 《北京市中小企业促

进条例》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完成征求意见稿。针对下半年中小企业出现的突出困难和问题，社

会广泛关注，市经济信息化委多次组织专题调研，研究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建议，推动出台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财税等政策措施。

持续创新融资服务。推动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市区两级中小企业投融资

服务体系。组织２２场中小企业融资培训会，千余家中小企业、４５个行业协会参加了培训。争取

国家和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４．４亿元，支持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发展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投

融资服务平台”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共发行集合融资产品３４期，融资１４．３４亿元；通过代偿

资金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２０亿元；分四批参股成立１７家创业投资公司，对５８家中小企业进行

了股权投资，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工作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充分认可。

（五）汇聚优势，大力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

力推产业领先发展。积极落实国务院４号文件精神，确定２３７家 “四个一批”企业给予重点

支持。北京市有３０家企业入围工信部组织的２０１１年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评选。新认定软件

企业８２６家，新登记软件产品２７７０个。加强与北京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战略合作，创新实

现了软件产品的质押融资，受到企业欢迎。全国第一家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于上半年

注册成立。１４家软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累计上市１０３家，形成了

代表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北京板块。

深入实施祥云工程。北京市 “国家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工作进展顺利，５个重点

项目成为国家示范项目。１００多家企业参与祥云工程，初步形成完整的云计算产业链。启动建设

百度公有云、用友中小企业云、金山百Ｇ云、中金云平台存储等十大示范性公共云服务平台。发

布了天地超云服务器、云操作系统等几十款云产品。建设亦庄和中关村云基地，成为国内领先的

集应用示范、研发和产业于一体的云计算基地，完成了云计算产业在全市的合理布局。

（六）创新应用，务实推进信息化建设

顶层设计智慧北京。从推广应用和支撑体系两个方面规划全局，科学制定 “智慧北京”行动

纲要，围绕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和政府整合服务提出８个方面的行动计

划。制定并发布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城市信息化及重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从智能化

经济转型、网格化社会管理、精细化城市运行、数字化文化传承以及宽带化基础设施提升等方面

明确了任务和行动路径。

巩固提升基础设施。积极贯彻刘淇书记关于 “建设全国最好、世界领先的无线城市”的指示

要求，开展以３Ｇ和无线局域网 （ＷＬＡＮ）模式为主的无线城市建设。新建３Ｇ基站２２４４个、无

线局域网接入点８．２万个，３Ｇ用户达到５１４万户，其中ＴＤ用户达到２０６万户。支持三大电信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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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在西单、王府井、奥林匹克公园等六个重点区域开通公益性无线宽带服务，向市民提供为期

３年的免费上网服务。在国内率先利用４Ｇ网络技术建设政务物联数据专网。

不断深化应用示范。推进智能交通、网格化管理、基层信息采集、信息资源共享等城市信息

化示范应用。开展首批移动政务应用试点，“首都之窗”连续５年在全国省级政府网站评比中排

名第一。推出 “市民主页”，接入１０８项政府公共服务。开通 “信用北京网”，开展中小企业信用

体系试点，建设食品企业诚信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在海淀、西城等区县开展远程医疗和智慧社区

综合应用试点，在平谷、大兴等区县开展农村信息化应用试点。支持一批企业开展两化融合和电

子商务试点示范。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组织开展全市信息安全检查，全力做好建党９０

周年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此外，我们先后编制完成了 “十二五”时期工业、中小企业等１４项发展规划。参与起草制

定 《首都中长期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发展规划》，加快推进 “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的实施，引

进高端人才３８人，组织完成第十四届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竞赛。认真做好国防科工各项工作，

为神舟八号、天宫一号等重大项目提供服务保障。扎实做好对口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省

市、自治区的产业援助工作。

回顾一年来的风雨历程，２０１１年是北京市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率先转变发展方式，

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的一年。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其经验弥足珍贵，其质量不比寻常，其意义利

在长远，是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科学决策的结果，是各部门、各区县大力支持、通力协作的结

果，是全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迎难而上、奋力拼搏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向辛勤工作在经济和信息化战线上的同志们、向所有关心支持首都经济和信息化发展的各界朋友

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一是如何做强首都实体经济，强化工业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作用，认识还不够深刻，能力还有待提升；二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重大项目招

商引资，提高项目落地效率，工作力度还有待加强；三是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高科技成

果转化，工作方式还需要创新；四是对于把握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的能力和经验还

存在诸多不适应。对这些问题要深入研究，认真加以解决。

二、面临的形势

今年是实施 “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做出了深刻

分析与科学判断，市委十届十次全会对全市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决策和部署，我们要牢牢把握 “稳

中求进”的总基调，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发展实体经济作为坚实基础，大力践行 “北京精

神”，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 “双轮驱动”，深刻认识我市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和机遇。

从国内外形势上看，一是国际经济短期难以明显好转。受外部需求不足、国际经济复苏乏

力、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增强、新兴国家市场竞争加剧等影响，工业发

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趋严峻。二是国内工业增长下行风险加大。去年全国工业增速逐季放缓，出

口增速持续下降。制约内需的因素也在增加，带动力强的汽车、住房消费延续低速增长态势，新

兴产业市场需求有待培育，市场短期内难以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今年工业经济增速有可能进一步

回落。三是围绕信息技术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互联网新业态、新服务、新

模式不断创新，信息服务业发展面临新的竞争格局，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要求十分迫切。以移动

互联网和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业务发展，带来的网络与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从全市看，去年工业增速回落，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但市场变化对工业经济运行

的影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进一

步扩内需存在较大制约，经济和信息化发展遇到一定困难。一是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资

金面短期内难有较大改观，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融资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总体呈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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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攀升态势，将多重挤压企业利润空间。二是深度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弱，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部分产品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和知名品牌较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高端制造业规模和竞争力还亟待提

高。三是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北京市面临着环保与节能减排压力不断加大、能源资

源约束刚性增强、劳动力要素供给压力增大等多种影响，经济发展将长期处于 “硬约束、紧运

行”状态。

同时，我们要看到有利条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首都发展

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让全球都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工业是

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部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是最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国家和北京

市都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政策、人才、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将进一步倾斜。随着形势的变化和

需要，国家和北京市将随时出台支持工业发展的相关政策。第二，为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扩大

消费，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国家和北京市都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国际复杂环境、促进经济

增长的主要着力点。我们要紧紧抓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的重大项目进入集中建设阶段，特

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配套政策陆续出台的重要机遇，力争脱颖而出。第三，经过２００８年国际金

融危机的磨练北京市企业抵御风险、拓展市场、创新发展能力明显增强。首都聚集了科技、教

育、人才、金融等丰富的资源，中关村 “１＋６”系列政策优势明显，一批中央在京重大项目落地

实施，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不断积累，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第四，今年党的十八大

召开，将极大激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推动科学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为首都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总的来讲，我们既要看到诸多有利条件，坚定发展的信心，更要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和严

峻性，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和大局意识、首善意识，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工作准

备，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解决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三、２０１２年主要工作任务

今年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和市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坚持主题主线，践行北京精神，着力抓好经济运行，提高工业对首都

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着力抓好实体经济，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着力抓好创新驱动，推动

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着力抓好智慧引领，深化城市信息化的整合融合；着力抓好企业服

务，促进产业发展环境的持续改善，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实现新

突破。

２０１２年主要预期目标是：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８．５％左右；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１７％左右；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为全市

节能减排工作做出积极贡献；信息化总水平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智慧北京”建设稳步推进。

今年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一）着力抓好经济运行，提高工业对首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努力在 “稳增长”上取得

新成绩

做好经济运行调度。深入分析工业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密切关注热点和难点问题，及时采

取应对措施。跟踪各产业、各区县经济运行动态，完善经济运行监测平台，做好预警、监测和服

务保障，落实保增长奖励措施。做好企业帮扶，加强分类指导，在重点企业实行 “一企一策”。

各区县和重点企业要按照全市下达的分解指标，建立健全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责任制，保证预期

目标任务的完成。

突出抓好扩大内需。高度关注 “十二五”规划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进度，紧紧抓住北京轨道交

通、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保障性住房、老旧小区节能改造等重大项目机遇。继续落实老旧汽车更

新、节能家电等促进消费政策，做好太阳能应用、智能微网建设、新能源汽车试点示范等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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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推动汽车、电子、装备等产业加强合作，支持企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提升首都制

造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依托京交会、京港洽谈会等平台，加大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推介力度，帮

助企业开拓市场。

加快高端项目建设。明确目标，落实责任，重点抓好数字电视、石化新材料、移动硅谷、通

用航空等产业园建设，加快推进中国北车、中芯国际扩产、现代三工厂、长安汽车、三一制造中

心等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协调推动京东方８．５代线、北京奔驰ＧＬＫ等项目达产满产。全力推进

９５个项目实现年度投产，争取实现新增工业产值５００亿元左右。

（二）着力抓好实体经济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 “调结构”上取得新进展

加大项目招商引资。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 “要在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上求进”的

明确要求，完善重大项目引进评价和落地机制，以重大项目招商为突破，提升推动科学发展的工

作能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核心是要在创造环境、注重招商、引进高端、加强考核上下功夫。

要着眼世界产业发展前沿，努力寻找新的增长点、新的发展领域。要重点围绕世界５００强、重点

行业前５强和高成长企业，下大力气抓好具有潜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汽车、城市轨道

装备等产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强化首都产业集群竞争力。要落实好与中央单位签订的框架协议，

大力支持央企、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在京发展。要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

８１个新项目开工，争取全年工业重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２０％增长。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抓好 “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规划尽快颁

布，继续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特色产业园和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三网融合、重大装备首台套采

购、新能源汽车试点运营等应用示范工程，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培育。围绕４２个细分领域

实施方案，将政策、资金向重点行业倾斜，在电子制造领域重点培育集成电路、平板显示、

ＬＥＤ、智能手机和数字电视等；在装备领域，重点培育智能电网、储能设备、环保装备和高档仪

控系统等；在汽车领域，重点培育汽车电子、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配件。在生物医药、新材料、新

能源、航空航天和节能环保领域力争形成一批重点项目。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与落实区县功能定位相结合，要积极实施产业基

地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按照国家级开发区标准，制订新的园区准入标准，推动园区环境改造

和产业升级。科学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做好中关村科学城高新技术企业总部和研发基

地布局，推进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的高端制造业项目建设。推动顺义天竺空港、怀柔雁栖

两个市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支持亦庄开发区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加快镇村产

业结构升级。加强首都经济圈建设，深化区域产业协作，继续做好对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产业援

助工作。

（三）着力抓好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在 “转方式”上取得新成效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领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

技术攻关，以 “核高基”、集成电路装备、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等科技重大专项为

依托，充分发挥行业龙头和科研院所的作用，力争在装备制造、信息网络、高端软件、关键材料

等领域取得新的突破。贯彻实施技术创新推进计划，争取承担新一代航空发动机专项。完善军民

两用技术双向转化的机制和平台，强化军民融合创新。继续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建设产业技术研

究院，力争更多优秀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开展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估，支持以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体系建设。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将改造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机结合，在政策

和资金上加大支持力度，运用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围绕工信部确定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装备工业基础能力提升、新型绿色环保建材等重点行业９个专题，实施

一批技改重点项目，并抓好项目后评价工作。支持企业改造提升研发设计、实验验证、检验检测

等基础设施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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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内涵降耗。贯彻落实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深化工业污染治理。推进水泥、石

化等行业结构调整，继续鼓励引导 “三高”企业退出。出台工业企业节能制度规范、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节能减排指导意见。进一步完善产业能耗水耗标准体系，提高用能用水效率准入标准，严

格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鼓励企业研发节能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

和新产品，推进信息技术和手段在节能节水中的应用。加强重点用能企业能耗管理，推进企业能

源管理中心建设。

打造北京创造品牌。组织实施质量品牌建设年活动，开展企业质量标杆评比，健全品牌培育

评价机制，促进产品质量持续提升。探索制造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提升北京工业产品的品牌

文化内涵。加强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和保护，大力发展工业领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引导企业加快

产品开发和品种创新，加强品牌宣传，塑造工业产品 “北京创造”新形象。支持医药、汽车、都

市等行业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企业做大做强。有重点、有步骤地鼓励企业 “走出去”

开拓境外资源，建设生产基地、营销网络和研发机构，开拓新兴市场，扩大境外投资合作。

（四）着力抓好智慧引领，深化城市信息化的整合融合，在 “促和谐”上取得新跨越

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落实 “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宽带上网提速工程，推进光纤入户普及２０

兆带宽。加快３Ｇ网络和无线局域网络建设，扩大４Ｇ网络试点规模，打造无线城市。建设北京

市政务物联数据专网、物联网应用支撑平台和政务云基础硬件设施。推动四大基础数据库向云计

算模式升级。推进物联网、云计算领域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智能融合应用。推广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试点，推进一卡多用，扩充 “市民主页”的服

务事项，深入开展 “信用北京”工程，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平台、电子病历共享数据中心，提

高民生服务水平。加快网上政务服务大厅升级改造，开展网上全流程办理业务试点，促进服务向

基层延伸。实施应急物联网工程，推动实有人口数据库和流动人口管理平台建设，完善交通智能

管理和服务功能，确保城市安全运行。实施两化融合深度行活动，扩大两化融合试点示范，支持

企业打造 “数字化工厂”，建设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加快创建软件名城。深入实施 “祥云工程”行动计划，推广云计算示范应用，开展十大信息

服务运营平台建设。围绕移动互联网、三网融合、导航位置服务、下一代互联网、工业软件等新

兴领域，形成专项计划和行动方案。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向社会开放，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支持

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所创新市场交易模式和品种。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与工业企业开展信

息技术应用对接。制定出台软件出口促进工作方案，重点推动软件企业近岸市场出口。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贯彻落实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会议精神，深入研究新技术新业

务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修订 《北京市公共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完善信息安全应急

体系，加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管理。强化无线电频率管理，加大非法设置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监测和查处力度。做好党的十八大等重要活动的信息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五）着力抓好企业服务，促进产业发展环境的持续改善，在 “优环境”上取得新变化

激发中小企业活力。以支持创新型、创业型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发展为重点，积极实

施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高度关注国务院最近正在研究制定的 《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加快推进北京市中小企业地方立法。积极贯彻国家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通过预留预算、价格优惠和联合体投标等方式，畅通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

环节。构建市区两级协同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认定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

地。加强市区两级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扩大集合信托、集合票据、集合债券和股权融

资的规模，发挥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鼓励大型龙头企业带

动中小微型企业协同发展。

强化政策保障力度。研究制定 “做强二产”和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特别是促进

工业增长、加快招商引资、重大项目落地、产业协作配套、工业开发区升级改造等政策措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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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市会商机制的作用，进一步争取国家相关政策、资金、项目等资源向我市倾斜，尤其是相关

部门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的专项资金。加强国防科技工业行业监督管理，继续做好军工重大

项目的服务和保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与纽带的重要作用，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凝聚高端人才队伍。以企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为重点，创新人才体制机制，重

点打造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科技研发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三支高素质队伍。积极利用中关村

人才特区建设的政策优势，用良好的事业环境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资源，服务首都经济和信息化

建设。

全市经济和信息化战线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式，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服

务水平和办事效率。要加强机关党的建设，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做到风清气正，打造和谐机关和

学习型组织，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能力素质。要继续狠抓基础性工作，深入基层调研，关心企业

冷暖，对热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加强研究。临近年关，各区县、开发区和企业要高度重视安全

生产，认真落实工信部和本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有关工作要求和部署，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加

强工作指导，防止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同志们，做好今年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事关大局，事关长远。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推动全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实现新突

破，为建设 “三个北京”和世界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首钢搬迁调整中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首钢总公司董事长 朱继民

首钢总公司　

董事长 朱继民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任务，特别是对正处于战略性搬迁调整的首钢来说，更具有重要意

义。首钢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深入学习研讨，将精神贯彻落实到首钢

的各项工作中。

一、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

神上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是在中国即将完成 “十一五”规划，进入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胡锦涛总书记在五

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工

作，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对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

作作出了重要部署。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描绘了中国在新世纪第三个五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首钢领导班子在学习中，首先深刻理解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主要内容。一是深刻认识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二是深刻理解 “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三是深刻理解分析判断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四是深刻理解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五是深刻理

解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的理念；六是深刻理解 “十二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七是准确把握 “十二五”时期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八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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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理解 《建议》中关于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阐述。

在认真学习五中全会文件、深刻把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首钢各级领导干部

要进一步增强推动科学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抓住和利

用好 “十二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好首钢搬迁调整和在北京地区转型发展的各项任务，深入

推进创新创优创业，实现首钢又好又快发展。

二、结合制定首钢 “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专题研讨

首钢把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作为系统谋划科学发展、破解发展难题、提升

工作水平的过程。采取集中学习、自学、专家辅导、专题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在全面把握五中全

会精神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企业实际，提出了以下１０个方面的专题深入研讨。

（１）首钢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为首钢提供了哪些机遇，还面临哪些风险

和挑战，如何应对？ （２）根据中央提出的改造和提升制造业的要求，首钢如何加大转型升级力

度，提升核心竞争力？（３）在首钢 “十二五”规划中，如何定位核心产业和相关产业，如何实现

做强做大，应当确定哪些重要指标，围绕这些重要指标应当采取哪些措施？（４）如何把经济结构

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根据北京市有关要求，结合首钢自身能力，加快土地开发和北京产业

转型，形成首钢新的发展优势？（５）根据中央提出的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重要支撑的要求，首钢如何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６）按照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要求，首钢如何加快建设 “两型”企业，如何发展环保产业？（７）中央提出改革开放是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首钢需要在哪些环节、哪些方面、哪些领域加大改革开放的

力度？（８）首钢如何实现人与企业共同发展，如何建设学习型、创新型企业？（９）首钢如何加强

企业文化建设，打造企业软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１０）首钢如何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人才工

作现在存在哪些差距，还要解决哪些问题？

通过专题研讨，启发新思维、拓展新思路、谋划新发展，把中央的精神转化为企业的具体行

动。对每个专题的研究都确定了责任单位和时间要求，提出研究成果后，提交首钢领导班子会议

进行深入研讨，进一步取得共识，将有关内容纳入首钢 “十二五”发展规划，纳入各项子规划，

贯彻落实到企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

三、贯彻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个坚持”的要求转变为 “五个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以科学发展为

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做到 “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

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结合首钢实际，贯彻中央 “５个坚持”的要求，将 “５个坚持”转变为 “５个落实”，可以基

本包括上述十个专题的内容。

（一）把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落实到首钢钢铁业搬迁调整和在北京地区的转型发展上

首钢搬迁调整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项目，已列入国家 “十一五”发展规

划纲要，是中国第一个从大城市整体搬迁的大型钢铁企业。目前，首钢搬迁调整的新钢厂建设已

基本完成，形成了 “一业多地”发展新格局，并实现了从长材生产为主向高档板材和精品长材为

主的历史性转变。首钢搬迁调整不仅是钢铁业搬迁，在北京地区实现转型发展是首钢搬迁调整取

得成功的重要标志。随着２０１０年底北京钢铁主流程全部停产，首钢已经进入实施北京首钢工业

区土地开发、实施产业转型的新阶段。这对于北京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全国大城市老工

业区改造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十二五”期间，首钢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 “产品一流、管理一流、环境一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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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一流”为目标，实施 “主业做强，多业协同，打造综合服务商”发展战略，做优做强钢铁业，

协同发展矿产资源业、装备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房地产及建筑业、海外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实现首钢在北京地区的产业转型，打造 “首钢服务、首钢品牌、首钢创造”的综

合竞争力，促进首钢集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把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落实到增强首钢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上

首钢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搬迁调整的中心环节，实施人才优先战略，已经做了大量工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支撑。“十二五”期间，首钢要把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及其

优化升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增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做优做

强钢铁主业、协同发展相关产业，为首钢在北京转型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要立足自身技术

优势，加强内外合作，围绕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和高端制造业项目，研发独有产品和自有技术，在

某些领域实现由追赶型向引领型的跨越。首钢在各地的钢铁企业和北京发展新型产业都要体现特

色，体现差异化竞争能力，并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形成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品牌竞争力。“十

二五”期间首钢要按照 “企业发展人才优先，人才发展以用为本，高端引领整体开发，改革创新

扎实推进”的原则，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完善６个机制：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和工作

机制；人人能够成才、人人能够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

的用人机制；与工作业绩紧密挂钩，充分体现人才价值的激励保障机制；以岗位职责规范和能力

素质指标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机制；面向国际国内２个市场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形成更加开

放、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人才工作新局面。

（三）把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到首钢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办好企业、维护广大职工合

法权益上

长期以来，首钢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做好北京钢铁主流程停产职

工的分流安置工作，把这项工作作为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政

治任务来抓。首钢职代会已正式讨论通过了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这个方案经过了上下反复研

究，充分征求并采纳基层单位和职工的意见，听取了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建议，最大限度地维护了

职工的合法权益。目前，正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２０１１年一季度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这

对于保证首钢搬迁调整任务的完成，实现人与企业共同发展，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

义。结合首钢 “十二五”期间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一要坚持通过企业发展从根本上保证职工利

益，不仅是收入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还包括职工的民主权利、在企业获得人生价值的充分

体现。二是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落实职工的各项民主权利，维

护企业和职工双方利益。三是不断提高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按照企业效率与效益与职工收入

“双挂钩”的原则，提高职工收入水平，改善各项生活服务等。四是做好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

实施帮困救助措施。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对职工遇到的困难，完善

最低生活保障、困难补助、职工互助保险、帮困基金和帮困助学基金、内退待岗困难职工实施再

就业等 “五道保障线”。通过企业发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构建和谐企业。

（四）把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到首钢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发展循环经

济上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哥本哈根国际会议的召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

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首钢多年

来坚持 “人、技术、环境和谐一致”的理念，把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重大战略任务。为促进 “绿色北京”建设，首钢北京钢铁主流程到２０１０年底已全部停产，各项

污染物排放大幅度下降；同时发展一系列环保产业，特别是按照国家提出的把首钢京唐钢铁厂建

设成为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工厂的要求，节能减排已达到国际同类钢厂先进水平。

“十二五”期间，要树立 “大环保、大资源”理念，发展绿色钢铁。要在节能减排诊断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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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规划，加快实施技术改造，加强能源管理，确保各钢厂节能减排指标和发展循环经济措

施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要按计划完成迁安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二期建设，推进北京循环经济生态

园、生物质能源，水钢、贵钢、长钢循环经济产业化项目建设，并积极开发外部市场。同时还要

注重钢铁产品本身的资源节约，提高质量和强度，延长使用寿命。要围绕环保产业化要求，加强

首钢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环保技术专利的产业化运作，进入环保工程、技术咨询、设施运营管

理等社会领域，成为首钢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把坚持改革开放落实到首钢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合作上

首钢作为国家第一批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率先实行企业承包制，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

有益经验。之后又实施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集团化改革、股份制改造、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

一系列改革。以开放的思维，创建开放式企业，广泛利用国内外一切社会资源，与１８０多家上下

游企业，科研、金融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巩固和完善了上下游产业链。“十二五”期间，要适应首钢搬迁调整发展格局的新变化，进一步

完善首钢集团管理体制，探索多个层面、多种管理方式有机结合的 “集成管理”。一是适应产业

布局的变化，探索跨地区企业的分类管理；二是适应产权结构的变化，探索多元所有制企业的管

理。三是适应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探索集团企业的协同管理和新进入产业的管理；四是

适应产品结构的变化，探索以板材生产为主的管理模式；五是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探索多

种方法加强基础管理。要围绕实施低成本生产高端高效产品战略，完善６项管理体系：精细化规

范化的指标体系、稳定生产保障体系、质量一贯制管理体系、精细化的执行体系、设备功能精度

体系、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体系。通过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为建设２１世纪新首钢提供强大

动力。

（摘自２０１１年０２期 《企业改革与管理》杂志）

开启 “二次创业”新征程

全面提升北汽集团的自主创新能力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和谊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徐和谊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的讲话中说：“实践发展永无止

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这３个 “永无止境”

可以说是我们党不断进行变革创新、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法宝。

对于我们企业管理者来说，也有３个永无止境，那就是 “艰苦创

业永无止境，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完善管理永无止境。”创业创新是

企业求生存、谋发展、实现跨越的必由之路。

今年是 “十二五”开局之年。 “十二五”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加快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为了更好地实施北汽集团 “十二五”规划，全面落实首都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打造创新型企业，北汽集团党委和董事会

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行业发展趋势，深刻剖析企业自身发展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目标的基础上，于今年８月中旬的北汽集团２０１１战略研讨会上正式提

出了 “二次创业”的战略决策，决心在新世纪北汽集团在集团化道路上第一次创业的基础上，进

一步解放思想，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再进行一次艰苦奋斗、锐意创新的 “二次创业”，全

面提升北汽集团自主创新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将北汽集团的各项事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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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创业”战略的提出，是北汽集团在 “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解决当前及长

远问题、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的重大战略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北京现代的创业和建设五大发展平台为标志，北汽集团开始了集团化道

路上的第一次创业。２００２年，新一代北汽人 “五百把镰刀”开始创业，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建

起一座现代化工厂，北京现代创造的 “现代速度”成为带动北京汽车整体发展的火车头。在这一

时期，北汽福田和北京奔驰也成为集团创业的重要生力军。２００６年集团党委开始酝酿、２００７年

正式提出并实施 “走集团化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从此北京汽车开启了规模从小到

大、实力由弱变强的全新发展阶段。

经过新世纪集团化道路上的第一次艰苦创业，北汽集团不仅实现了从徘徊到奋进、从分散到

集聚、从探索到腾飞的跨越，形成了 “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得”的北京汽车

精神，而且为北汽集团开辟了一条集约化、规模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使北京汽车工

业发展成为首都高端经济和北京现代制造业的重要支柱产业，北汽集团进入到国内汽车集团的

前列。

然而，我们要客观、清醒地看到，北汽集团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还比较薄弱，北汽集团离世界品牌还相差甚远，百年基业的基础还很脆弱。因此，我们必须以更

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在上一次集团化创业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变革，搭建新的创

业平台和框架，勇敢地开启 “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的重要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这是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应对全球化竞争的需要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产业的全球化速度

进一步加快。虽然世界汽车产业的重心加速向新兴市场转移，但是跨国企业凭借其技术、品牌和

市场优势，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产业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仍然在核心技术、产品研发和品牌

销售等关键环节掌握着话语权。跨国汽车公司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汽车设

计、制造、测试以及管理和服务领域，更加注重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大幅度增加研发投入，加快推进产业化，以拉大与后发汽车国家的距离，以通过技术优势保

证利益最大化。面对汽车产业全球化竞争的新态势，中国的汽车企业不能继续满足于在产业链的

低端做跨国公司的装配厂，我们要参与国际汽车产业的竞争，就必须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进行

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这是顺应国家汽车产业政策导向、建设汽车强国的需要

最近张德江副总理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汽车产业是国家工业化的标志，是国家战略性产业。

我国汽车工业要坚定不移地实现汽车产业大国到汽车强国的转变。要建设汽车强国，就要把握汽

车工业自身发展规律，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重点培育自主品牌，扶持骨干企业，坚持自

主创新，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强行业发展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北京

市委、市政府也对北京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刘淇书记强调，汽车产业是首都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在新的发展阶段，推动汽车产业发展是提高首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任务。要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

品，推动现代高端制造业发展，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为国家汽车产业发展做出更

大贡献。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讲话精神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都非常明确，就是把发展自主品

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运用一切政策和经济手段，培育中国汽车的自主品

牌和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北汽集团进行 “二次创业”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政策依据。

（三）这是抢占市场主动权、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北汽集团虽然已经发展成近２００万辆级的大型企业，今年能做到１８０万辆，但是在自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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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方面我们起步较晚，在研发、制造、销售等方面与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广汽等竞争

对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我们要弥补后发差距，形成后发优势，将萨博的

先进技术转化为有市场竞争力的先进生产力，抢占市场主动权，就必须以 “二次创业”的心态，

一切从零开始，用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先进技术来打造北汽的自主品牌，赢得口碑，赢得市场，形

成新的竞争优势，形成北汽未来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四）这是实现北汽 “十二五”战略目标的需要

北汽集团 “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是：到２０１５年，产销汽车达到３５０万辆，力争突破４００

万辆；主营业务收入达到４０００亿元以上，营业利润超过３００亿元以上；全集团的产品市场占有

率达到１０％以上，力争进入世界汽车行业排名前１５位，进入世界５００强。要达到这个目标，自

主品牌乘用车承担了重要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自主品牌乘用车产销量达到９０万辆，其中轿

车、越野车达到４０万辆。与这个宏伟目标相比，北汽集团在研发体系、管理体系、人才体系等

方面还远远跟不上发展形势的需要。目前我们的技术研发水平与世界５００强还有巨大的差距，在

管理体系上我们还很不完善，我们的人才研发队伍规模还太小，这些都成为制约我们未来发展的

关键因素。因此，要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北汽集团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 “二次创

业”。

（五）这是巩固发展成果、永葆北汽基业长青的需要

今年中国的汽车市场进入了调整期，中国汽车产业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由总

体增长向单个企业增长转变，由规模盈利型向单车盈利型转变，由总量增长向细分目标客户增长

转变。对于自主品牌来说，“十一五”是资格赛，“十二五”是选拔赛，“十三五”是淘汰赛。也

就是说到 “十三五”尘埃落定。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十年，中国汽车行业将出现剧烈的整合，最

终保留下几大集团和几大品牌，大部分的自主品牌和部分合资品牌都有可能出局。在这样残酷的

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面前，北汽集团必须以艰苦奋斗的骨气，争先创优的志气，干事创业的锐

气，不畏艰难的勇气，大力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全面开展 “二次创业”，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

的发展成果和市场地位，永葆北汽集团基业长青。

总之，“二次创业”是北汽集团在集团化发展道路的新阶段进行的重大战略选择，具有划时

代的重要意义。“二次创业”是在集团化战略引领下的创业，是北汽集团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

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步骤。我们要坚持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大胆创新，彻底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小富即安心态，居安思危，不断进取，开启北汽集

团 “二次创业”的新征程。

二、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的总体目标与主要任务

北汽集团的 “二次创业”，是北汽集团在取得高速增长、规模扩大之后，面临新的形势和任

务，为谋求更大、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又一次创业。

（一）“二次创业”的总体目标与发展阶段

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的一个中心目标，就是以打造北汽自主品牌乘用车为突破口，建立北

汽集团自主创新体系，为自主品牌发展提供体系支撑。要举全集团之力，支持北汽股份做大做

强，支持北汽福田转型升级。以整车企业为龙头，带动关键零部件、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全面

提升北汽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把北汽集团建设成为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形成

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汽车企业

集团。

根据北汽集团党委和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北汽集团的 “二次创业”将分三个阶段进行：从现

在起到２０１２年年末是第一阶段，是强基固本的阶段，主要目标是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北汽集

团十几个大型项目建设，并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北汽自主品牌乘用车的研发体系，确保北汽自主品

牌乘用车首批上市的轿车、ＳＵＶ、交叉型车、新能源车等上市成功并形成批量规模。从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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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２０１５年末是第二阶段，是加速发展的阶段，主要任务是全面实现 “十二五”规划目标，实

现年销售收入超４０００亿元，进入世界５００强。从 “十三五”开始到２０２０年是第三阶段，是全面

成熟的阶段。主要目标是使北汽集团成为一个具有完全的自主发展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

心技术，成为国内一流、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集团；北汽乘用车和商用车都能成功走向欧美发达

国家市场，真正实现由 “北京制造”向 “北京创造”的跨越式发展。

（二）“二次创业”的主要任务

围绕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这个 “二次创业”的中心任务，北汽集团提出要培育自主创新的体系

竞争力，重点建设八大体系：研发体系、采购体系、制造体系、品牌体系、管理体系、质量体

系、零部件和服务贸易体系和人才体系。

在研发体系建设上，北汽集团秉承 “开放创新、集成发展、掌握核心、保持领先”的研发理

念，大力发展自主研发能力，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北汽研究总院和北汽福田工程研究院要重点提

升４个能力。一是整车结构设计能力，二是整车性能开发能力，三是实验、试制能力，四是技术

支持能力。通过四大能力的提升，北汽集团要在整车动力学研究及工程设计、数据标定方面实现

突破，保证产品开发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接近国际水平。

在制造体系建设上，北汽集团将建设北京、中南、华南、西南和华东５大乘用车生产基地和

９大商用车生产基地，将在 “十二五”末形成３００万辆的生产能力。同时，北汽集团将以丰田精

益生产方式为标准，重点加强生产工艺的精益化、现场管理的精益化，将北京汽车的制造能力提

高到国内先进水平。

在品牌体系建设上，北汽集团以打造国内一流的乘用车品牌为目标，以高端化、全方位的服

务为发展方向，建立和完善北京汽车的品牌体系，构建高端化与差异化相结合的服务网络，加强

服务管理，提高质量，决心把北京汽车的品牌体系建设成国内自主品牌的一个标杆。

在人才体系建设上，北汽集团坚持党管人才，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以服

务北汽自主品牌建设为中心，坚持 “服务发展、人才优先、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方针，以职

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年轻化为目标和要求，努力建设一支规模适当、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

研发、管理、党群和技能人才队伍，为北京汽车自主品牌发展和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

保障。

三、搞好 “二次创业”要重点处理好４个关系

“二次创业”是一个包括思想作风建设、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内的重大系统工程，工程浩

大，涉及面广，头绪繁多，需要我们统筹规划、科学安排、精心组织、分步实施。我们要重点处

理好４个关系。

一是自主创新与合资合作的关系。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的核心任务是加快培育北汽集团的

自主品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升北汽集团核心竞争力的

最重要、最根本的手段，也是北汽集团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北汽必须进行自主创新，这是我们

的命脉所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北汽集团近１０年创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和韩国现代、

德国戴姆勒等国际合作伙伴的合资合作，借助于外方的先进技术、优秀产品和先进的管理手段，

使集团规模和营业收入迅速扩大。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合资合作，相反，是要进一步加

强合资合作，用合资合作的成果来反哺北汽的自主品牌建设，利用合资企业及其母公司的资金、

技术、人才等优势资源为我所用，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现代三工厂的建设和北京奔驰２０亿欧元合作协议的签署，北汽集团的

国际合作将在 “十二五”期间迎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我们在深化与现代、戴姆勒合作的同

时，要特别加强合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要把合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纳入北汽集

团自主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之中，使北汽集团能够实现合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

二是内涵式增长与外延式增长的关系。过去几年，北汽集团的发展主要依赖外延式增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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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做大规模来提升集团的产业地位。进入 “十二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由单纯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的内涵式增长转变，推动北汽集团的各项事业进入高端引领、创新驱

动、绿色发展的轨道。为提升北汽集团自主创新能力，我们投资上百亿建设了北汽研发基地、新

能源基地和动力总成基地，目前集团旗下已经建立了２家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北汽研究总

院、福田汽车工程研究院），在德国斯图加特和意大利都灵分别建立了商用车和乘用车的研发中

心和设计中心，构建起包括商用车、乘用车、新能源车、动力总成在内的完整的北汽集团自主研

发体系，同时还在北汽福田、北汽研究总院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并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相

结合的方式，组建了一支拥有４８００多人的高素质研发队伍。通过以上努力，北汽集团内生动力

显著增强，为 “二次创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汽集团在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在 “十二五”期间仍将保持规模扩张的势头。在

强大的研发能力基础上，北汽集团的自主品牌乘用车将有较大发展，北京高端基地将以消化萨博

技术为重点，建成中高档轿车生产基地，株洲基地将建成小型车及交叉型制造基地，同时要做好

北汽有限的技术改造，把它建设成为传承 “军工品质、越野世家”的军车、越野车生产基地和轻

型商用车出口基地。北汽增城基地也要加快建设，要建成ＳＵＶ、ＭＰＶ车型的生产基地，北汽银

翔基地要建成专业化的微车生产基地。到２０１５年，北汽自主品牌乘用车要形成１００万辆的生产

能力。同时，合资企业也将不断扩大规模，北京现代将建设三工厂和四工厂，总产能将达到１４０

万辆。北京奔驰将建设发动机工厂，整车产能也将提升至４０万辆。

三是主营业务与全产业链业务的关系。北汽集团的主营业务是整车制造，“二次创业”的重

点也是要在自主品牌汽车的研发与制造上取得突破。“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做大做

强整车业务作为北汽集团中心工作，确保在 “十二五”末成为年产３５０万辆～４００万辆的大型汽

车集团。同时，我们要以整车业务为龙头，带动零部件、汽车服务贸易等相关产业的整合与发

展，积极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拓展新的业务领域，为集团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我们要以北京海

纳川零部件公司为零部件发展平台，以集团内配套业务为基础，以模块化业务求发展，继续整合

国内外零部件资源，将海纳川打造成为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和模块化供应商。服

务贸易要以鹏龙为发展平台，通过整合集团内部产业资源，为整车、零部件等制造类企业提供服

务，实现整车、零部件制造与相关服务业的对接和联动，使北汽鹏龙北京汽车服务贸易产业成为

链条上的战略中心，打造鹏龙品牌，使鹏龙成为国内一流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汽车服务

贸易企业。

四是产业发展与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北汽集团的 “二次创业”既是产业发展的

重大工程，同时也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做好党的建设，发展企业文化对于实现北汽集团

“十二五”跨越发展起着思想引领作用，发展先进的北京汽车文化是北汽集团持续发展的精神支

柱和动力源泉。我们要以北汽集团的 “二次创业”为契机，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与时俱进，

深化党建创新实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切实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要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建立富有时代精神的企业文化体系，为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要

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为北汽集团 “二次创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实现和谐北汽建设的新

突破。

北汽集团在经历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跨越式发展之后，现在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进行

着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我发展的伟大实践，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前途无限。我们将进一步

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发扬 “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

得”的北京汽车精神，艰苦创业，勇于变革，不动摇、不懈怠、不停滞，勇敢开启 “二次创业”

的新征程，为实现北汽 “十二五”发展目标，永葆北汽集团基业长青而努力奋斗。

（摘自２０１１年 北京市国资委的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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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发展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郭 洪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 郭 洪　

　　中关村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建设，目前，已经拥有以联想、百度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２万家，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

源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航空航天为代表，以研发和营销服务为

主要形态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形成了 “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

格局，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区域和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地，

为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和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１０年，示范区企业实现总收入近１．６万亿元，同比增长２０％，

约占全国高新区的１／７，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２３．５％。收入

过亿元的企业有１４１４家，龙头企业的产业领军作用凸显。万元ＧＤＰ

能耗 （吨标煤）值为０．１，约为全市的１／５，全国的１／１０。中关村辐

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技术合同成交额１５７９．５亿元，占全国的

４０．４％，８０％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

一、加快体制机制先行先试

２０１０年年底，国务院同意了进一步支持中关村创新发展的 “１＋６”系列新政策，为激发高

校院所、企业和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一）组建中关村创新平台

为加快推动中关村示范区建设，科技部牵头成立了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形成了有效的工作

机制。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于２０１０年年底，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关于整合好资源、搭建好平台

的指示要求，共同组建了中关村创新平台，有效整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创新资源，为中关村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在全国形成了突破和创新。平台下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审批联

席会议办公室、科技金融工作组、人才工作组、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工作组、政策

先行先试工作组、规划建设工作组和中关村科学城工作组等７个办事机构。截至目前，共有１９

个国家部委有关负责同志和北京市３１个部门工作人员参加平台的工作。平台正式运行以来，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式，资源整合初见成效。

一是大力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统筹，研究资金统筹方案，组织统筹项目。

二是大力推进部市会商工作，组织实施重大项目，与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卫生部、财政

部、工信部等多部委开展会商，梳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并将予以联合支持。

三是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工作，编制中关村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指导意见、完善聚集科

技金融服务资源的工作体系。

四是大力推进人才建设工作，开展人才特区建设，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并积极开展高层次

人才创业、生活服务保障。

五是积极推进 “１＋６”政策的制定实施，加强宣传培训。

六是继续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七是稳步推进示范区空间布局和布局调整规划，加快推进人才创业大厦和人才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

八是积极推进中关村科学城项目建设。

（二）６项先行先试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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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科技成果处置和收益权改革试点。财政部下发文件，对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

置权进行如下突破：中央级事业单位一次性处置单位价值或批量价值在８００万元以下的，由所在

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自主进行处置，并于一个月内将处置结果报财政部备案。还出台了中央级事业

单位科技成果收益权改革的试点政策。

二是关于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财政部、税务总局下发文件，明确了企业技术人员

在通过转化科技成果取得股权奖励时，可享受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按照取得股权转让收

益后缴纳个人所得税来具体执行。

三是关于制订示范区内中央单位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实施细则。财政部、科技部下发文

件，明确了中央级事业单位全资及控股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审批主体和审批程序。

四是关于科研项目经费分配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为支持以企业为主体，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承担国家重大计划项目，科技部与北京市建立了项目会商机制，组织招标、征集一

批重大科研和产业化项目，由企业联合高校、院所或产业技术联盟实施，纳入科技部项目支持计

划。在项目中，财政部支持开展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开展间接费用补偿机制试点、科研项目

分阶段拨付和后补助试点，并将增加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

五是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试点。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了在示范区进行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试点的政策文件，对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范围、初创企业参加认定条件和技术专

家在认定组织工作中的评价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调整完善。

六是关于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建设。证监会同意在总结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试点工作经验

基础上，加快建设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将尽快提出方案上报国务院。

二、推动人才、产业和金融创新

（一）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支持中关村在全国率先建设人才特

区，中组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１５个中央部门和北京市于３月１４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支持中关村在重大项目布局、科技经费使用、落

户、医疗、住房等１３个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北京市制定了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

截至目前，中关村示范区共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约１２万人。留学归国创业人才超过

１．５万人，累计创办企业超过６０００家，是国内留学归国人员创办企业数量最多的地区。北京市共

有中央 “某某计划”人才３１１人，其中８０％在中关村示范区；有创业类 “某某计划”人才４５人。

入选 “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的１６３人中，７５％以上在中关村示范区。成长出以联想的柳传

志、百度的李彦宏、中星微电子的邓中翰、创新工场的李开复等为代表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新

老企业家。

（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集群发展

一是启动中关村科学城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是指以中关村大街、知春路和学院路为轴线以及

周边的辐射区域，面积约７５平方公里，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核心。其建设在

不新占用土地、不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优化整合和体制机制创新，促进科研

机构、高等院校、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协同创新。近期，已经启动了北航先进工业技术研

究院、北邮信息网络产业研究院等一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中关村航天科技创新园、中关村航

空科技园等一批创新产业园建设，实施了龙芯处理器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

二是启动未来科技城建设。在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的直接领导下，启动了未来科技城的建

设，服务国内大型中央企业，吸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位居前列的民营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

海内外一流大学和创新人才的重点实验室、研发机构入驻。目前，已确定神华集团、国家电网公

司等１５家中央企业入驻园区。

三是加快建设由海淀北部、昌平南部和顺义部分地区构成的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技术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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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研发服务、信息服务等高端产业集聚，加速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孵化转化。重点建设以软件

园、创新园、环保园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发展区，以国家工程创新基地为核心的能源科技产业发展

区，以生命科学园、永丰基地为核心的生物及材料科技产业发展区，以北京航空产业园、北京航

天产业园、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区以及北大、清华 “２００号”研

发基地。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集成电路、网络通信、文化创意、生物、新材料、空间信息服务

等产业集群发展，到２０１５年，总收入将达到１万亿元。

四是加快建设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兴和通州、房山的部分地区构成的南部高技术制造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落实 “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加强对南部产业带发展

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大力引进高端、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企业，拓展延伸产业链。支持

移动通信、高端信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到２０１５

年，总收入将达到１万亿元。

（三）加快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中关村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中关村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达到１８７

家，其中境内１１１家，境外７６家，２０１１年一季度中关村新增上市公司１２家。中关村上市企业

ＩＰＯ融资超过１６００亿元，产生了百度、新浪、搜狐和搜狐畅游４家市值过百亿元的企业。

建设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的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已经启动研究中关村建设国家科技金

融创新中心的指导意见，正在争取科技部和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中关村开展促

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首批试点地区。中关村将进一步加快科技金融创新步伐，支持股权投资

发展，利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推动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展科技金融先行先试改革

试点，继续在全国科技金融领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建成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打好基础。

三、加强政产学研用合作

近年来，为进一步发挥高校优势，推进政产学研用结合，我们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主要

做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争取政策突破，为促进高校院所创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

示范区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进了一系列有利于激发高校院所

科研人员开展自主创新和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等积极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在中关村示范区范围内的高校院所中，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股权和分

红权激励的试点，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奖励、

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并在个人所得税、中央高校院所审批实施主体和审批时限等方面，不

断完善相关政策。教育部即将下发高校及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方案管理流程文件，将进一步促进

高校参与股权激励试点。

二是科技成果处置权与收益权改革试点。将更好地调动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

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激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三是科技重大专项间接费用列支政策。由原来的按支出内容划定，调整为按支出性质分为直

接费用和间接费用。根据承担试点项目单位的性质不同，间接费用列支比例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

设备购置费后的１３％～２０％；其中用于科研人员激励的相关支出一般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

置费后的５％。间接费用的政策，提高了项目单位科研经费使用的自主权，吸引技术人员、研究

生、专家等参与科研活动，突出了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的重要地位，也为我国现行收入分配体制

下，科研人员创造性劳动的补偿激励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和模式。

四是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教育部支持人才特区内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科研

机构，可聘任其他企业或科研机构具备条件和水平的高层次人才担任兼职研究生导师，联合培养

研究生。对人才特区内与企业、科研机构开展联合培养工作的招生单位，在招生计划方面予以适

当的支持和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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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人才兼职方面的政策。教育部、科技部和人力社保部支持人才特区内高校教师、科研院

所研究人员可以创办企业或到企业兼职，开展科研项目转化的研究攻关，享受股权激励政策，在

项目转化周期内，个人身份和职称保持不变。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到高校兼职，从事专业教学

或开展科研课题研究。

（二）通过政策引导，推进高校组建面向企业的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２０１０年启动的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北京市委、市政府从体制机制创新、资源有效链接、存

量资源盘活３个方面，提出了２１条具体支持措施。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高等院校积极支持和

参与中关村科学城建设，主动要求合作共建、创新机制、转化项目。截至目前，与市政府签署合

作协议的高等院校有９家，纳入了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工作体系，共同实施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产

业创新园项目１１个。

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主要是依托高校院所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建立面向产业需求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基地和中试开发、技术转移、成果孵化、股权激励等体

制机制创新的重要载体。

一是搭建国家级公共技术研发和服务平台，实施资源开放共享。

二是与企业联合建设一批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发基地。

三是建设项目孵化基地，筛选组织一批重点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

四是构建投融资体系，孵化具有特色的创新型企业。

五是依托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专业优势，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及研发中心落户，促进 “专、

特、精、新”企业的集群式发展。

（三）支持大学科技园创新发展，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平台

中关村共有２６家大学科技园，拥有国家级大学科技园１３家，约占全国国家级大学科技园总

数的１７％；１７家大学科技园组成了中关村大学科技园联盟，约占中关村大学科技园总量的７１％。

一批大学科技园逐步形成产业 “聚集”效应，如清华科技园汇集了４００余家企业，主要集中在电

子信息产业，几乎涵盖了当今电子信息产业的主要领域，拥有一批在这些领域掌握核心技术的企

业。北航科技园、北科大科技园、北理工科技园等大学科技园也依托各自高校的优势学科形成了

产业聚集。近年来，通过大学科技园及科技企业孵化器转化的科技成果超过３０００项，涉及电子

信息、新材料、能源环保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成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平台。

（四）建立合作对接机制，促进技术转移

与部分高校院所建立共建技术转移中心的合作机制，市有关部门每年给予一定数额的资金支

持，由中关村创新平台开展统一受理和服务。开展中关村科学城签约单位与中关村 “十百千工

程”、“瞪羚计划”企业的对接活动，收集并发布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２００６年以来，中关村与

部分高校院所推进了开放实验室的建设工作。截至目前，有８４家开放实验室累计为１３０００余家

企业提供了服务，专项补贴金额近亿元，通过为企业提供研发测试服务，和企业共同承担国家重

大项目、共建研发基地、联合研制标准等方式，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摘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０日第二期教育部直属高校研修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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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迫切要求金融创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张伯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 张伯旭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十二五”期间是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大兴区深度融合，高水平建设北京南部高技术制

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 （以下简称新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期，

金融创新在转换新区发展动力、加快科技和体制机制同步创新、实现

集约增效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需要并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产业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助力

多年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产业快速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支

持。 “十一五”时期，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出口总额、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分别为 ２１％、３６．５％、１８％ 和

１４．４％，累计完成额分别为 “十五”时期的３．４倍、５倍、４．８倍和

１．７倍。在金融界的大力支持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经济总量和

效益在过去５年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新区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在应对金融危机、拓展产业空间、保障项目落地、提升资

本运作能力等方面的关键支撑作用，建立和完善以开发区总公司和亦庄国际为核心的高端产业投

融资平台，探索出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资源统筹，共同发展”的有效运营模式。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通过建立投融资平台积极协助区内企业拓展融资渠道，帮助企业对接

资本市场，筹资建设配套环境。例如，亦庄国际协调北京首创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担保

人，协助京运通、经纬纺机等４家企业发行了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募集资金１．９８亿元，有效缓

解了企业资金瓶颈。总公司筹集４０亿元资金建设蓝领公寓和公租房，解决企业现实压力。在产

业空间拓展方面，通过投资开发总公司积极争取农发行大兴区支行和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联合发放

银团贷款５０亿元，用于支持开发区１２平方公里新扩区土地开发和旧村改造。在重点项目建设方

面，开发区投融资平台发挥了重要的融资保障作用，２０１０年完成产业投资５９．６亿元，有力地推

动了京东方８．５代线等大项目建设。在资本运作方面，以亦庄国际为主体成功主导实施松辽股

份、通用汽车电动转向与传动业务、ＵＴ斯达康等一批国际国内并购项目，开创了中国成功收购

国际顶级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先河，加强了与大型国企的对接合作，培育设立了新的上市公司和境

外投资公司，实现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创造性地运用资本市场的助推器支持新区产业发展。

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发展更需要金融创新支持

“十二五”时期，新区将按照 “超常规、高水平、跨越式”的发展要求，瞄准 “高端、高效、

高辐射力和低能耗、低排放”的十大产业，打造 “一区六园”产业发展平台，努力建成电子信

息、数字电视、汽车制造３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

代信息技术、ＬＥＤ、文化创意６个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力争在 “十二五”末新区工业总产值突

破８０００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４０％左右，成为全市 “做强二产”的主体平台。

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北京南部新区将迎来一个大开发、大投资、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对产业界是机遇，对金融界更是利好。机遇来临，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思路，瞄准产业高端，

深化金融创新，加快构建专业化、协同化、定制化的产业金融服务体系。

（一）金融创新支持产业链延伸拓展

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积极推动面向产业链整合、运转和延伸的金融创新。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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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方面，充分发挥金融的主体对接、供求对接和市场对接纽带功能，为产业链各主体提供融资

租赁等专业服务，加快推进产业链建设。在产业链运转方面，充分发挥金融的资金融通功能，积

极发展保理等新型金融产品，着力突破产业链交易环节的资金和信用瓶颈。在产业链延伸方面，

充分发挥金融的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导向功能，着力发展科技金融、物流金融等高端业态，支持

产业链向上下游高附加值环节拓展。

（二）金融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新区产业体系涵盖了国家现阶段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

高频创新、集群高端发展、市场高位辐射的特点，需要加快建立多功能、一体化、全流程的金融

服务体系。在多功能方面，要着力推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不断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

模。构建集信贷、投资、保险、担保、抵押、发债和境内外上市于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

平台。在一体化方面，要着重提升政府政策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建

立以企业客户为中心的金融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全天候、定制化服务。在全流程方面，要系统

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周期的金融服务链条，以创新型、高成长型企业为扶持重点，发展面向初创企

业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面向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和面向已上市企业的并购融资。

（三）金融创新支持产业承载环境优化提升

随着国家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政府融资平台发展日趋规范，金融创新在拓展产业承载空间、

强化资源能源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在园区开发建设方面，新区积极拓展与国家开发银

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以开发性金融理念推进规划先行，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积极探索通过基

金、信托、委托理财等方式吸引农村集体资产、农民拆迁补偿资金、企事业单位闲置资金等社会

资金投入开发区扩区和 “一区六园”的新区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在资源能源保障方面，新区积极

利用社会资金解决公共投资不足问题，深化银政企对接合作。建成国内首家ＢＯＴ模式的市政污

水处理厂。探索通过ＢＴ、ＴＯＴ、ＰＰＰ等模式吸引社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

（四）金融创新支持低碳绿色发展

新区坚持低碳绿色发展理念，已被国家三部委批准为国家生态工业园区和太阳能光伏应用示

范区。下一步，我们将着力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加强推广太阳能光伏应用，争取创建国家水

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区，不断提高水资源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参与资源能源市场化交易，鼓励发展

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水务管理、碳排放交易等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

三、金融创新和产业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融合

“十二五”期间，新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 “机制新、活力大、效率高”的要求

推进两区深度融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服务 “北京创造”品牌。金融发展

面临难得的机遇和有力的需求支撑，具备持续创新的内在动力。两者的有效融合将是体制机制创

新的重大课题。

在机遇方面，首先是两区行政资源整合形成政策集成、先行先试优势。开发区作为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组成园区，积极落实中关村 “１＋６”政策；大兴区作为北京市农村金融综合

改革试验区，正在积极申请开展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为深化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次是 “一体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目标为金融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有利于加快构

筑规模倍增、服务优化的金融创新平台。三是新区商住、生态和服务环境持续优化，为金融机构

和人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承载支撑。

在需求方面，“十二五”期间，重大产业项目集中落地，总投资将超过５０００亿元，首都新机

场开工建设等大项目将带动新区投融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据初步测算，未来３年，开发区和大

兴区仅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和空间拓展所需投资就达２０００亿元以上，每年需向社会筹资６００亿

元以上，对扩大投融资规模，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十二五”期间，新区将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发挥政策先行先试优势，积极吸引各类金融机

·３２·文　　选



构入驻，探索设立面向 “三个北京”的财产保险公司、“北京创造”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

等新型金融机构，支持发展新型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我们将继续加强与银行、保险、

证券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进一步强化投融资平台建设，不断拓宽新的融资途径，扩大融资规

模，积极推进资本全球化运作。

（摘自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８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 “中国金融论坛”上的发

言提纲）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研究

石景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李元涛

石景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李元涛　

　　当前，石景山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仍是全区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使石景山工业结构实现战

略转型和升级，占据工业结构调整的制高点，是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石景

山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主要

任务。

一、石景山区工业发展现状

（一）区工业基本情况

石景山作为北京市传统重工业区，以黑色金属压延业、电力热力

生产供应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四大行业为

主。以首钢、北重、北锅、电厂为代表八大厂长期作为工业经济运行

的重要支撑，占全区规模以上现价工业总产值９０％以上。２０１０年，

石景山区共有工业企业７７０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１３２家，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２５家。２００７年

至２０１０年，受首钢压产、奥运限产等因素的影响，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现价工业总产值

分别为６７４．２亿元、６９６．９亿元、５３９．６８亿元、６３０亿元，工业增加值分别为１３６．６亿元、９７．９

亿元、８３．９亿元、９２．９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６０．４％、４５．９％、４０％、３１．４％。

在首钢涉钢产业全部停产后，２０１１年１～９月，７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６３亿元，

占全区ＧＤＰ比重为２７％，由此可见工业仍是石景山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２０１１年，首钢涉钢产业全面停产，对全区工业经济运行造成重大冲击。１～９月，全区７９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２８９．８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１８５亿元，同比下降

３９％。重点企业对全区工业生产影响明显，１～９月，全区１６家亿元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２６９．２亿元，同比下降３８％，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９２．９％。预计全年实现规模以上现价工业总产

值３８０亿元。

（二）从业人员情况

工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行业。全区工业从业人员人数约２０万人，其中工业企业就业人

数约占全区从业人员的４０％。从行业大类比较，制造业在吸收就业方面居首位。

（三）能耗状况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改投入，“十一五”期间工业的能耗下降成为全区万元ＧＤＰ能耗

降低的主要推动力。工业能源总量从２００５年的７６０．８３万吨标准煤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９０．４万吨

标准煤，下降率为２２．４％。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从２００５年６．０９吨标准煤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９７

吨标准煤。２０１０年全区综合能耗消费量５９０．４万吨标准煤，同比下降１．３％；万元工业产值能耗

为０．９４吨标准煤，同比下降１５．４％。２０１１年１～９月，全区继续推行高耗能产业退出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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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节能降耗成效显著。

二、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近几年来，工业为石景山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出现了不

可忽视的问题，比如重工业中高耗能行业 （如钢铁行业）的持续快速增长，给全区稀缺的自然资

源、脆弱的环境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工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刻不容缓。

（一）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重大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资源消耗和需求拉动为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巨大冲击，世界经

济增长模式面临新的调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对石景山区资源消耗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压

力和挑战，但同时也将成为石景山区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二）有限的资源不堪重负

石景山区相对于北京其他城区占地面积小、资源不丰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加快工

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北京工业发展要按照 “减

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水、节能、节材、节地、资

源综合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努力实现节约发展、清洁

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而这也对整体工业和各企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

了工业结构调整的成本，提高了企业进入的门槛。

（三）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当前石景山区不合理的工业结构，不仅造成单位产品能源、原材料消耗高，加剧本已紧张的

资源供求矛盾，而且还大量排放工业废物，导致工业污染，破坏生态环境。石景山区必须加快工

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关闭高污染、高消耗的部分企业，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加大工业污染治理

力度，实施污染扰民企业搬迁，清理整顿 “五小”企业。

（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

迫切需要。当前，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世

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石景山区

要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及

相关知识产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五）国家正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了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

构升级的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８％左右。到２０２０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１５％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

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这使石景山区在面临更紧迫的转型压力的同时，也为其培育

新的主导产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

（六）北京市正加快建设世界城市

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目标已确定为 “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塑造世界

城市的过程也是城市产业体系重构的过程。因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要求北京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低碳产业发

展。对于石景山区而言，必须优化现有工业结构，使其向更高端、更低碳的方向发展。

（七）首钢搬迁导致石景山区产业空心化

首钢已于２０１０年底完成了涉钢产业的搬迁。首钢与石景山区的发展休戚相关，曾经对石景

山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钢搬迁无疑使石景山区的经济发展既面临着严峻挑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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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蕴藏着巨大机遇。一方面，首钢完成搬迁后，石景山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都受到了严

重影响，并且可能会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局面。另一方面，首钢涉钢部分实施搬迁调整，是石景山

区加快经济转型的直接推动力量。

三、世界工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特征

（一）世界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本趋势

近几年世界工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再工业化。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很多发达国家出现了 “再工业化”倾向，其特点是

在挤出虚拟经济泡沫的同时，强化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部门的基础地位。

２．工业结构高新化。近年来，大规模工业结构调整正在各国兴起，这种战略性调整的特点

有两个：一是在科技创新推动下，一批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新兴工业崛起，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国

民生产总量，而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动力；二是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实施重大改造、

重组，对某些劳动密集型工业进行有针对性地转移和淘汰。

３．工业结构融合化。传统工业迅速分化，形成了核心技术趋同的诸多新兴工业产业群。产

业间核心知识与技术的趋同，使传统的划分原材料、技术工艺和产品的产业标准大为弱化，原有

工业边界日趋模糊。同时，知识的融合带动了工业的融合，使原来专业分工明确的工业产业组合

成新产业，形成难分彼此的新工业形态，并使各工业重叠逐渐加深。传统的以单一技术为基础的

工业产业界限在产业融合中越来越不清晰，原有的以单一知识及其技术作为产业划分标准的方法

遇到了强大的挑战。

４．工业信息化。这次工业结构的调整与传递的基本特点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优化

配置资源，带动世界工业结构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国际垄断资本在信息化过程中使资金、人

才、技术等高科技要素更有效地互动与集成，从而催生新技术、创造新产业、造就新经济。

５．工业结构国际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与此相适应，世界各国工业结构的开放程度也随之不断深化。产生这种开放结构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是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二是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加速了生产、贸易全球

化，为这种开放结构提供了技术基础；三是战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为取得明显的成本竞

争优势，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零部件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发展中国家生产。

（二）世界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本特征

世界工业结构调整升级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１．先进制造业推动工业结构升级加快。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推动工业结构升级加快，工业

内部结构升级明显。工业的比重下跌，但是引领工业竞争力的是高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的

经济发展的主导。制造业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同时工业中的高技术产业逐渐成

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已较大幅度上升，对全部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起到主要带动作用。

２．高新技术产业是各国工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入２１世纪，追求高新技术产业化已成为发

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先导的工业

产业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在工业结构调整中，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方向，各国都要尽力

赶上世界技术升级的这辆列车，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３．传统工业的调整空间加大、步伐加快。在高新技术产业部门飞速崛起的当今社会，这些

传统产业部门无论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还是其生产率的增长，都呈相对下降的趋势。然而，其地

位是不能被新兴工业完全取代的。传统工业利用高新技术加以改造表现为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改

造传统工业，使其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及并购更有力地推动着工业结构的调整。适应新科技革命推动生产

力的国际化、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及世界工业结构大调整的要求，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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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投资单向垂直性的格局，多向水平性格局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四、国外工业结构调整的经验总结

通过对日本、德国鲁尔区、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分析，总体看来，以

上国家和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都经历了 “轻工业———重工业———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

型”几个发展阶段。国外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经验是：

（一）不断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投资和贸易日趋自由化，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更加顺畅，发达国

家纷纷放松管制，完善市场和投资环境。各种资源价格和利率、汇率、工资等要素价格的形成机

制进一步市场化，能够更加灵敏地引导生产要素迅速配置到效率高的生产领域。

（二）政府的战略规划、标准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引导推动作用

发达国家对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是以中长期战略规划和产业政策为

导向，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落实。

（三）探索科技创新和工业发展有机结合的机制

通过整合技术创新链条增强工业竞争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和欧盟面对日本产业技

术竞争优势的压力，纷纷调整政策，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世界各国都十

分重视加强财政资助和完善风险分散机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

创新。

（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不管是日本、新加坡还是德国鲁尔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都涉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投资环境的

改善是大量吸收外地资金的保障。新加坡通过完善相关政府机构，提高投资效率，避免不必要的

浪费，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为其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德国鲁尔地区加

强了区域的软硬环境建设，基础设施、人文环境的陆续到位，使得其区域知名度大大提高。日本

通过设立一系列的行政机构、制定一系列的法案，在保证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也避免了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有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五）积极发展教育和科研，为工业结构升级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

上述国家和地区每年对教育的投资力度都非常大。鲁尔区现在已经成为德国城市中大学最密

集的地区，而日本的科研能力也非常强，其自主创新能力一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新加坡的

科研虽然没有上述两国强，但是它一直在进行教育科研方面的投资。而且，新加坡在吸纳人才方

面，不会对国籍进行限制，唯才是用。这就保证了其人才的供应，激活了研发活动，为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五、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一）工业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

１．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工业产业的选择和结构的调整，具体确

定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及节能环保产业作为石景山区重点发展的产业，将高端装备制

造业、新材料、都市工业三大产业作为石景山区鼓励发展的产业，将设备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

作为石景山区调整改造的产业。

２．工业产品 （技术）结构调整。工业产品 （技术）结构调整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具体化，工

业产品结构调整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工业结构调整的效果，因此不仅要重点加快工业产业结构调

整，而且要以工业产品 （技术）结构调整为重要手段，依据石景山区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

选择发展石景山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淘汰取缔高消耗、高污染、技术工艺不符合安全生

产条件的产品，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二）工业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

１．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石景山区工业布局的调整，要重点依托中关村石景山园和新首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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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业综合服务区，以打造 “企业总部－科研中心－核心制造”高端工业生产链条为目标，形成

“一港一区一基地”的工业布局。在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大力建设总部商务办公区，集聚

制造业企业总部，将其发展为企业总部核心集聚区；在中关村石景山园北区大力建设刘娘府总部

基地，吸引世界５００强和中国５００强科技型企业总部及研发总部进驻，将其打造为研发中心核心

集聚区；在中关村石景山园南区大力推进中国绿能港建设，集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高

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其建设成核心制造的主要集聚区。

２．工业组织结构调整。工业组织结构调整是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通过政府

政策宏观引导，建立完善的中介机构服务体系，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和央企的直接投资及并购，大

力吸引世界５００强企业落户。培育和扶持一批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促进多种所有制

企业和资本间重组与合并，逐步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协作配套，适应经济全球化大环

境的现代工业组织体系。这对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三）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

１．制定和实施优惠财税政策，实现工业全面繁荣。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的快

速发展，石景山区政府在进行工业结构调整时，应该充分发挥各项财税政策的作用，以市场为导

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依靠现有基础，有进有退，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

兴产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大力支持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竞

争力。

２．鼓励企业创新，做强做大优势企业。以建设国家科技进步示范区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特色区为契机，以中关村石景山园为创新龙头，强化企业自主创新主体地位，积极引入和

聚集创新资源，完善自主创新服务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投入型向

创新驱动型转变。加强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坚持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相结

合，提升石景山区工业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采取 “引资、引智、引项目”相结合，重

点吸引央企、民营经济等高端要素落户。发挥大型企业的人才、技术、品牌优势，实现多元化、

多区域发展，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３．加快基地建设，搭建工业发展平台。中关村石景山园新兴能源产业基地是石景山区发展

战略型新兴产业的重要平台，也是发展节能环保、绿色生态、技术领先的新能源产业的首选项

目。区政府在产业基地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平台建设、研发中心建设、政策研究等方

面，应该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高速度推进，力争到２０２０

年本轮工业结构调整结束时，将中关村石景山园新能源产业基地建成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新能

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４．抓好龙头项目，推进品牌工程建设。石景山区政府应坚持高标准规划、多种措施保驾护

航，确保 “中国绿能港”品牌项目的顺利推进。开辟多元化的投资渠道，逐渐完善生产服务体

系，积极推动 “国家碳交易所”、“国家合同能源管理中心”、“新能源专利交易平台”等大型项目

落户石景山区，并广泛招纳新能源各领域大中型企业入园合作，以打造中国第一个集新能源各领

域的研发、运营、管理、交流、协作于一体的 “中国绿能港”。加快首钢主厂区的规划建设，适

度发展高端金属材料及装备制造业。

５．积极推进两化融合，增强工业竞争实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注重利用信息技术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把信息技术融入到研发设计、生产、流通、管理、人力资源开发各环节，推

动石景山新型工业化建设。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应用工作深入开展，研究提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大形势下，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６．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石景山区政府应综合运用土地、税收、财政投

入、项目审批、政府采购等政策手段，形成导向明确、衔接有效的工业发展政策体系，重点支持

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龙头企业培育、融资环境改善、高端人才聚集、优势品牌塑造等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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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从大局着眼，以大胸怀、大气魄、大手笔、大发展的放射性思维引商，以海纳百川的胸

襟，亲商、安商、富商。

７．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工业互动发展。石景山区政府应完善对外开放合作的政策措施，创

新区域协作，加强与海淀、丰台等周边区域的交流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承接产

业转移，实现经济融合。区政府也应抓住首钢搬迁的契机，加强石景山区工业与周边地区的互动

与协作，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形成分工合理、布局优化，相互补充、

相互促进的区域工业发展格局，以此推动石景山区工业结构调整步伐。

８．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完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在工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要重视人力

资源的开发，抢占 “人才高地”。通过培养、引进等途径，重点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高层管理人

才队伍、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高层次技术人才队伍、以年轻科技人员为骨干的市场开拓人才队

伍。督促落实人才发展 “西部引智工程”，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借助中关村人才特区资源，

加快央地人才联合培养。采取人才、项目、管理模式一体化引进的方式，吸引海外高端领军

人才。

９．立足基础，积极创新，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石景山区政府应紧跟时代潮流，抢抓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把握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推动新一代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以新能源装

备高端制造带动新能源开发应用，努力把新能源产业培育成为石景山区工业结构新的支柱产业和

经济增长极。着力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区、环保科技创新平台和龙头骨干企业，促进产业

跨越式发展，形成具有石景山区域特色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坚持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和高新技术产

业化齐头并进的思路，做强做优高端装备制造业，支撑全区工业经济的发展。整合和提升区优势

新材料产业的地位和水平，大力培育新兴材料市场，促进新材料产业可持续发展。

（摘自２０１１年 《石景山调研》）

顺义区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吴建国

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吴建国　

　　企业技术中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载体和依托。随着市场经

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企业的竞争日趋激烈，承载技术创新能力的企

业技术中心建设显得尤其重要。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顺义区共有市级及以上企业技术中心２３家，其

中国家级５家，市级１８家。为全面了解顺义区企业技术中心发展现

状，我们对全区部分企业技术中心的２０１０年评价材料进行了整理和

分析，包括３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１４家北京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分析结果表明，顺义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已初具规

模，科技创新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但

与此同时，全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也存在着与工业发展规模不相衬，

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等问题。

一、顺义区企业技术中心现状及特点

（一）企业技术中心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全区２３家企业技术中心的行业分布较为集中，其中都市产业类最多，达到１０家；基础产业

和机电产业各５家；电子产业２家；医药产业１家。

（二）企业对技术中心发展重视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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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研发资金投入快速增长。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是开展研发工作的重要保证，也是衡量企业

自主创新投入规模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０年，１６家企业技术中心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达到９．６６亿

元，与上年相比增加２１．１５％。其中，Ｒ＆Ｄ经费支出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为

７．７９亿元，占科技活动经费总支出的８０．３５％。

Ｒ＆Ｄ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强度的主要指标。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标准，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超过４％，表示企业创新

能力较强；在１％～４％，表示企业创新能力中等；小于１％，表示企业创新能力较低。根据评价

材料，１６家企业中，９家企业Ｒ＆Ｄ经费投入强度超过４％，占全部企业数的５６．２５％；７家企业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在１％～４％之间，占全部企业数的４３．７５％；没有企业低于１％，这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顺义区工业企业技术中心的创新能力均在中等以上。

２．技术中心受企业管理层认可程度较高。企业技术中心年人均收入与企业年人均收入比值

可以显示企业技术中心为企业所做贡献的大小，以及被企业管理层认可的程度如何。该比值越

大，显示认可程度越高。２０１０年，１６家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年人均收入是企业年人均收入的１．６３

倍；除１家企业外，其余１５家企业技术中心年人均收入均超过企业年人均收入；２家企业技术中

心年人均收入达到甚至超过企业年人均收入的２倍以上。

（三）企业技术中心实力不断提高

技术中心的仪器设备配备、研发人才是否通过国家和省级实验室资质鉴定是评价技术中心实

力的重要指标。２０１０年，１６家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达到５．７亿元；共有参与科

技活动的工作人员５１４７人，占企业全体职工总数的１２．４２％；技术中心职工总人数为２９２５人，

其中专家及博士１８４人；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总数达到４２９人／月；与其他组织合

办开发机构２３个。１６家企业技术中心中，８家获得省、国家、国际组织认证的检测、实验机构

资质。

（四）企业技术中心研发能力进一步增强

根据评价材料，２０１０年１６家企业进行的科技项目６０９项，其中研发周期３年以上的项目９４

项；共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项目４２６个，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８０．５８亿元，占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总额的３６．８６％；企业自有品牌产品与技术出口创汇额为２．３３亿元。１６家企业近５

年经授权的全部有效专利９０７件，２０１０年被受理的专利申请数２４９件。近５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２４个，近５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的项目

１５个。

（五）企业在同行业中影响力较大

近３年，１６家企业共主持和参加制定了国家和行业标准６３个，其中国家标准４０个，行业标

准２３个。获得市级以上驰名商标１３个。

二、工业企业技术中心发展存在问题

（一）技术中心发展状况与顺义区工业实力不匹配

２０１０年，顺义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居北京市第三位，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数量仅占全市总量的７．３３％；通过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工业企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的３．５５％，低于４．３６％的全市平均水平。工业企业技术中心的发展与全区工业整体实力不

匹配。

（二）技术中心发展不平衡

１．工业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分布不平衡。２０１０年，全市通过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工

业企业３００家，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和机电产业数量最多，均为９４家，各占总量的３１．３３％；其次

为都市产业和基础产业，分别为４３家和４１家，占总量的１４．３３％和１３．６７％；医药产业２２家，

占总量的７．３３％；汽车产业６家，占总量的２％。汽车产业是顺义区６大支柱产业之一，而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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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家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中，无一家属于汽车产业，与我区汽车产业实力严重不相符。电子

信息产业中有企业技术中心２家，仅占全市数量的２．１３％，从侧面反映我区的电子信息产业研发

力量亟待提高。

２．工业企业技术中心之间发展不平衡。一是技术中心硬件条件差异较大。４家企业技术中

心设备原值高于５０００万元，９家设备原值在１０００～５０００万元之间，３家设备原值低于１０００万

元。二是技术中心人才实力差距明显，大多数技术中心高端科研人才相对匮乏。１６家工业企业

技术中心中，１家专家和博士人数超过４０人，７家在１０～４０人之间，８家低于１０人，其中２家

仅为１人。７家企业技术中心外部专家人数超过２４人／月，７家外部专家人数在１２人～２４人／月

之间，２家低于１２人／月，其中１家企业技术中心无外部专家。

（三）技术中心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有待加强

１．研发能力需进一步提高。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衡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

指标。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６家企业拥有有效发明专利共计５５件，其中１家企业拥有３０件有效发明

专利，７家企业无有效发明专利，其余８家企业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均低于１０件 （含１０件）。１６

家企业２０１０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２８件，其中１０家企业无被受理的发明专利。４家企业既无有效

发明专利，２０１０年也无被受理的发明专利。部分企业对科技创新工作重视程度不足，技术中心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２．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根据评价材料，２０１０年１６家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平均占主营业务总

收入的３６．８６％，而新产品销售利润平均仅占企业产品销售总利润的２８．３４％，新产品销售利润

低于其他产品销售利润。其中，只有６家企业新产品利润率高于其他产品利润率，占企业总数

的３７．５％。

三、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策作用，为企业营造自主创新环境

一是在企业间加强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 《北京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

法》、《北京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项目补助政策实施细则》和 《顺义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办

法》等国家、市、区各级政府关于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相关政策的宣传

力度，鼓励企业充分用足政策、用好政策。

（二）加强行业引导，改善企业技术中心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鼓励高技术行业、新兴产业等行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不断增强企业创

新能力。根据顺义区工业产业结构和现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在汽车业、现代制造业、生物医药

等行业中，重点扶持一批有条件的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并鼓励实力较强的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建成国家级技术中心。同时，以燕京、东方雨虹、首安消防等科技创新实力较强的

技术中心为样板，带动全区企业技术中心向深度发展。

（三）完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不断壮大企业科技人才队伍

重视行业技术带头人的培养推荐，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单位开展定向人才培训；鼓励优秀

科技专家参加研究开发项目的招标和承包并担任技术负责人；鼓励企业按项目和成果效益提高开

发人员的报酬。对在技术中心建设和技术创新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

奖励。

（四）以市场机制为依托，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在顺义区支柱行业和重点产业集群，探索构建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推进产业协同创新。

鼓励并协助企业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协作共建企业技术中心，推进产学研联合创

新，共同开发新产品，共同开展重大技术攻关、重点工业性实验，并最终实现产业化，带动企业

创新。

（摘自２０１１年 《顺义调研》第５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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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进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建设的思考

房山区政府副区长 马继业

房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赵永祥

房山区政府　

副区长 马继业　

　　建设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是北京市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

内容，是房山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再深化。如何推进首都高端制造

业新区建设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房山区建设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功能的现实条件分析

（一）优势所在

第一，区位优势。房山区紧邻北京核心区，是五个城市发展新区

之一，同时南依河北腹地，是北京的西南大门，无论在交通、商业、

高科技产业、现代农业等领域都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近年来，北京推

动城市发展建设中心向城市发展新区转移，推出了加快实施城南行动

计划、打造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促进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等重大举

措，房山区作为重点区域位列其中。首都第二机场、京石第二通道等

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建设，将使房山区逐步释放领跑城市发展新区的强大势能。首都

“十二五”规划更是将房山区与大兴区、亦庄等共同列入了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带。

第二，产业基础优势。“十一五”期间，房山区工业经济总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２０１０年区

域工业实现产值９４５．３亿元，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８．７％，实现税收１３１．２亿元，对全区税收的贡献

率达到７０．７％。经过多年的发展，房山区工业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形成了基础、机

电、都市、汽车、生物医药等五大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区属工业国家级驰名商标零的

突破，１８件商标被评为北京市著名商标。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南部平原地带，工业集聚化态

势日渐显现，基本形成与地理形势相协调的工业布局形态。

第三，功能区建设成就。作为房山区 “两轴三带五园区”格局中的重点功能区和高端制造业

新区主要产业载体，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和窦店高端现代制造业产业基地，几年来基础

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中，中石化投资项

目已达到６３项，总投资规模预计将达２３８．２亿元，预计新增销售收入６１２．９亿元，新增利税１１５

亿元。截至目前，总投资４０．８亿元的１６个项目建成投产，总投资１２１．２亿元的２７项在建。窦

店高端现代制造业产业基地中，京西重工年产４００万件减震器项目厂房及设备安装完成，１０月份

正式投产，年底形成８０万件的产能，同时还将启动二期的研发中心建设。长安汽车集团华北工

厂项目一期工程厂房建设全部完工，现正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６月底首辆电动车即可下线，年

内形成１００辆产能；北车公司与房山区签署的战略框架合作协议，计划投资４９亿元，建设中低

速磁悬浮列车项目、高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项目等，现正进行开工准备；北京控股集团太阳能

（ＣＰＶ）系统生产基地２０１１年计划建设ＣＰＶ芯片１２５兆瓦生产线、ＣＰＶ模组１５０兆瓦生产线及

配套设施，计划第４季度投入试生产。

（二）存在的问题

第一，总量不足、规模不大。房山区无论企业个数还是企业规模与兄弟区县比还存在差距：

顺义区２０１０年工业总产值１６００亿元，房山区仅为９００亿元，总量相差近一半；区情近似的大兴

区有工业企业５９９５家，房山区仅有３３５６家，数量相差近一半；顺义区有９家上市企业，房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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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碧生源一家。

第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房山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多，支撑点比较单一，不

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具有比较优势的石油化工、汽车、装备制造和建材等行业的基础并不雄

厚，更为关键的是行业、企业的关联度不高，优势特色分散。

第三，技术水平不高，名优产品较少。许多老企业上缴税款占其实现利税比例，大大超过了

７５％这一维持企业简单再生产的警戒线，更谈不上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国家知

名品牌产品只有一个，显示出房山区名特优产品相对缺乏。

第四，体制机制不活，发展的软环境不优。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制度，亟待

完善。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目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新建构公共权力机构与体制问题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公共事务管理部门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房山区建设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的目标设想和对策建议

（一）目标设想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一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科技进步结合起来。二是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结合起来。三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结合起

来。四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发展循环经济结合起来。五是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优化人力资

源结构结合起来。到２０１５年，基本实现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迅速壮大；基本形成以高

端化、高效化、集群化、集约化、生态化为特征的，多点支撑的新型制造业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以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石化新材料产业和汽车产业为支柱，现代装备

制造业为重点，现代都市产业为补充的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使制造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内生

增长的轨道。

第二，产业发展趋于高端。坚持高端发展方向，吸引大企业、大项目和各类高端要素聚集房

山区，以功能区建设为依托，重点发展石化新材料、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光伏发电、民用核工业

等高附加值、高科技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首都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创新管理模式，

推动技术创新，形成 “总部＋研发＋基地”的创新发展模式，发展 “房山制造”，推动 “房山创

造”，以更高水平推进房山科学发展，走出一条体现房山区特色的高端产业发展之路。

第三，双轮驱动，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提高承接首都产业功能和高端要素外

溢的能力，为房山区实现创新发展增添核心动力，为首都实体经济培育新的增长极；另一方面要

为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发展提供完善的城市配套功能，承接首都中心区人口疏解，缓解市区交通压

力，吸引高端人群来房山区居住、就业、游览，促使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包含、相互依存、相互

助益，为最终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二）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重点功能区建设，提高重大产业项目的承载力，推进重点功能区建设，形成高端

制造业集聚地。以燕房合作为重点，提升合作层次，着力建设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基

地总规划控制面积约３０平方公里，产业定位是以燕山石化炼油、乙烯、合成树脂、合成橡胶等

产品为龙头，重点发展其产品深加工、精细化工和化工新材料。以石化产业为基础，通过延伸和

完善产业链条，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１２００亿元以上，建设成为国内

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石化新材料产业高地。

“十二五”期间，采取 “扩区、更名、变体制、提档次”的措施，将窦店基地建成区域工业

的重要支撑和北京高端制造业的重要载体。提升基地规格，更名为 “首都高端现代制造产业基

地”，以此作为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核心区。以长安汽车北京基地项目、京西重工高端汽车零部

件项目、北控太阳能项目和北车轨道装备项目建设为契机，依托高端制造业项目的引进，实现企

业、项目、人才的聚集，促进以居民回迁、窦店古镇改造和白草洼湿地开发为途径的生态宜居生

活区建设。同时促进以鑫湖苑五星级酒店、会展中心、长安汽车总部基地为基础的现代高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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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工业产值１０００亿元以上，打造一座占地超过３０平方公里工业新城。

第二，大力发展与高端产业相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形成 “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一要坚

持 “建管结合”，提高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水平。加大对外交通条件改善工作力度，加快公路路

网建设的同时，加快轻轨房山线西延、南延工程，引导园区与高速公路、区域主干路网连通，吸

引高端产业集聚。二要围绕区内高端产业和高层次人才关于生产生活配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

切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商业和生活配套功能。以保障窦店鑫湖苑五星饭店和长安汽车销售

总部项目实施为重点，提升高端制造业核心区配套服务水平；加快规划建设推进大型高端图书

馆、体育中心、影剧院、会展中心等的建设；科学规划产业配套住宅建设。三要加快区域生态环

境改善工作。全面恢复山水生态系统，规划建设南、北两大水岸休闲发展带，构建以休闲观光为

主导的带动支系沟域特色发展的新格局，最终形成南北呼应、产业高端、文化凸显、效益一流的

发展格局。四要强化城市运行管理。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空气质量

考核指标。强化市容市貌整治，营造城市新形象。五要加快城市信息化建设，智能精细管理城

市。建立城市公共综合管理信息体系，建设城市基础资源运行安全体系，积极发展电子政务和电

子商务，推进 “三网”融合。六要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提升区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

的发展水平，满足高端制造业新区范围内高层次人才和高端产业发展的需要。努力稳定和扩大就

业，研究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安置长效机制。做好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信访和应急管理等各项

安全稳定工作，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重点扶持高端龙头企业，加速主导产业成型。一是重点发展自主品牌整车及高端汽车

零部件制造产业。围绕窦店基地和重大项目，依托现有的汽车产业基础，重点打造一个自主整车

品牌 （即 “长安汽车”）、一个高端汽车零部件品牌 （即 “京西重工”）。依托北车，积极发展城市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完善产业发展配套环境，鼓励汽车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逐步形成产业

集聚，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逐渐使汽车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二是重点发展高技

术含量、高附加值、环保型的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围绕中石化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加大

科技投入，提高科研水平，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重点发展高品质的石油炼制产品、精细化工

和化工新材料，培育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环保型的拳头产品，实施差异化、特色化的发

展战略，在石化行业与新型建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一批在国内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高技术

企业集群。三是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深化与北控集团在聚光性太阳能电池方面的合作，以核心

技术研发、孵化、应用为主，支持、培育光伏新能源产业发展。以中核北京科技园为依托，推动

民用核工业发展。深化与中核集团、原子能研究院在核能民用工程、安全测试、检验、培训等方

面的合作，以设计研发、孵化为重点，建设核电、核燃料循环、核技术应用、核能工程的研发检

测中心、大型实验室、示范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建成国际一流的核工业研发基地。

第四，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引领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创新驱动。一是加快促进

创新转化的平台建设，构筑引领制造业升级的研发高地。围绕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发

展，打造国内领先的化工材料研发、中试、测试服务平台，建设功能齐全、开放高效、体系完备

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石化新材料科技信息服务平台，动态跟踪国内外石化新材料产业科

技成果信息，为基地开展科技研发、对接科技成果及招商引资服务。以长安汽车北京工程研究院

为依托，打造国内领先的集汽车整车及零部件产业研发、设计、制造、中试、测试科技服务于一

体的技术创新平台，支持开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相关技术研究和标准化生产。依托中核集团、原

子能研究院科研资源，以设计研发、孵化为重点，建设核电、核能工程的研发检测中心、大型实

验室、示范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依托良乡高教园区高校科研资源，建设高教园区智

汇城科技产业发展中心，为高校搭建与科技成果相连接的大型实验室和孵化平台。二是从引进区

外技术为主转向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增强企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鼓励引导与区外企业、

研发机构合作研发，注重引进关键技术、知识产权和关键零部件，开展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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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再创新，最终实现对原有技术的突破，形成企业的自有技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

实力，在关键技术方面能有更多的自主权，特别要加大对先进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力度。此

外，企业要加强技术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和培养高科技人才，并积极与区内外高校和研究机

构合作，加快人才培养的力度和层次。三是强化自主品牌建设，争创世界名牌。要把创建自主品

牌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为核心，以拥有良好质量和较

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为载体，积极培育自主品牌，积极打造区域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在

进一步做大已有的北京名牌、中国名牌、驰名商标的基础上，支持更多的企业争创名牌。积极开

展品牌经营，实现品牌最大价值和效用，推动自主品牌成为高端制造业新区的亮点，成为制造业

在区内外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第五，促进制造业信息化，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一是加快发展信息产业。要大力加快

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提高高端制造业新区的信息化水平，推动制造业企业与传媒、ＩＴ服务的融

合渗透。提高 “数字房山”应用水平，通过全面推广使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打造制造业数字

化平台，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引导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二是将信息业全方位融入

制造业。在制造业研发设计方面，要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加快推广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个性化定

制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在制造业各行业中推广计算机辅助制造、计算机辅助工程、计算机辅

助工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柔性制造系统等生产控制技术，实现设计、制造、测试全流程的

信息化，特别要注重装备制造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企业管理方面，要加快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推广应用企业资源设计、产品数据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决策支持等信息系统，从而提高企

业管理效率，实现管理创新。在市场营销方面，要注重物流信息化，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和市场营

销网络。

第六，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实现制造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发展节约型经济。在制造业生产中重点推动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工作，加强对制造业重点行

业能源、原材料、水资源等消耗定额管理，实现能量的梯级利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引导企业降低能耗，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废弃物和再生资源，努力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益。提高制

造业废弃物产生量大的重点行业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水平，建立和完善废旧物质回收利用体

系，促进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从而有效节约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积极推进企业的清洁生产，在

生产的源头上减少废弃物质的排放；构建园区的生态产业链，实现园区资源的减量化、再使用和

再循环，真正推动高端制造业新区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有序开展，加快循

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房山区在打造高端制造业新区过程中，要突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

工业园区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突出抓好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循环经济工业示范园区的建设，创

建一批高标准、规范化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并总结试点成功的经验，向整个制造业生产体系扩

散。同时加快开发和应用循环技术，依托循环技术的进步推动制造业新区更上一个层次。

第七，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为打造首都高端制造业新区提供良好保障。一是提高政府对经

济发展的调控能力，统筹区域发展。按照 “两轴三带五园区”空间布局，充分发挥政府配置资源

的主导作用，通过规划、政策、资金等调控手段，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统一管理体制机制、统一发展；科学统筹功能区布局和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促进功能

区之间融合统筹发展；加强对功能区发展规划研究，培育重点功能区高端主导产业，形成各具特

色、优势互补的高端制造业集群。二是提高对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服务水平。各乡镇政府和行政主

管部门应转变政府职能，改进工作作风，规范政府行为，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管

制，消除政策歧视，严格依法行政。企业是发展制造业的主体，政府对企业应当倍加呵护，提供

“保姆式”服务，尤其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要提供有效分类服务，始终做到以创新的精神做

好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工作，不断为发展制造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三是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

新。按照 “三化两区”发展战略要求，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提升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知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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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综合素质，以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打造现代智慧型政府。政府各部门要按照行政效率最大化

的原则，优化政府资源配置和行政程序，使政府及各部门协调高效运转，要平等、公正、规范行

使各项权力，建立政府与社会和谐的行政关系。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网络技术、办公自动化技术，实现管理资源和信息共享，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打造现代管

理型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快速、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公

共服务产品，打造适应现代发展要求的标准化、国际化服务型政府。

（摘自２０１１年 《房山调研》第１６期）

倾心打造 “小巨人”企业
平谷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崔东辉

平谷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崔东辉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区长张吉福同志在 《平谷区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工业经济发展提出了 “重点培育 ‘小巨人’企业”新理念，这

是针对新时期平谷区工业经济发展提出的新举措，对平谷区工业经济

在 “十二五”期间保持更好地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培育 “小巨人”企业工作，重在落实，需要有一套具体工作方

案，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认真落实。区经济信息化委作为全区工业经

济发展主管部门，理当承担起培育 “小巨人”企业工作。现就如何培

育 “小巨人”企业，谈几点看法。

第一，要搞清楚 “小巨人”企业的概念。目前，提出培育 “小巨

人”企业的说法，天津市占主导地位。３月１８日天津北方网讯中，有

一条 “＇两步助推、三级联动，天津滨海新区首选３００企业做科技小巨

人”的报道，报道的主要内容是滨海新区要积极推动销售收入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尽快超过

５０００万元，支持销售收入在５０００万元以上１亿元以下的企业尽快突破亿元，成为科技 “小巨人”

企业。结合平谷区工业发展实际情况，平谷区工业 “小巨人”企业，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一是企

业产品科技含量要高，工业增值率要高，工业增加值占产值的比重应达到３０％以上；二是企业产

品在市场中要有较高的知名度，企业注册的商标最低标准应该是 “北京市著名商标”，“中国驰名

商标”或者企业主打产品是 “中国名牌产品”的，顺理成章应当纳入其中；三是企业要具备一定

的经营规模，年营业收入应该在１亿元以上，１０亿元以内；四是企业成长性要高，年营业收入增

幅在３年内要连续保持３０％左右，也就是说年营业收入能够在３年内实现翻番。

第二，要筛选好需要培育的 “小巨人”企业。参照上述标准，纳入平谷区培育 “小巨人”计

划的企业，要按照两个层次进行筛选。第一个层次是发展中的 “小巨人”企业，指的是年营业收

入超过１亿元，但不足１０亿元的企业。培育发展中的 “小巨人”企业，目的是促进该类型的企

业进一步做大和做强。第二个层次是将来可能成为 “小巨人”的企业，具体是指年营业收入在

５０００万元至１亿元之间的企业，且培育前企业的年营业收入增幅能够连续３年保持在３０％以上。

将此类型的企业纳入 “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的目的，是要促进该类型的企业尽快成为 “小巨

人”企业，进而实现进一步发展壮大。

第三，要确定好 “小巨人”企业的培育内容。一个企业能否保持健康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括外部发展环境，也包括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外部发展环境包括政策

因素和企业周边地区社会的稳定性。企业自身发展潜力，包括管理水平、生产设备现代化水平、

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产品营销策略等。培育 “小巨人”企业核心目的是要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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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培育内容要重点放在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相关因素，利用政策导向作用，引导企业不

断改进自身不足，谋求全新发展。

第四，要制定好培育 “小巨人”企业工作方案。一是要认真筛选出需要培育的企业。区经济

信息化委要按照拟定的培育标准，每年在全区工业企业中定期筛选出符合培育标准的企业。如果

企业发展在培育期间内达不到预期培育目标，要坚决实行淘汰制，该淘汰的必须要淘汰，不能为

培育而降低标准，严防滥竽充数，影响培育效果。二是要尽快制定出台具体的培育 “小巨人”企

业整体工作方案，同时还要根据每个受培育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每个企业培育方案细节。三是

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工作联动，防止工作扯皮。要挑选责任心强、知识面广、

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工作人员，深入到企业掌握翔实情况，实施培育工作。

第五，要尽快制定培育 “小巨人”企业政策保障措施，做到全区各职能部门联动，确保政策

措施实打实地落实到位。一是应安排专项支持资金，对被培育的企业进行重点资金支持。二是现

有工业发展政策资金，应优先落实到被培育的企业中去。三是对被培育的企业，在审批事项、土

地使用、融资优先服务等方面要给予优先快速办理，实行特事特办。

第六，实行重点培育和项目引进相结合。在全力做好 “小巨人”企业培育的同时，按照区产

业发展要求，积极引进符合产业发展定位的工业投资项目，重点放在具有发展潜力项目的引进，

做大 “小巨人”企业群体规模。

培育 “小巨人”企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是一蹴而成的，它需要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通力

合作。只有政府各职能部门默契合作，并持之以恒，相信平谷区定会出现一批能够带动全区工业

经济发展的龙头企业，进而实现全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摘自２０１１年 《北京乡镇企业》第３期）

浅析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周怀明

　怀柔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周怀明

　　国家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未来５年

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转型就是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

向创新驱动转型、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转型、服务化转型、内需

主导及消费驱动转型，实现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

变；升级就是全面优化行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和

布局结构，以促进工业结构的整体优化提升。工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

统性的变革工程，工业技术创新是其中的中心环节。“十二五”期间，

要把技术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其对工业发展的带动和

引领作用，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一、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

创新的内涵在于创造并应用新的知识，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

做法来看，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提升综合国

力、发展公民福祉，无一不依赖于科技创新。人们普遍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之所以能够实

现较长周期的经济持续繁荣，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动了高新技术

产业超常规增长。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实力和水平已经得到大幅度提升，各个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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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但是与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相比，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相比，我们还有着显著的差距。仅从

科技投入来看，我国全社会研究开发总支出刚跨过３０００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远低于美国３０００多

亿美元的全社会研发投入规模，甚至低于２００７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经费１３００亿美元水平。美

国仍然保持全球科技领导地位，在科技领域的表现强劲；在诸多科技发展指标上，美国都快于日

本和欧洲；尽管中国、印度以及韩国等新兴国家在科技产出指标上提升速度很快，但是这些增长

都是基于一个很小的基数，在世界创新和科学产出中还没有占到很大份额。近年来，美国虽受金

融危机影响，但由于具备经济结构的优势和科技创新能力，它仍居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首

位。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需居安思危，客观估计自身的科技实力和水平，坚定

不移地把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

二、怀柔区现状

怀柔区拥有工业企业９９５家，其中规模企业２４２家；经过重新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４６家，

从业人员８２７１人，占全区工业同口径比重为４．３％和１６．８％；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９．２亿元，销售

收入６３．１亿元，工业利润６．９亿元，分别占全区工业同口径比重的１１．５％、１１．７％和２０．２％。

怀柔区申请各类专利２４４件，其中工业１９２件；申请发明专利７１件。经国家科委批复，授

权专利２９１件，其中工业２４２件，发明专利１７件。高新技术企业开发新产品１４５项。共建设市

级技术中心８家。

一些重点企业靠技术创新，不仅扩大了规模，提高了生产能力，走出了一条靠技术创新驱动

企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如新投产的欧曼二厂，所生产的重卡，全部采用先进的新能源技术，拥有

废气再利用、油气两用、新型材料车架、智能控制远程服务四类六大核心环保节能技术，是以出

口欧美市场为标准打造的国际车型，能够达到欧Ⅳ、欧Ⅴ排放要求，并具有升级欧Ⅵ的潜力。未

来，它们当中的７０％将走出国门，驶向全球。再如，怀柔区实施物联网信息化项目，创造了国内

首个水、电、气智能管控系统，彻底改变了过去由于技术手段相对落后造成的水、电、气等能

源、资源使用情况不清晰的问题。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对每个区域，每个用户水、电、气使用情

况进行实时监控，准确掌握能源、资源消耗数据，对国家加强对能源、资源的管控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目前，该产品已在区大地燃气公司的部分用户内进行了试运行。预计３～５年内，可覆

盖全国一亿用户。

三、主要问题

就怀柔区而言，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发挥得很不够，还处于初始阶段，存在

着以下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措施不到位

工业发达国家的历史证明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怀柔区工业企业并未能把技术创新视为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未能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水平。部分工业企业的发展注重短

期利润，还是在走劳动密集型、资源依赖型的发展道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企业诚

信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部分中小企业

缺乏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对推动工业转型升

级产生了极大制约。怀柔区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期，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带来能源

资源短缺、人力资本不良等后果。从区情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科学发展，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区域竞争力的中心环节，走出具有怀柔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科技创新能力弱、缺乏创新动力

主要表现在：一是规模较小的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原动力，缺少开展创新活动，企业科研

创新机构不健全，在发展过程中重视当前当期利润的获得，把企业生存与长远发展割裂开，导致

整个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竞争力不强。二是创新能力弱。目前，怀柔区９００多家工业企业

中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寥寥无几，大体有欧曼、奥瑞金、红星、御食园等十几家企业，其他都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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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低端小微企业，靠来料加工、配套维持生产经营，科技创新能力弱。还没有一家国家级试验

室、研究中心；产学研合作还很不够；科技成果引进吸收转化效率很低。三是企业没有成为技术

创新的决策主体、投入主体、利益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主体，技术创新的结果就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和行业发展的需要，不能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三）科技成果未能向产业有效扩散

就目前而言，怀柔区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是比较低的，研发活动的成果转化率更低。科

研成果转化率低、产业化应用程度低，意味着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经营所需的技术、工艺和

产品，大大制约了区工业转型升级。目前，怀柔区占相当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掌握行业重

要技术的知识产权，只能从事简单的加工生产来赚取极小量的加工费，或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低端

产品获得小额利润。由于在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当前怀柔区工业发展还是 “要

素驱动”，而非 “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

（四）技术创新环境有待改善

首先，在金融支持、税收激励、政府采购等方面国家政策未能很好落实，激励自主创新的环

境尚需完善。第二，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第三，技术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有待

提升。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不完善，不能很好地激励行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不能为行业技术创

新搭建良好的创新合作、成果转化、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业转型升

级的步伐。

（五）人力资本积累不足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要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工业发展目标，高素质的人

力资本是最基本的保障。近年来，怀柔区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工程科技和管理人才，对工业转型升

级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体上还没有实现由人力资源向人才强区的转变，人力资本积累不

足，导致工业转型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源支撑不足。全区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１３１７４人，占总量的２６．８％；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４８３人，占总量的１％；具有中级技术职称的

１１６７人，占总量的２．４％。

四、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认识，统筹规划

各单位、各部门必须提高技术创新对工业转型升级重要性的认识，必须把依托资源消耗型、

劳动密集型、来料加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的产业发展轨道上来。做好工业转型升级的统筹规划。

按照发展培育一批、改造提升一批、限制淘汰一批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求，推出一批重点行

业，逐个制订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定位、总体布局、发展导向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加强各重点行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及三大产业带规划等其他规划的衔接。做好各类园区发展规划的研究、修编和实

施工作。抓好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工作，充分考虑工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的需要，前瞻性规划

并建设一批能源、交通、物流、污水处理等重大基础设施。

（二）强化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

充分利用区内外科技和人才资源，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

创新体系。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依托大企业建设一批国家级

和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及重点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实

验室、研发中心、技术联盟等创新组织。积极引进大院名校来区建设创新载体，充分发挥社会各

方力量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区域创新平台。着力开发专利技术，提高发明专

利的数量和比重，加强对现有专利技术的利用。发挥产学研对接、成果转让中的积极作用，促进

科技成果产业化。

加强产品创新。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研究开发并投产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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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知名品牌、有较高附加值、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尤其是高新技术新产品，促进我区产品

由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提升、由价值链低位向价值链高位提升。重视传统产品的二次创新，

引导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支撑，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在技术、工艺、款式、性能、品牌、包装等方

面开展差别化竞争，提高非价格竞争力。

（三）实施品牌创新战略

深入推进品牌战略，支持企业创建全国乃至国际知名品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依托品牌优

势，采取收购、兼并、控股、联合以及委托加工等方式，整合众多无牌加工企业的生产能力。依

托块状经济，鼓励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牵头或由中小企业合作，共同打造专业商标品牌基地，努

力培育知名区域品牌。深入推进质量振兴战略，引导和督促企业加强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夯实创建名牌的质量基础。深入推进标准化战略，引导企业制定并执行严于推荐性标准的产品标

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力争到２０１５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重点产品采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比重提高到６０％以上。加强质量、标准、认证等公共平台建设，为企业提

高产品质量、争创名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四）整合资源，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落实 “十二五”规划，加快制

定以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体系实施细则，大力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一是注重发挥

大中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龙头作用，扶持企业架起自主创新的桥梁。二是发挥财政资金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实验室和中试基地，有条件的要

积极发展成为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五）强化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在实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和掌握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加大

投入，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培训资源，在全区范围内建立一批工业转型升级的培训和实训

基地。围绕工业转型升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加快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

才素质提升工程、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装备制造和信息领域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

新、信息领域高技能领军培养工程等，大力培养各领域的骨干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开展多技术联

合创新、应用示范、人才培训和评估认证等领域的区内外交流与合作，形成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

技术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

（摘自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怀柔区委研究室 《怀柔调研》第１６期）

社保法实施对密云县工业企业影响的调查

密云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姜 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正式生效。它是中国第

一部专注于社会保险制度的综合性法律，提出了有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新的行政管理措施，且

对在职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作出了明确规定。社保法实施对密云县工业企业有什么影响？影响多

大？我们该如何应对？为此我们进行了调查，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密云县工业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县工业企业１３９４家。从业人数５．３万人，其中乡镇工业企业３万人，开

发区工业企业１．５万人，县属工业企业０．８万人。据统计，全县工业企业农民工从业人数约３．６

万人。其中乡镇工业企业约２．４万人，开发区工业企业约０．９万人，县属工业企业约０．３万人。

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中，从行业来看，纺织服装行业农民工从业人数约１．０４万人，食品饮料行业

农民工从业人数约２３５０人，汽车零部件行业农民工从业人数约３５００人，生物医药行业农民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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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云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　姜 博

业人数约４２０人，数字信息行业农民工从业人数约６００人。

二、社保法的新变化

（一）框架成形，全民社保时代初露端倪

社保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规

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

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

（二）扩面统一，两类人员社保成本上升

旧的北京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对于城镇职工，企业需为其缴纳全

部社会保险 （其中外埠城镇职工暂不参加生育保险）；对于农民工，

企业具有可选择性，既可以按照 “农村劳动力”标准缴纳全部社会保

险，也可以按照 “农民工”标准只缴纳工伤和医疗保险。而社保法要

求企业为全部职工缴纳全部社会保险。外埠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社保成本上升。

（三）强制征缴，首次赋予查账划款权力

社保法强化了用人单位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并规定了对用人单位不缴纳可以采取的

强制措施：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向有关行政部门

申请划拨；同时，未提供担保的，还可申请人民法院采取扣押、查封、拍卖措施，抵缴社会保

险费。

（四）加大处罚，社保违法成本显著提高

社保法加大了对用人单位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处罚力度：处欠缴数额２倍以上

５倍以下的罚款。以往的处罚上限为２万元。除以上４点以外，社保法在工会参与、完善细节、

人性调整等方面也有所变化。

三、社保法实施对密云县工业企业的影响

社保法实施对密云县工业企业既有积极影响，又有不利影响。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法律形

式确立了广覆盖的社会保险体系，规范了人力资源管理，为劳动者撑起一片天，进一步保障了职

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不利影响则最直接体现

在企业需要为农民工增加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３个险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

业用工成本。

（一）全县工业企业用工成本影响测算

１．缴费基数。根据相关规定，２０１１北京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２０１０

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 （５０４１５元）确定。城镇职工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分别是职工月平均工

资的４０％和３００％，即１６８０元和１２６０３元。农民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

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４０％和３００％确定，即１６８０元和１２６０３元；农民工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和３００％确定，即２５２１元和１２６０３元。医疗保

险按照１％缴费的农民工，按照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６０％确定缴费基数，即２５２１元；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并按照１２％缴费的农村劳动力参照城镇职工标准进行缴费。

２．增加缴纳费用。社保法实施后，企业需要在原来基础上，为一个农民工一年增加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约４４５５元 （养老保险１６８０×２０％×１２、失业保险１６８０×１．５％×１２、生育保险２５２１

×０．８％×５０％×１２）。因此，全县工业企业在现有用工成本基础上，每年需增加成本１．６亿元

（３６０００×４４５５），这个数相当于２０１０年全县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１７．５７亿元）的９．１％。

３．对净利润影响。根据国家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按照社会保险规定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

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目前企业所得税率为２５％），因此全县工业企业每年减少净利润１．２

亿元 （１．６亿元×７５％）。

（二）对五大主导产业的影响

·１４·文　　选



１．纺织服装行业影响最大。密云县纺织服装行业主要分布在各乡镇，主要劳动力为农民工，

以来料加工业务为主，议价能力和盈利能力比较差。２０１０年，全县规模以上服装行业农民工从

业人数约１．０４万人，占全县农民工总数的２９％。社保法实施后企业一年减少利润约４６３３万元，

高于２０１０年全县规模以上服装企业的利润总额 （１３８０万元）。以北京中泰服装有限公司为例，该

企业现有工人５４０人，其中农民工约３７０人，外地农民工约１６０人，该企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在

１５００元左右，２０１０年该企业未实现盈利。若企业为３７０名农民工缴纳全险，一年需要增加用工

成本１６４万元。因此，我们预测社保法的实施会加速服装行业的洗牌，部分企业可能会遭淘汰。

２．食品饮料行业略有影响。食品饮料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会受到社保法出台的影

响，但其盈利能力较强，所以受到的影响较小。如北京汇源九龙沟绿色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约

有５００名工人，其中农民工约４００人，目前企业盈利水平较高 （２０１０年利润总额接近２０００万

元），并且已经为３００名农民工缴纳了全险，剩余１００名农民工只缴纳两险，如果为这１００名农

民工缴纳全险，企业用工成本一年需增加４４．６万元，仅占２０１０年利润总额的２．３％。北京绿润

食品有限公司约有２５０名工人，农民工约２３０人，几乎全为外地人且流动性较大。一线职工月平

均工资１７００元左右，企业目前为农民工缴纳了两险，但企业盈利能力较好，２０１０年利润总额达

２７００万元，若为２３０名农民工缴纳全险，企业用工成本一年需增加１０２万元，仅占企业２０１０年

利润总额的３．８％。

３．汽车零部件行业影响很小。汽车零部件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该行业利润水平高，

职工本身福利好，因此社保法的实施对该行业影响较小。如万都 （北京）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大约有职工６００人，其中农民工３２５人，本地、外地职工各占一半，职工月平均工资４５００元左

右，且企业已为农民工缴纳全险 （生育保险暂不参加），２０１０年企业利润总额达３亿元。社保法

实施后，企业仅需为农民工增加缴纳生育保险，大概一年增加费用７万元 （４５００×０．８％×５０％

×１２×３２５）。大世 （北京）汽车附件有限公司现有职工约２３０人，其中农民工约９０人，企业已

经为农民工缴纳了全险 （生育保险暂不参加），职工月平均工资在３０００元左右，２０１０年利润总额

在１２００万元左右。社保法实施后，企业仅需为农民工增加缴纳生育保险，大概一年增加费用１．３

万元 （３０００×０．８％×５０％×１２×９０）。

４．生物医药、数字信息行业影响很小。生物医药和数字信息行业农民工从业人数较少，行

业盈利水平较高，受社保法实施影响很小。如北京建生药业有限公司现有职工约１９０人，农民工

约５０人，企业已经为农民工缴纳了全险。北京亨通斯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现有职工１８０人，农

民工约８０人，除极个别临时农民工外，企业已经为其他农民工缴纳了全险。社保法实施后，对

企业影响很小。

综上所述，社保法的实施，让纺织服装业面临新的发展问题。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必将经历再

一次的洗礼，转型升级、优胜劣汰是必经之路。

四、相关对策建议

（一）高度重视、密切关注

社保法实施短期内使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尤其是农民工人数多、原来只缴两险的企业用工成

本显著增加。从追逐利润的角度考虑，部分企业可能采取农民工合同关系劳务公司外包、裁员、

辞退部分农民工等方法化解危机，因此要密切关注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

（二）积极履行企业责任，规范人力资源管理

职工提供劳动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有义务保障职工权益，这是企业最基本的责任。要引导

企业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在负责任的基础上谋求更进一步发展，促进企业和职工的和谐发展。

（三）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这是应对国际国内困境的根本的、必然的、长久的选择。当前，国际需求的波动和转移，人

口红利正在消失，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国内用工环境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对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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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微笑曲线最低端的企业影响深重。加之随着我国人均ＧＤＰ的提高，产业链上移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

尤其是纺织服装业。密云县纺织服装业除奥克斯特、雅派朗迪、铜牛、雪伦４家企业具有自

主品牌外，其余均是ＯＥＭ （代工生产）厂商，这种模式过度依赖外部需求，需求结构单一；研

发设计和销售两头完全在外，缺乏研发设计能力，市场功能残缺。从产业链理论而言，纺织服装

产业链盈利较高的部分集中分布在产业链上新产品研发、设计和商贸环节，生产加工环节的盈利

较低。密云县纺织服装业发展到今天，其历史作用基本完成，当前的内外交困迫使其优胜劣汰、

转型升级。

因此，应把当前服装产业发展的困难看做 “十二五”时期推进该行业结构调整、产业提升的

有利时机，及时研究出台 “加快密云县服装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彻底打破以往 “输血式”

的扶持模式，引导鼓励服装企业转型升级，激活其创新发展的造血机能，提升服装产业整体发展

水平。

一要限制现有低效服装企业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重点支持兼并重组、盘活闲置资产，清退

低效服装企业，采取土地回购、引入战略合作等多种渠道，促进行业资源整合、盘活重组、产业

升级。

二要支持产业升级。坚持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发展中高端服装产品，并逐步向设计、

研发等价值链高端进行逐步转移。提高附加值，鼓励更多企业形成自主品牌，打造北京市乃至全

国范围内知名的服装生产和批发基地。①通过支持企业技术研发来帮助企业提高产品档次，积极

发展都市型时装产业，提高产品附加值；②培养扶持一批纺织服装自主品牌，逐渐摆脱 “代工”

模式，增强企业竞争力；③推动企业提升市场运作能力，已拥有品牌和国内市场的企业，加强与

知名企业对接，利用其国外销售渠道，开拓国际市场；④积极扶持一批发展前景好的规模较大的

生产企业做整个产业上下游链条中的核心企业，通过大项目做成大企业，变大企业规模拉动为产

业拉动；⑤引导企业间协作配套，形成集群规模；⑥遵循市场规律优胜劣汰。

（摘自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４日 《密云情况》领导参阅 〔４〕）

保障能源安全是中国石化不可推卸的责任

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永健

　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永健

　　在建党９０周年前夕，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欢聚，分享和见证

中国石化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精彩时刻，同时今天也是中国石化首个

公众开放日，我谨代表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对出席今天活动的嘉宾、媒

体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作为负责任的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中国

石化秉承发展企业、贡献国家、回报股东、服务社会、造福员工的企

业宗旨，全面践行 “每一滴油都是承诺”的社会责任。在新版的社会

责任报告中，中国石化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发展远景、战略目标要

求相结合，提出每一滴油都是承诺的社会责任理念。这个每一滴油既

包括中国石化经销的产品，又包括中国石化提供的其他所有产品和服

务，中国石化承诺的不仅仅是质量，还包括数量、安全、环保等各有

关方面。“十一五”期间，中国石化按照扬长避短的战略原则，调整

完善并积极实施资源市场一体化、国际化战略，提出 “６个保障”，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面对

日益增长的油气需求和严峻的国内外能源形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是中国石化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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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国内上游业务实现了东部稳定、西部快生产、天然气大发展、海外油气储量产量逐步增

长的发展态势。

近年来，中国石化不断强化国际贸易，通过进口来源，扩大第三方贸易，有效保障了能源资

源供应，保障了市场供应。无论是三夏农忙时节还是抗灾抢险前线，中国石化油品供应为各行各

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国石化努力践行质优量足、客户满意的标准，每年通过３万个加油

站和销售网络，全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十一五”期间，累计为消费者提供６．１９亿吨成品

油，１．７８亿吨化工产品，服务于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力支撑了国家经济发展，较好地满足了消

费者的需求。“十一五”与 “十五”期间相比，资产总额翻一番，达到１．４７亿元；营业收入增长

１３０％，达到１．９６万亿元；实现税费增长１７８％，达到２８１３亿元；资产不断保值增值。中国石化

积极倡导安全绿色和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模式，保障祖国碧水蓝天不受污

染。中国石化连续３年开展 “我要安全”活动，总体保持了安全生产，持续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突出抓好节能减排，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倡导低碳发展。十一五期间，累计节约１４４４４万

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３４６６万吨。累计减排二氧化硫２０．４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任务目标，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碧水蓝天做出了不懈努力。

保障中国石化与社会科学发展。多年来，中国石化不断开展扶贫援藏、健康快车、捐资助

学、赈灾救助等活动。“十一五”期间，建设希望小学１６１所，资助３万余名 “春蕾”计划女生

完成学业。这些举措有效地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条件，促进了中国石化和地方的融合及共同

发展。中国石化加快推进人才成长建设，大力实施人才培育工程，各类人才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显

著提高。２０１０年，用于人才培养费用１．８８亿元，组织各类培训１７０万人次。组织实施企业员工

计划，为员工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尊重外籍员工的文化差异；积极做好帮扶救助工作，

努力为困难员工排忧解难；关心离退休老同志的生活。着力构建各类员工、各类人才和谐共事、

均衡发展的体系。今天，我们诚挚邀请各位社会监督员、媒体朋友走进中国石化，了解中国石

化，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大家看一看中国石化的生产现场，看看中国石

化如何管理企业，看看中国石化对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传承和弘扬，看看中国石化如何用先进科

技支撑企业发展。通过这些你们对于中国石化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可以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

建议，帮助中国石化改善工作。今后，中国石化将以探索与创新的方式和更加开放的态度，自觉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从而有效地帮助和推进公司改革发展。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在未来发展

中，中国石化将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理念，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

（摘自２０１１年度燕山石化举行的中国石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上的讲话）

贯彻落实 “一二三一”战略　加快集团化建设步伐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内技术领先的

战略控股型产业集团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 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企业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

企业集团，既是我国国有企业在加入 ＷＴＯ以后应对国际竞争的重大举措，也是国有企业改革和

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具

有战略性意义。在新的历史机遇期，电控公司要实现 “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必须坚持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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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王 岩

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 “一二

三一”战略，加快集团化建设步伐，推动电控由投资控股公司向战略

控股型产业集团转变。

一、建设集团管理体系，走集团化道路是电控发展到现阶段的必

然选择

随着电控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投资链条和管理

幅度不断延伸以及全系统企业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和空间布局

结构的调整深化，原有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已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发

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 “十二五”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应该

说，建设集团管控体系，走集团化发展道路，对电控公司的经营管理

来讲已迫在眉睫。

第一，集团化管理模式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快速发展，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一直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开始的以直线职

能制为主，逐渐向以资本为纽带、资产经营一体化的母子公司框架结构体系过渡。它是通过层层

管控，对资本和其他资源实现有效配置和控制，从而为公司的整体经营战略服务，达到综合效益

最大化的最终目标，是适应现代化大公司发展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体系的不断深化，一大批国有控股公司通过构建集团管理模式，走上了集团化发展道

路，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比如北汽控股通过构建 “五大平台”成功实施集团化战略转

型，进一步完善了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快速发展，北汽集团的经济效益和综合

实力得以大幅提升。应该说，走集团化发展道路是国有控股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第二，走集团化道路是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对市属国企深化改革调整、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的明确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 “三个北京”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要求，《北京市国有经济

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了 “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指导方针，要优先发展支柱产

业，立足提升行业地位，大力发展汽车、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等带动作用大、产业链条长的产

业，打造在国内外同行业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今年，市国资委又专门组织了关

于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大企业集团以及做强二产的专题调研，也明确要求各企业进一步加快改革

调整，推进投资控股公司向实体化集团公司转变，不断提高集团管控能力和资源统筹能力，做实

一级企业的总部功能。这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电控公司必须要通

过集团化建设，用管理集团化促进产业集团化，推动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能力，为做强首都二产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实行集团化管理对推动电控公司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集团化是电控实

现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经过 “十一五”

的发展，电控的企业结构、产业结构、资源结构及空间布局结构等方面得到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但是，电控系统内资源分散、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由于以电子装备及元器件等基

础性产业为主体的产业属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 “小散弱”的格局，也制约了企业间、产业

间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协同联动及规模效应的发挥。“十二五”期间，电控公司只有在深化改

革调整的同时加快集团化建设步伐，构筑新的管控模式和产业模式、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才能

根本带动现有产业结构转型和规模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其次，集团化是电控系统企业适应未来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增强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途径。未来企业面临的竞争是国际化、全产业链的竞争，我们的竞

争对手也正加快产业整合与联盟合作，推动企业合纵连横式发展。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还妄想

单枪匹马闯市场的话，最终恐怕要被市场所淘汰。必须要通过集团化建设，发挥电控大家庭的整

体合力，形成联合作战局面。三是加强集团化建设也有利于维护稳定和谐发展局面。通过整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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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资源，进一步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高企业集中度和整体控制能力，提高

管理效益和经济效益，可以举全系统之力解决好局部或突出的重大问题，促进全系统和谐稳定

发展。

二、立足电控公司发展实际，加快集团化建设步伐，推动电控由投资控股公司向战略控股型

产业集团转型

保持公司核心产业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规避经营风险，把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要求我们

必须以提高公司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为目标，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手段，从更高层次运筹公司的

整体发展战略。而集团化管理有利于公司转换经营机制，整合内部资源，发挥综合优势，使公司

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应该说，经过 “十一五”的改革调整，特别是通过 “十二五”开局之年电

控全系统在 “一二三一”战略的指引下，“三个集中”的改革调整不断深化，各项事业取得长足

进步，电控公司的科技产业、园区地产和社保稳定逐步集中，格局不断优化，技术创新和重大项

目产业化持续推进，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为推动集团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在集团化管理模式的选择上，我们充分考虑了电控作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历史演变和基本

特征，在结合电控现有产业格局和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选择了战略管控型集团模式， “十二五”

期间，电控要从投资控股公司逐步转型为战略控股型产业集团。战略管控是母公司根据集团战略

目标，从组织、制度、方法及流程等角度建立一套完善的管理体系，对集团战略管理和子公司战

略实施情况进行控制的过程。保持战略协同性是集团战略管控的重要目标，也是电控推动集团化

建设的发展方向。集团总部需要制定统一的战略管控体系，对二级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和规

范，使得全系统各单位围绕电控共同的战略目标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分工与合作，形成协同发展

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集团总部通过战略管控可以把全系统的关键资源和管

理重点集中到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加速推动科技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集团 “十二五”

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企业管理模式都是为产业发展服务，企业管理模式要与产业模式相适应、相匹配。电控

集团化建设的实质是要推动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十二五”电控的集团化建设是按照市国资委的

要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以突出产业特征，加强战略管理、决策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控、

经营管理团队建设，实现所配置资源的整体效应，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为主要职责。电控集团

化建设的核心工作是以构建集团化管理模式促进电控产业的集团化发展，在提升电子工艺装备、

基础电子元器件、自动化应用设备及仪器仪表四大产业群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基础上，积极打造数

字电视、光伏及储能、ＬＥＤ三大产业链，使公司成长为具有竞争优势的电子基础产品提供商和

电子信息技术集成应用服务商。“十二五”期间，电控要发挥总部在打造产业链和延伸价值链中

的核心主导作用，促进内部资源协同和企业联动，通过整体规划、整合资源和品牌打造，培育形

成几个规模化的终端产品和系统应用拉动平台，带动三大产业链和特色产业群实现规模发展，使

全系统各单位形成资源互补、产业联动的集团化发展模式，实现规模与结构同步增长，结构布局

更加合理，整体发展能力、综合盈利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同步提升的良性发展

格局。

三、推动集团化建设应该把握的几个关键问题

目前，电控初步构建了基于战略控股型产业集团定位的管控模式，突出战略管控和决策管

理，强调预算管理、运营监控、科技管理、投资管理、人力资源和风险管控等方面职能，努力形

成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管理机制。随着集团规模的不断扩大，管控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使各

级企业在追逐发展过程中，能够沿着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良性运行。只有以集团的使命、

愿景和发展战略为基础，以一整套组织结构、职能战略、业绩指标作支持，以整体效益最大化为

出发点，才能确保实现电控 “十二五”战略控股产业集团的总体目标。因此，在推动集团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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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建立良好的母子公司关系。在实行集团化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着重从建立良好的母子

公司关系入手，使全系统处于良好的和谐的运行状态之中。一方面要树立和谐共处的观念。作为

集团总部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应该并且能够将其经营战略目标与经营方针明确地传达给各

企业，这样整个系统才有可能处于和谐状态。要努力完善母子公司的协调机制，形成全集团的一

体化意识。母子公司之间必须加强必要的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信息交流。集团总部要及时

准确了解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全部管理信息，使各企业提高对总部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的认同和

认知，自觉培养一体化意识，促使各企业的经营行为自觉统一到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上来，始终

保持集团公司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二，加强集团管理体系建设。在集团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科学的制度体系是明确集团内各

级组织的自身职责，保证集团管理体系协调高效运转的基础性工作。在总部按照集团化建设的要

求对组织架构和制度管理流程进行优化的基础上，各企业也围绕实现电控总部与各企业管理制度

的有机衔接进行制度修订和完善。同时，要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强基础管理制度建设，为集团管理

体系的协调高效运转提供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加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运作，强化决策管理

的科学、规范，同时不断提升各项专业管理能力和水平，促进电控系统管理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第三，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和运行监控管理。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和运行监控管理对集团化建设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持续强化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加强对市场、技术、

生产、采购及财务等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确保数据全面、真实、准确，推动相关管理

工作持续改进。应该高度重视运行监控管理工作，做好月度、季度运行情况的分析、反馈和考

核，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确保每年的预算安排得到有效落实，“十二五”阶段目标得以圆满

实现。电控总部的相关部门要按照运行监控管理办法，认真抓好日常管理工作，开好每季度和半

年的经济形势分析会。要认真做好年度预算执行的决算工作，总结经验，发现问题，进一步修订

完善全面预算、运行监控的管理办法。

第四，加强集团总部建设。在集团化建设过程中，总部的核心能力集中体现在推动产业发

展、专业化运营管理、组织协调执行以及资源整合运作等方面。加强总部建设要在提高核心能力

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要围绕理顺总部各部门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优化管理流

程，提高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要优化人才结构更加适应集团化管理的需要，加大对专业化管理业

务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总部员工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能力。总部在强化管理的同时，要不断提高

政府及市场资源开发的能力，在满足电控产业发展的政策利用、资源需求及市场开拓上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第五，加强集团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是相辅相成，相融共生的。在 “十二五”开

局阶段，培育和构建集团文化体系，对贯彻落实 “一二三一”战略、推动集团化建设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要在各单位原有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启动电控的集团文化体系建设工作，以各单

位的文化为依托，发动大家共同参与电控集团文化的建设，对各单位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经

验和成绩进行总结梳理，提炼电控的核心价值理念，逐步建立理念识别系统、形象识别系统和行

为识别系统，形成具有电控特色的集团文化，使电控集团文化与各企业文化既相互衔接，又充分

展现各自特色，为推进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价值导向、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总之，在推动集团化建设过程中，由于每个企业集团的情况各不相同，纷繁复杂，而且在不

断发生变化，每一种管理模式都不可能永远适用。因此，我们的管理思路、理念和管理方式，决

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墨守成规，必须用发展的眼光、变化的思维，去看待和处理管理中的问

题。同时还要强化危机意识，顺应环境变化，与时俱进的对管理思想、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进行

持续不断的变革与创新，按照 “一二三一”战略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对集团化管理方式与手段

加以适时调整和侧重，才能实现电控的持续发展和管理的不断升级，实现集团内各企业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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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荣，最终把电控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内技术领先的战略控股型产业集团。

（摘自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资委各企事业单位领导人理论文章）

加强科研开发 提高核心竞争力

为打造百亿级新型产业集团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刘文超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刘文超　

　　不平凡的 “十五”和 “十一五”时期，是北化集团发展改革历史

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北化集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握科学

发展这个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一手抓调整改革和企业

搬迁，一手抓生产经营和科研开发，在乙烯债转股之后，在大规模调

整改革、企业搬迁、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过程中，实现了生产经营的

平稳过渡、有效衔接和稳定提升，完成了集团公司调整之后第一轮的

产业布局和优化升级，为 “十二五”的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一、坚定信念，不辱使命，广大科技工作者在集团公司产业结构

调整和优化升级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

全系统的科技工作者与广大干部职工一样，面对困境，没有丧失

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顽强的意志、科学的精神、求实的作

风，面向市场抓研发，高端引领，前沿探索，勇于攻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自觉把握产业规

律，紧跟产品链发展步伐，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而至千里，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高性能锂电池电解液、环保型无卤阻燃工程塑料、３大类高性能黏合剂

及乳液，几个系列的高等级新型乳胶、新型橡塑制品等一批科技成果，就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在集

团公司产业结构调整、产品优化升级过程中所做重要贡献的缩影和代表。

北化集团始终没有放松科研开发工作，面对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竞争，在加大科技投入、稳

定科技队伍、推动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十一五”期间，全系统的科技

投入逐步加大，仅从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的３年间，全系统的科技项目就达到８４项，科技投入达到

６５００万元。截至２０１０年底，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共申报专利３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８项；获得的授

权专利２２项。这些专利紧贴企业的主导产业和主要产品，通过科技项目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

科技成果的转化。２０１０年，集团公司新产品销售收入占到总收入的３．２％。

各企业在技改技措，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替代材料等方面常抓不懈，取得了降本

增效、提质降耗、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成效，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目前，北化集团在科技工作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有６４９人，以他们为骨干，形成了北化集

团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中间，既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也有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既有

海外归来的领军人物，也有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起来的技术人员；既有成长为专家型、技术型

的企业领导，也有扎根基层的普通员工。在过去不平凡的历史阶段里，他 （她）们坚定信念、不

辱使命，为集团公司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北化集团 “十二五”以及今

后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在集团公司实施 “一个主业定位、五大板块支撑”、打造百亿级新型产业

集团的新时期发展战略过程中，他 （她）们也必将大有可为。

二、认清形势，抢抓机遇，进一步增强科研开发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科技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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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步入攻坚阶段，北京进入建设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关

键时期。首都国资国企围绕 “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总体要求，正在着力培育符合首

都功能定位、代表首都形象的产业集群和优势企业。北化集团按照第二次党代会确定的战略方向

和发展主线，正在全力落实各项策略、路径和措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研开发正值重要的战

略机遇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正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历

史告诉我们，每一次危机都会孕育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许多国家纷纷把加强科技创新，加强

前沿基础研究，加强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

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发展的重点，跨国公司已成为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竞争的主角。有关资料显示，９０％以上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

略的主要内容，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都在５％以上。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工作正迎头追赶、方兴未艾。党的

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 “十二五”发展主线的重大决策，强调其根本是

要依靠科技的力量，关键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转

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２００９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钢铁、汽车、电子信息等十大传统产业的振兴

规划。２０１０年，国务院作出了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２０１１年，市政府

印发了 《北京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 “科

技北京”发展建设规划》，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 《北京市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８～

２０２０）》、《“科技北京”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若干

意见》，提出了实施与中央在京科技资源 “全面对接工程”、围绕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 “科技

振兴产业工程”等重点任务。同时，市政府对于科研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保障措施。

市属国企要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技术转移的机遇，努力通过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加强

管理等多种手段，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以 “调整、改革、合作、创新”为手段，推动企

业发展。要坚持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强化研发动力机制，完

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的突破，着力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自主

品牌。要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建立资本金注入机制，加大产业投资力度，着力支持

优先发展的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考核，将研发投入、研发机构

建设、研发成果转化等指标逐步纳入到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范围，健全项目跟踪和筛选机

制，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就地产业化，大力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盟。

三、突出重点，真抓实干，把集团公司新形势下的科研开发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北化集团第二次党代会和 “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明确了集团公司 “一个主业定位、五大

板块支撑”的战略方向和发展主线，明确了打造百亿级新型产业集团的战略任务。对加快全系统

的科研开发进行了部署，提出了 “十二五”期间的一系列的指标要求。

（一）正确地认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条件和基础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产业梯度转移，为北化集团在更广泛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分工提供

了新的契机，也为科研开发提供了牵引和动力。完成１０年调整搬迁之后，北化集团聚焦发展的

精力和能力大大增强，资产规模、经济总量、效益水平、综合实力、融资空间、发展潜力得到实

质性改变。北化集团的新能源新材料板块、首都支柱产业配套板块、高端化学制品板块的主导产

品，已从培育期逐步转向发展期。日本三菱化学，德国汉高，美国普莱克斯、Ａｓｈｌａｎｄ、Ａｎｓｅｌｌ

等几个知名跨国公司，目前都在积极主动地与集团探讨深入开展产业合作的可能性。北化集团的

７个企业已建立起了专门的研发机构，培育着一支能够大有作为的科研开发队伍，每年的科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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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已达到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水平。

（二）明确北化集团现阶段科研开发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发展 “都市特色化工产业”，其核心在于 “都市特色”。“都市特色”的核心在于 “低碳、环

保、节能、安全、创新、高效益”，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突出产业高端特色，必须依靠科技

支撑。无论是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而言，还是对存量提升、增量扩张而言，都离不开新产品、新

项目，离不开科技成果的转化。

现阶段，推进科研开发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的方

针，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根本，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为中心，以技术跟随为基础，逐步

向技术引领跨越，加快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进入 “高端引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

发展轨道。

现阶段，推进科研开发的基本原则是：１．坚持市场导向，强化 “三个注重”，即注重前沿跟

踪，注重工程放大，注重产品规模化。２．坚持宽阔视野，抓好 “三个关注”，即关注产品链发

展，保持技术水平不落后；关注产品上下游，开展服务性研发；关注创新，不断地 “与产品链共

舞”。３．坚持高端引领，实施 “三个嫁接”，即积极推进与产品链高端的资本嫁接、技术嫁接、

市场嫁接。４．坚持聚焦主业，做到 “三不”，即紧密围绕我们的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化工制品、

首都支柱产业配套、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等产业板块开展研发，不能左右摇摆，不能分散精力，不

要盲目跟风。５．坚持 “激”“励”结合，提升 “三个能力”，即给研发人员定目标，提升其技术

跟随能力；给研发人员压担子，提升其技术持有能力；给科研开发成果以奖励，通过机制提升研

发人员的技术发挥能力。

通过推进企业的科研开发，要在 “十二五”实现以下总体目标：企业的研发能力明显增强，

进入相应产业技术前沿，科技投入稳步增长，创新体系逐步健全，体制机制得到优化，力争在部

分重点产业领域实现从技术跟随到技术引领的跨越。根据 “十二五”规划，全系统要完成科研开

发项目６８项，科技投入２．５亿元～３亿元，新产品开发５０项。到 “十二五”末，全系统在研发

一线的科技人员要达到２００人～３００人，重点企业年度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３％，新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要达到１０％以上。新增授权发明专利１５项～２０项。建成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不少于１个、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不少于２个，国内领先的企业研发中心不少于

３个。

（三）加强对科研开发的组织和领导

统筹规划好全系统的研发布局，搞好顶层设计，清晰和明确方向，并与企业一起制定和完善

实施方案。工作中，要明确政策导向，落实保障措施，并加强经验交流和典型引导，推动整体工

作按计划向前迈进。６个重点建设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要抓好日常追踪和年度评估，并加大协

调和服务力度。为加强科技信息资源管理和应用，集团正在研究组建相关的科技情报管理机构，

为全系统的科研开发服务。可采取项目投入、资本金注入、贴息委贷等方式，对企业的科研开

发、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对推动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负责人要不断增强研发创新意识，要把科

研开发放在企业管理的重要位置来考虑、部署、要求和检查。科研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企

业大量的资源调配和组织协调，企业负责人要切实负起领导职责，领导班子中要有专人负责科研

开发工作，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对企业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挂帅，整

合、协调企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工作合力，推动企业逐步构建起层级清晰、权责明确、

机制顺畅的科研开发决策、执行和管理体系。

（四）以创新的观念、开放的视野、有效的激励机制抓研发

一是要贯彻市场化导向。科研开发，它的基本属性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技术因素对企

业发展的贡献率，并以产品的市场成功为最终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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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以开放的大视野 “开门”搞研发。要积极开展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同行业、上下

游之间的 “产学研”合作，积极加入产业 （行业）技术创新联盟和知识产权联盟，共同分担风险

和成本，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工程化，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要多渠道、多

层次积极争取国家、北京市在科研开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专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等

方面的项目经费和政策支持，深入探索采取委托研发、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多种形

式，开展多要素、多样化的 “政产学研用”合作。

三是要加大激励力度。目前，北化集团只有试剂所享受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股权

激励、分红权试点改革政策，亚科力公司享受 “瞪羚计划”政策。要加大工作力度，争取使更多

企业能够享受或比照享受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有关先行先试政策，包括：股权激励

及分红权改革试点、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费用试点、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股权投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瞪羚计划”、政府支持

建设国家级及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关村示范区 “１＋６”试点政策等。在北化集团内部，也要研

究相关办法，结合公司实际，对企业的科研开发工作定任务、提要求、给机制、促激励。目前，

集团只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例进行考核，从明年起，把企业的研发机构建设情况、研发成果转化

等指标，也要逐步纳入企业负责人的考核与激励范畴。

（五）切实抓好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文化建设

要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的相关政策调控、引导力度。引进的毕业生中，围绕主导产

业、重点产品发展的相关专业人才要占到６０％左右。在新入职大学生增加津贴的基础上，完善企

业研发人员的薪酬制度设计，创新收入分配提升机制，解决晋升发展通道问题。

要落实好技术带头人制度，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 “有头脑、有眼光、有心胸、能承受、勇担

当”的领军人物。在首批聘任６名工程专业技术带头人的基础上，今后要每２年增聘一批，并加

大激励和考核力度。每２年在全系统组织评选一次 “先进科技工作者”，并加大奖励力度。各企

业内部也要建立相应的奖励制度，采取特殊的工资、福利措施，稳定、培养和引进关键专业技术

人才，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要实行重奖。结合６个重点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尽早启动在

集团公司建立１个～２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工作，加快打造集团公司的 “人才高地”，扩大重点

产业领军人才的队伍规模，并形成合理的年龄梯次。积极争取中关村示范区 “人才特区”的有关

政策，为领军人才提供有效的服务和帮助。另外，各企业也要十分注重发挥老专家、老技师的传

帮带作用，培养关键岗位、特殊工艺接班人才。通过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加强一线创

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抓好科研开发，离不开创新文化建设。努力营造 “敢为人先、争创一流、崇尚创新、宽容失

败”的创新文化，大力弘扬 “勇于超越、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培育形成 “人人关注研发、人

人支持研发、人人参与创新、人人都能创新”的良好氛围。各企业都要继续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

培训，广泛开展 “岗位练兵”和职业技能大赛，要大力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技术发明等

群众性创新活动，积极开展多种方式的成果发布活动，并与效能监察活动相结合，使科研开发和

技术创新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要赋予科技人员一定的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

间，创造条件支持科技人员外出学习、考察、培训和调研，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创新

热情。

各级企业负责人都要为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氛围，把科技人员当 “宝贝”。只有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科研开发和技术创新，企业才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这些成果就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科技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平均受教育程

度较高，具有一定的稀缺性，除了薪酬预期较高外，也很在意良好的工作氛围，渴望受到尊重，

注重个人价值体现。古人云：“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

这句话说的是治国之道在于收揽贤人之心，任贤使能，得贤人者得天下。治国如此，做企业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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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如此。科技工作者应该是企业 “贤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相信和依靠他们，最大限度地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各级企业负责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

（六）要统筹规划和建设发展好北化集团大兴化工基地

大兴化工基地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需要依赖新产品、新项目的投入，而投入新产品、新项

目，就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新产品的研发。今年８月，市政府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提出，按照 “北优南拓、产业集聚、功能聚合、土地集

约”的原则，着力建设南北两个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其中的 “南部”，就是亦庄经济开发区和

大兴区整合后的区域，建设的目标是，打造成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南部高技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集群带。而化工基地就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这为统筹规划和建设发

展好大兴化工基地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北化集团大兴安定化工基地是２００３年３月经市政府批准开始建设的，规划占地１２０公顷。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建设，基地的公用工程配套设施日臻完善，为企业的入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

件。市政府今年４月印发的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中规

定：“要加快开展生态园区建设。新建、扩建工业项目按照产业发展方向进入相应类别的工业开

发区、园区。除大兴安定化工基地和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外，其他区域不再新建化工、

石化类建设项目”。这一规定，凸显了北化集团大兴安定化工基地在全市产业布局中的重要性和

稀缺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向南拓展，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集群

带的打造，以及首都第二机场即将在大兴区南部建设将带动而起的新型空港产业带，都为集团把

大兴化工基地打造成为一个在北京市有重要影响的 “专业化、开放型、高端特色、绿色生态”的

化工产业园区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大兴区政府在近２年都在推荐一些希望入园发展的化工项目，

一些医药中间体项目，电子信息、绿色印刷等新兴产业所需的精细化工原料项目，也在陆续与集

团接触。因此，北化集团必须迅速提升对大兴化工基地的战略性认识，在 “十二五”时期，争取

把大兴化工基地与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房山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样，纳入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 “一区多园”范围，使入园企业享受或比照享受示范区的各种优惠政策，使园区的吸

引力、影响力、辐射力和运行效益得到质的提高。

北化集团还要加快推进与基地规划、建设相关的一些工作，加强与市政府有关部门、大兴

区、安定镇的沟通联系，落实另外一部分规划用地的项目统筹和征购计划，积极争取市政府以及

大兴区政府相关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项目支持，用更长远的战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富的

手段规划好、建设好大兴化工基地，为集团公司 “十二五”以及今后一个更长时期的发展提供优

质的战略平台。

总之，北化集团 “十二五”时期的科学发展，离不开科研开发的有力支撑，离不开技术进步

的发展引领，离不开全集团的团结奋斗。集团上下要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同心同德、

真抓实干，为加快推进北化集团 “一个主业定位、五大板块支撑”、打造百亿级新型产业集团的

发展战略而努力奋斗！

（摘自２０１１年在北京化工集团科技工作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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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首都时代特色　坚持强大京煤理念

把规划和战略落到实处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付合年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 付合年

　　一、坚定信心，着眼未来，增强强大京煤理念的引领力

实现企业规划战略目标，核心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

强强大京煤理念的引领力。科学发展观在京煤集团的具体体现，就是

坚持强大京煤理念。

我们必须坚定完成或超额完成规划目标的信心，着眼未来，向着

千亿集团的目标扎实推进。我们必须用科学建设强大、活力、和谐京

煤的总思路，统一广大员工的思想和行动，提高增长质量，掌控发展

全局，确保兴企富民的办企宗旨得以落实；我们必须把强大京煤理念

贯穿于规划战略落实的全过程，以追求理想、勇于创新、求真务实、

抢占先机的企业精神，全力推进规划战略的落实；我们必须把强大京

煤理念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切实增强实现规划战略目标的文化自觉

性、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强感，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坚持强大京煤理念，要不断增强各级领导

人员的使命感、责任感，勇于担当、攻坚克难、务实创效；要坚持用强大京煤理念引领学习型、

创新型企业建设，引领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市场竞争力。

二、加快转移，主动转型，增强企业持久的竞争力

要遵循 “绿色、安全、转型、转移”的八字战略指导方针，按照营业收入实现百亿元，三四

百亿元，未来十年全力挺进千亿元集团的三步走战略，坚定不移地走 “整合、关联、创新、开

放、专业”强大之路。要努力实施转型再造工程、转移再造工程、国际化工程和组织再造工程，

再造一个新京煤。

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在企业转型转移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克

服困难，在实践中成长，在探索中崛起。能源主业要加快向京外转、境外转。城市服务业要主动

转型，实施同业整合，降低交易成本，体现规模效应。要集中优势资源，做大物流产业，发挥网

络优势，推动连锁经营，开辟国内外旅游市场，打造企业品牌。地产板块要以保障房建设、工矿

棚户区改造为契机，以房地产开发为先导，以城市运营为方向，面对挑战、机遇和严峻的形势，

加快转型，探索出一条房地产业发展的新路。

企业转移转型要和地方区域战略高度融合起来。在首都，我们要服从服务于 “３个北京”和

“世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在外地，我们也要和地方政府、地方企业共同筹划、互利双赢。我

们向内蒙古转移，与 “京东方”合作，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认可，这是我们与地方政府互利合

作、与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发展的成功案例。

要根据企业发展的趋势，依据规划战略目标，继续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百亿产业板块要竞

相发展，优胜劣汰。今后，集团哪个产业有希望成为新的百亿板块，我们就要在组织和政策层面

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哪个板块或产业业绩平平，不能强力支撑千亿集团战略的实现，它就将成为

被整合的对象。企业的产业结构和组织框架要着眼未来，着眼可持续发展，认真规划，精心设

计，确保规划战略目标如期实现。

三、强化治理，注重执行，增强集团公司的管控力

企业规划和战略，对提高集团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增强集团治理意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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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搞好集团公司运行的制度安排，探索和完善集团公司的体制、机制和运行模式，要认真处理好

母、子公司的权责和利益关系。母公司董事会要严格履行产权代表的责任，实施科学决策，确保

资产的安全和效益；各个子公司要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切实提高市场竞争力。两级企业集团

都要严格遵守公司治理原则，降低治理成本，化解治理风险，提升治理水平。各个公司之间要建

立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内部市场化规则，既要实现关联发展，降低交易成本，又要防止关联交易

的滥用。要认真落实集团内控制度，坚持内控原则，明确内控目标，遵循内控流程，确保内控

效果。

两级集团总部，都要遵循科学建设强大、活力、和谐京煤的总要求，遵循科学的理论、科学

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坚持科学决策，实施正确领导，坚持原则，讲究策略，凝心聚力，尽快把

企业做强做大。

集团治理要确保组织健康，有序高效运行。组织健康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健康的

组织具有很强的生存力、成长力和再生力，具有环境适应性、自我调节性、学习创新性、持续进

步性，以及与员工、社会的共存性。我们要落实集团规划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各级组织的健康问

题，要适时进行组织调整，推进组织变革，优化组织结构，在运行中增强组织免疫力。要经常进

行组织诊断，及时找到不健康因素，对症治疗，确保企业健康运行。

落实战略要强化执行，明确责任，层层分解，严格考核，建立卓有成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

加强管理，开拓经营，重业绩、求实效，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要坚持综合创新，开放

创新，实现相关多元协调发展；要讲团结，讲和谐，讲稳定，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服

务于企业的战略目标。

四、防范风险，确保安全，增强实现规划目标的保障力

加强风险管理是实现规划战略目标的必备前提和基础性工作。要坚持理性思考，防止头脑发

热；要大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落实风险防控制度。

银行系统的风险管理，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有的大银行不仅董事会有风险管理委员会，而且

经理层也有风险管理委员会，直至各个业务层面对风险管理都细致入微，对风险审计高度重视。

我们要借鉴银行的风险管理模式，把风险管理列入重要议事和工作日程，严守制度，规范运作，

落实责任。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要高度重视资金的风险管理，严防资金链的断裂。集团公司必须要建立

一个基于集团战略和集团管控的风险管理体系。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公司，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安全生产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可靠保证。我们行业的特点就

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要坚定不移地落实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方针，落实 “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则，各级人员都要严守制度，严格履职，严格考核，不

可有丝毫的懈怠。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坚持科技兴安，坚持全员防控，全方位

地维护企业安全，提高安全发展水平。

五、以人为本，兴企富民，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企业规划战略必须以 “以人为本、兴企富民”为宗旨，这是由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

的宗旨决定的。落实企业规划战略，广大员工的创造性劳动是根本动力，广大客户对京煤集团的

忠诚度是效益的源泉。我们要坚持以员工为本、以客户为尊。各级领导人员必须牢记我们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履行国企责任，尊重员工、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密切与员工的血肉联

系。实现企业规划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惠及广大员工，不断提高广大员工的物质文化生活

水平。

要把企业发展战略、职工住房改善三年规划、工矿棚户区改造方案的落实有机结合起来。改

善职工住房条件，要坚持系统思考，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预测，切实把好事办好，尽早让职工

享受到企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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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维护企业的和谐稳定。在企业做强做大的过程中，要积极利用政策，争取政策，制定措

施，为员工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多解难事。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关系、劳动关系和人际关

系。对于一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要深入分析，制定预案，及早发现，认真解决。努力营造企业

和谐发展、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六、加强党建，抓住核心，增强实现规划目标的改革创新力

实现企业规划战略目标，关键在发挥好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的先进性建设引领企业的

先进性建设，以党的科学化建设引领企业科学发展。企业党的工作要着眼大局、服务中心，增强

工作的原则性、预见性、创造性、系统性和实效性，坚持 “引领融入，服务跟进”。以 “创先争

优”为有效载体，不断提升党建水平。实施 “三步走”战略，实现企业规划战略目标，对企业党

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今后，企业党的工作要围绕公司战略切实找到差距、找到短板、找到

工作的切入点。党委的决策要切实保证规划战略目标的实现。各级党委都要认真研究公司治理、

企业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围绕落实规划战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绘蓝图、建班子、带队伍、

创效益。

未来几年，人才工作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坚持党管人才，积极解决领导人才、专业人才和高

技能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人才工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加大引进、培养、使用的力度，

加快解决人才瓶颈问题。今后一个时期，要强力实施人才兴企战略，加快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

企业党的建设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能力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全

力加强，推动企业改革创新再上新台阶。

（摘自２０１１年 《超越》第三期）

加强集团管控　提高核心竞争力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张金钢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张金钢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

点；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国有经济是国民

经济的骨干力量，其发展的强与弱，直接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经济

运行的质量以及民生的改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构建集团化的管控

模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创新驱动、高端引领、科学发

展的重要保证。

一、集团化是北京一轻发展的内在需要

实行集团化管控模式，是由北京一轻的产业特点和多年来形成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

（一）一轻的行业特点及主要问题

一是产业多、关联度低。一轻产业较多，绝大部分属于一般竞争性行业，市场准入门槛低，

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几乎没有上下游关系。围绕品牌实施主业板块的整合，优化产业结构，延伸

产业链条的任务十分紧迫。

二是企业多，且发展不平衡。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盈利能力参差不齐；资本链条偏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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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偏多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劣势企业退出的任务相当艰巨。

三是品牌多，但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品牌还不多。从全局角度和战略层面，加大对自主知识产

权、自主品牌的支持力度，加强品牌策划和品牌运作，培育世界级品牌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四是资本运作力度有待加大，资金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促进优势企业上市，加强资金

的统筹运作，促进国有资本有效增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是资产增效不充分，集约化经营有待加强。尤其是非主业经营性资产，尚未形成统筹管理

和有序开发，资产的价值空间有待释放。

北京一轻行业的这些特点，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大背景，决定了我们必

须从战略和全局角度出发，从 “大一轻”、“大科研”、“大资产”的战略出发，统筹考虑和谋划一

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集团化从而成为北京一轻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北京一轻集团化发展的内在优势

基础产业优势。一轻以 “十大自主品牌”、“八大工业基地”、现代都市工业战略布局已经基

本确立，拥有一批符合首都功能定位、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企业，特别是拥

有红星股份、兴大豪科技等行业领先、发展基础好，且经过努力可争取上市的企业。这些既是一

轻发展都市工业、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基础，也是实施 “７＋１＋３”集团化发展战略的资源

保障。

品牌市场优势。一轻已形成了 “四个中国名牌”、 “五个中国驰名商标”、 “十个北京名牌”、

“四个中华老字号”、“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发展新格局。一轻在全球市场排名第

一的品牌有１个，在国内市场排名第一的品牌有７个，国内市场排名第二的品牌有３个，在区域

市场排名第一的品牌有３个。

科技信息优势。一轻已建立一、二级两个层面的科技研发创新体系，拥有一系列科技进步成

果；拥有由６家科研院所合并组建的北京一轻研究院，拥有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７家，市高新技术

企业有４家；拥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研发基地和实验室，承担着一批国家级和市级重点项目。一

轻以财务、资产、人才为核心的信息化平台正在加紧建设，将为一轻实现集团化管控、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人才队伍优势。一轻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和较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

技能人才的 “三支队伍”；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党管人

才工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基本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营造

了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拥有北京一轻党校和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作为人才培养和培训基地。

组织保障优势。一轻已经基本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了各负其

责、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管理机制。一轻党建工作总体要求与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相

适应，与不同所有制结构和多元投资体制相融合，健全完善了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机制，

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进一步强化。这些组织保障优势将为一

轻 “十二五”实施集团化、产业集团化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二、北京一轻集团化发展的基本构架

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

密围绕建设世界城市和建设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发展战略，以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为主线，坚持实施一轻 “７＋１＋３”集团化发展战略。努力发展三大产业，即：做强做大

现代都市工业、积极拓展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

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把一

轻建设成为符合都市产业定位、规模增长、结构优化、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轻工集团公司。

核心路径是：全面推进 “７＋１＋３”集团化发展战略，即打造 “七大产业集团、一院、三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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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产业集团”：一是以 “红星”、“龙徽”等品牌为核心，组建首都酒业集团；二是以品牌

和高科技优势为核心，组建大豪缝绣电控集团；三是以循环经济再生纸、信息纸为主，加快京纸

集团实体化；四是以实施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加快玻璃集团实体化；五是以文化教育延伸

产业链条，打造星海钢琴集团；六是以 “金鱼”、“宝贝”等品牌为核心，打造日化集团；七是以

“义利”、“北冰洋”品牌为核心，发展食品产业。

“一院”是以中长期应用研发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主，建设北京一轻研究院。

“三中心”：以为一轻、政府和社会提供产品质量检测和技术服务为主，建设北京一轻产品质

量检测中心；以集约利用非二产经营性资产、发展现代服务业为目的，组建北京一轻资产管理中

心；以实现一轻整体资金效率和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组建北京一轻资本管理中心。

实施步骤：七大产业集团实体化是一轻集团化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创新机

制，使现行的二级公司向实体性产业集团转变。同时加快劣势企业退出，缩短资本链、延伸产业

链，把二级集团做实做强做大。在此基础上，以产权为纽带，完善母子公司体制，采取集权与分

权相结合，构建北京一轻集团有限公司。

布局目标：加快实现 “四个转变”，形成 “四个格局”。即：一是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自

我积累的传统发展模式向产业与资本和金融市场嫁接的经济裂变发展模式的转变，形成以国有及

国有控股公司为主导，上市公司、合资公司共同发展，生产经营、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相互促进

的创新驱动发展格局。二是加快实现体制由控股公司向集团公司的转变以及二级公司向实体化产

业集团转变，形成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集团化两级管控格局。三是加快实

现产业结构由传统制造产业向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延伸发展的转变，形成以七

大产业集团为主体，现代都市工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布局、有序推进的产业格

局。四是加快实现企业价值由低端制造向研发、品牌和营销等企业价值高端体系建设的转变，形

成 “哑铃型”企业经营组织格局。

三、北京一轻实施集团管控的着力点

（一）以统一的发展规划引领中长期发展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一轻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研究 “十二

五”发展问题。２００９年，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依据国家 《轻工业调整振兴规划》

和 《北京都市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提出并启动了 “７＋１＋３”集团化发展战略，以此为核心编制

了 《一轻控股公司 “十二五”发展规划》，结合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五”规划》

和 《北京市国有经济 “十二五”发展规划》进行了修订完善，目前已获市国资委批复。各企业分

别制订了 “十二五”规划 （子规划），各部室共制订１５项专项规划。将规划进行分解，确定为年

度折子工程，做到层层保障落实，上下协调一致，横向协同推进。把握发展定位，坚持 “术业有

专攻”的原则，集中精力发展主业。强调规划的严肃性，将规划落实情况与任期考核相结合，建

立规划执行跟踪评价制度，突出规划的执行力。

（二）以统一的创新平台引领中长期研发

针对科技资源分散、缺乏统一规划、中长期研发的引领作用不强、科研对产业支撑力不够等

问题，实施大科研战略，对科研院所实行整合，组建北京一轻研究院和北京一轻产品质量检测中

心。本着 “立足一轻，面向市场，服务社会，走向世界”的战略定位，围绕一轻产业发展方向，

按照 “需求牵引、技术推动、双向驱动”的原则，确定中长期应用性研发项目，与国内外科研机

构、企业技术中心对接，发挥科研孵化器作用，使一轻研究院成为一轻科技研发中心、科技情报

信息中心和技术创新发展平台；把北京一轻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打造成为一轻和社会提供产品质量

检测与技术服务，为政府对市场监督提供服务的轻工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建立以 “一院一中心”

为引领、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外部科研力量为协同、产学研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提高自

主创新、科技研发、应用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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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统一的信息化平台提升管理水平

目前，一轻信息化平台已进入二期建设。一期工程实现了财务及资产经营数据的系统集成，

所属１０５户企业实现上线运行。一轻总部通过互联网，对上线企业实行 “凭证级”的管理，基本

实现了对上线企业财务、资产的实时监控。二期工程初步完成了总部绩效考核系统建设，正在抓

紧建设集团协同ＯＡ办公系统、集团视频会议系统、集团网络营销系统，并将逐步建立集团财

务、集团资产、集团人力资源、集团领导决策系统和集团网络等５大子系统，实现外网、内网、

业务网 “三网”合一。

一轻信息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一是实现企业财务核算由手工记账向电算化的根本转变；二

是实现了一轻不同性质企业信息集成与共享；三是采用 “集成与分布”相结合、Ｂ／Ｓ与Ｃ／Ｓ相共

存的系统架构，使信息化平台能够与企业原有系统兼容，从而避免了重复投入，节约了大量的信

息化建设资金；四是通过及时、有效、多样化的数据展现手段，使领导能够及时、准确掌握企业

经济运营数据，提高了领导决策效率。

（四）以统一的人才规划加强三支队伍建设

近几年来，一轻从战略层面发挥领军人物的作用，设立了 “一轻首席技师”、 “一轻首席专

家”人才库。遴选出８８位后备干部纳入一轻人才库，加强挂职锻炼；企业副职选拔任用由备案

制改为核准制。设立一轻人才发展基金，坚持每年拿出１００万元专门用于各类人才的培训，对优

秀人才、优秀科技创新成果进行表彰奖励，建立鼓励人才成长和创新的长效机制。深化干部队伍

和人事制度改革，坚持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制度保障人才，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着眼于人才能力建设，不断完善人才工作领导体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营

造人才快速成长、脱颖而出的环境。强化制度建设，实行内部培养与吸纳引进相结合，组织配置

与市场配置相结合；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开发、使用、考评机制。努力

培养和造就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全面、作风过硬，适应一轻产业发展需要的经营管理人才

队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积极推进薪酬体系改革，不断提高职工薪酬水平，

使薪酬体系向各类优秀人才、一线人员和企业骨干人员倾斜。为一轻跨越式发展提供可靠的、强

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五）以统一的资本管理平台优化配置金融资源

加强资金的统筹运作，统一配置财务和金融资源，建立一轻资本管理中心。通过网银系统，

对系统内部企业暂时闲置和分散的资金进行有效归集，实行有偿使用、统一管理、合理调配，实

现一定程度的统收统支、统贷统还，探索新的理财方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资本最大限

度的增值。具体步骤如下。

１．选择４～５家银行成为合作银行，逐步统一各级企业的银行账户，在一轻总部和企业之间

建立网银系统，实现一轻总部、所属企业和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实时掌握资金信息。

２．成立一轻资本管理中心，对所属二、三级企业和重点四级企业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

模式。

３．一轻总部通过收益收缴、资金归集、银行授信等方式，将筹集的资金通过投资和委托贷

款的形式合理拨付、借贷给所属企业，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在建项目。

４．结合 “十二五”规划的实施，资本管理中心将归集的资金和产生的收益反哺主业，为七

大产业集团重点投资项目、产品研发、培养人才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５．资本管理中心通过嫁接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建立 “资金池”，探索发行短期融资债券、

中期票据、项目贷款、信用证、保函、承兑汇票等融资形式，扩大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分

散财务风险，为 “十二五”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六）以统一的资产管理平台提高资产增值能力

加强非二产经营性资产的管理。在稳定的前提下，从体制机制入手，整合非二产经营性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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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待条件成熟时，成立 “一轻资产管理中心”，围绕现代服务业进行定位，承担非二产经营

性资产集中管理、集约利用、合理开发的运营管理功能，形成一轻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土地资

源管理。坚持 “盘活存量、谋求增量、自主开发、自主经营”的管理原则，将企业土地资源处置

权上收到控股公司。企业不得擅自以房地产为所属企业作抵押、质押；规定面积的房屋土地出租

要经过控股公司批准，出租期限一般不超过５年；除政府规划征地外，系统内所有土地不再实行

整体转让，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收益率。

近几年来，一轻土地资源开发理念发生根本性转变，开发模式逐步由自我开发向合作开发、

转让变现向房产置换模式转变；基本建设由生产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利用

转变。近３年，围绕现代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先后启动实施了一系列基本建设项目，龙徽博

物馆、红星二锅头酒博物馆先后建成并开馆，北京国际葡萄酒交易所、玻璃交易中心、纸张仓储

物流基地、眼镜城二期等项目正抓紧筹建和建设，这些项目将有力助推一轻产业高端化发展。

（七）以统一的制度体系规范企业行为

坚持 “依法治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近年来，北京一轻编制修订了４３项管理

制度，经控股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编纂下发了 《一轻管理制度汇编》。其中，

完善了 《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修订了战略规划、投融资、资产经营、

房地产管理、企业设立及变更管理办法；制订了财务内控、重大事项联签、收益收缴管理制度；

健全了派出董事监事、直管干部、教育培训、经营者年薪、个人事项报告、经济责任审计、“三

重一大”、效能监察、重大责任追究等制度；新增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管理以

及职工民主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做到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科学决策机制。董事会设立了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４个专

门员会，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运行程序。董事会、党委常委会、总经理办公会分别召开，党委常

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董事会实施票决制，总经理办公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党委、董事会、经

理层积极支持监事会工作，基本建立了各负其责、相互协调、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派

出董事、监事管理，国有出资人话语权有效落实，重点企业基本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

构，公司治理效率明显提高，确保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八）以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凝聚员工力量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文化软实力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贯彻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培

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 “传承、创新、求实、发展”为核心的一轻企业文化，以

“做强做大都市产业，服务百姓，回报社会”为宗旨，培育一轻核心价值理念。

１．加强理念武装，巩固共同理想。一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教育，增

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

结教育，引导职工把对祖国的浓厚感情转化为爱岗敬业，积极推进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三

是加强形势政策教育，进一步增强职工战胜各种困难，实现发展目标的信心和力量；四是加强社

会责任教育，依法经营，讲求诚信，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提高职工履行

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主动性。

２．促进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的深度融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一是健全完善企业行为规范

体系，增强制度的感召力、约束力；二是做好企业文化落地的工作，把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带入

到各项管理制度和生产经营管理之中，使每一个职工都能从思想上认同企业管理文化，行动上遵

守企业管理制度。

３．提高员工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要提高职工道德素质，积极开展个人品德、社会

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二是加强职业素质教育，鼓励员工学习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精

神，不断提高专业技术素质和水平；三是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塑造职工健康人格，加强耐心细致

的思想工作，彰显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理顺情绪、平衡心理、增进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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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特点规律，拓展企业文化的内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企

业精神内核，引领职工价值追求，拓展文化视野，突出文化特色。立足于时代的发展，从人民群

众的火热生活中汲取精神之源，吸收丰富养分，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用新兴手段传扬高尚

思想，开展多样的活动，使企业文化体现时代潮流、富于时代气息。

（九）加强风险管控，构建企业健康发展的防火墙

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认真查找风险控制点，建立有效的

风险管理系统。通过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报告等措施，对筹资风险、投融资风

险、担保风险、信用风险、合同风险等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建立审计监

督、法律监督、财务监督、纪委监督相结合，全过程控制的风险防范体系。

加强审计、法律监督，强化 “免疫系统”功能。健全审计、法律事务机构，配备好专、兼职

审计人员和法律事务人员，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将工作着力点放在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

免、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覆盖到供、产、销、人、财、物各个方面，直至整个

系统业务流程。把法律关口前移，参与对企业改革重组、股权转让、资产处置、企业退出、人员

分流等重大事项的前期论证的法律审核，加强合同管理，加强对诉讼案件的管理，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

加强对外投资管理。对历史投资摸清底数，逐户分析研究，对不符合控股公司 “十二五”发

展规划，连续亏损、扭亏无望的参股企业坚决清理退出。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以及股票等高风险

业务。

加强全面预算管理。明确预算目标，强化内部控制，加强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控和分析，提

高预算的控制和约束力。加大预算工作组织力度，落实预算管理责任，规范预算编制方法，实现

财务预算与各类业务预算的有效衔接。加强现金流管理，一要以现金流量管理为核心，细化资金

预算安排，确保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二要认真分析财务资源对发展战略规划的保障能

力，坚持量力而行原则，统筹规划生产经营与投融资活动的资金供给，科学预测年度资金余缺，

谋求资金的长期动态平衡；三要抓好降本降耗工作，加大应收款管理力度，加速资金周转，减少

资金沉淀。

（摘自２０１１年 北京市国资委的理论文章）

产业转型是隆达公司 “十二五”期间的战略选择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李 玎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玎　

　　北京市国资委在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围绕建设 “人文北京、

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发展战略，坚持产

业高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方向，着力推进改革调整，着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推动重大项目

建设，实现企业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形成资源优化配置

的布局结构和具有较强核心竞争能力的二产骨干企业。这一系列的要

求给国资委系统企业在 “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隆达公司）是从事传

统制造业企业，多年以来在全国及北京经济环境大势带动和影响下，

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经营业绩不断提升。但是面临

国内产业竞争激烈态势和北京城市整体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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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或多或少呈现出了不适应首都经济环境的状况，如果拟在 “十二五”期间完成按照国资委成

为具有竞争能力和良好经营业绩的创新型企业要求，则需要对产业结构继续进行调整，或者说更

需要进行产业转型。

一、隆达公司基本情况

隆达公司由原北京市第二轻工业总公司、北京印刷工业总公司和北京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分

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重组而成。全系统现有下属企业６９家，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５１家

（２０１０年合并报表范围）；合资参股企业１１家 （合作方有外企、央企、京内外国企和民企等），集

体企业７家。

２０１０年，隆达公司全系统６９家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８６．５亿元，利润总额３．４亿元；国有

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４３亿元，利润总额为１．０３亿元。６９家企业中在职职工１．１万

人，离退休职工３．２万人。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隆达公司６９家企业总资产为８８亿元，净资产４６

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合并口径总资产为５３亿元，净资产为２２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权益

９．９６亿元。

隆达公司所属企业几十年以来一直从事产品制造业，现主要产品涉及印刷包装、塑料材料、

有色稀贵金属材料、家用电器等行业，主要产品有纸制印刷产品 （书刊、票据、包装物）、农用

塑料大棚膜、塑料土工膜、汽车配套件、有色稀贵金属焊接材料、家用电冰箱和家用电冰箱压缩

机等。这些产品所在行业都属于完全竞争行业。几十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演进、北京产业经

济环境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隆达企业产品结构经历了多次调整和转型。进入新世纪以来，高

污染的皮革皮毛鞣制、高耗能的有色金属冶炼等产业全部退出。以前生产民用消费品的企业，逐

渐转变为生产工业产品，隆达公司所属企业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白菊公司，３０年前生产

蜂窝煤炉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产家用洗衣机，现在生产汽车塑料配套件；华盾公司３０年前生产

家用塑料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产农用塑料膜，现在生产化工容器桶以及代替木材的工业用塑料

托盘；古桥电器公司，３０年前生产打字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生产家用空调器，现在生产电源连接

器。这样转型和调整的实例在隆达系统还有很多，这些企业随着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

地调整着自己的产业和产品结构，维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目前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挑战

过去１０年，北京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房地产业、金融业以

及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充分发展。北京市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５年要努力将

北京打造成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步伐。北京将按

照 “优化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的发展思路，深度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素质

与核心竞争力。

按照北京市 “十二五”规划，北京将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给

隆达公司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一定的机遇，但是隆达公司也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地域费用高

北京市地域成本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土地价格，北京地区的工业用地售价明显高于周边地

区，现在每亩地价已经接近１００万元，且对单位面积投资数额要求较高；二是环境保护，北京地

区对大气污染控制要求较高，企业需要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而与隆达企业竞争的京外企业基

本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因此隆达企业相比竞争者有更高的能源费用；三是特定时期的运输，北京

是政治文化中心，国际性、全国性政治和文化活动较多，每逢此时运输车辆出入北京不便，影响

企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四是特定时期的维稳，每逢两会、国庆以及一些重大国际活动时期，企

业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财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二）人工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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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北京地产企业、金融企业、国家垄断性企业、外资企业较多，这些企业的收入较高，因

此，拉高了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且每年以１０％的速度增长。这一因素从两个方面对隆达企

业产生影响，一是每年无论本企业职工工资是否有增长，每个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数额都要随着

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增加，对于有些企业而言，表现为职工可支配收入下降；二是隆达所属多

数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已经高于同行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具备成本优势，但是仍低于北京地区的

平均工资水平，仍然无力吸引优秀人才。

（三）产业处于成熟期

一个企业的发展首先依赖于所在行业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如通信、互联网应用、汽车等都

是这些年以来市场需求增长迅猛的行业，个别年份增长率超过１００％。这些行业中的企业随着行

业的发展年增长率可达到１０％～２０％。而隆达公司所属企业所在行业均为完全、充分竞争性领

域，其产品有市场需求，但是处于平稳增长期，印刷、塑料和有色金属新材料以及家用电器等产

品的市场需求增长量率为１０％～１５％。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销售量增长很难超过行业增长。同

时，由于这些产品生产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市场竞争的主要因素就是价格竞争，而就产品价格而

言，地处北京地区的企业基本无竞争优势。

三、隆达企业产业转型的途径

隆达公司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投资和物业经营为辅的集团型企业。按照北京市国资委给隆

达公司的 “十二五”规划批复，隆达公司在 “十二五”期间所经营的产业为 “两主两辅”。两个

主业为印刷和新材料制造 （塑料新材料和稀贵金属新材料），两个辅业为战略持有型高端家电投

资和自有型物业经营。产业发展方向确定之后，摆在隆达公司面前的任务则是实现规划的战略途

径选择。

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发展战略有二：一是规模化，追求以量取胜，尽可能降低

生产成本，用高销售量弥补低毛利；二是差异化，追求由于与竞争者产品定位不同而带来的较高

毛利，用较高的附加值弥补较少的销售量。鉴于上述北京地区的高费用，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空

间有限，因此隆达公司所属企业难以实施规模化战略。近年来隆达企业试图在差异化方面寻求发

展的机会，但是所从事的产业基本都处于成熟期，使产品比竞争对手具有明显的差异化不易做

到。如果在规模化和差异化两个方面都难以找到出路，隆达企业的生存发展则需另辟蹊径，即进

行产业转型。

市国资委提出，围绕市属国企做强二产的战略目标，从产业规模扩大、产业链延伸、新兴领

域拓展和业态提升等方面发展。面对北京市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形势、隆达企业资源现状，转型的

方向有三：一是从制造产品价值链的低端转向高端；二是将生产型企业转为生产服务型企业；三

是进入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生产链。

（一）从制造产品价值链低端向高端转移

按照产品价值链的 “微笑曲线”，生产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而隆达公司所属企业基本都处

于这个位置，缺乏处于中高端的 “研发”、“设计”、“服务”领域。如果隆达企业要改变现状，需

要通过自身或与其他相关企业合作，在上述３个方面构建能力，将自己变成一个研发、设计和服

务型企业，把生产加工环节弱化乃至剥离。

隆达公司所属的华盾雪花塑料公司主要产品为农用塑料膜，企业具有一定的产品研发能力，

与北京地区的科研院所共同开发成功多种功能性农用膜，比如具有高保温、防雾滴、紫外光转为

可见光功能的农用塑料膜，用于创造类似温室的环境，保证农作物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能够生

长。２０多年以来华盾公司所生产的功能性农用膜在全国同行业销量第一，但是在北京地区较高

的生产成本条件下，主营业务利润率一直不高，近年来不足１０％。由于产品经营收益不高，企业

的生存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在 “十二五”期间，该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北京地区的科技优势，继续

扩充和提升现有的研发能力，将业务重点从塑料膜加工制造转为农用膜母料研发，针对不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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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客户需求设计不同功能的母料，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二）将生产型企业转变为生产服务型企业

由于资源特征所致，北京地区近十几年以来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与之相关的是房屋租赁市场

充分发展。隆达企业一些闲置的厂房和办公楼被租用。目前，隆达公司有５５万平方米厂房或办

公用房处于出租状态。承租人将其用做行政办公、开办市场、改建酒店等，其租金收益成为很多

隆达企业重要的收入来源，在隆达公司整体收益中约占１／３。现隆达公司仍然还有些企业产品生

产制造由于竞争能力有限正在退出，其腾退的厂房可以转化为生产服务型用房。比如隆达企业现

有的印刷企业的厂房，可以结合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一定策划为创意文化产业提供服务，

使这些厂房产生出更大的价值。

隆达公司现在有些位于城区的企业，还有一些闲置厂房，在北京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形

势下，利用现有的资源，有条件转型为生产型服务业企业。

（三）进入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生产链条

市国资委提出，“十二五”期间市属国有企业做强二产的主要途径有３个：一是巩固八大优

势产业 （钢铁、汽车、新型建材、电子信息、食品制造、能源、装备制造、医药），增强规模竞

争能力；二是打造六大产业链条 （汽车零部件、数字电视、太阳能光伏、物联网、集成电路、食

品加工）、提升高端盈利能力；三是拓展５个新兴领域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

备、特色新材料），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在产业发展中，以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为重点，

以骨干企业为龙头，集中资源，协调整合上下游企业，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

隆达公司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时机，改善和提高现有制造能力，成为北京市优势产业和

新兴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隆达公司所属的白菊公司，现为现代汽车公司提供塑料配套件，汽

车产业在北京未来的二产发展规划中作为优势产业，将继续大力发展。白菊公司应提升模具制造

能力，提高塑料配套件的产品质量和品种数量，成为汽车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隆达公司所属的

华盾雪花塑料公司，有农用塑料膜和微喷滴灌节水器材产品，现代农业是北京产业结构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华盾公司应按照首都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开发研制所需产品，为其提供优质高效的农

用大棚膜和节水灌溉器材，提升种植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隆达公司所属的达博焊料公司，主要产

品为集成电路用键和金丝焊接材料，适用于集成电路制造，在未来北京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中也将

找到用武之地，为了适应上游企业的需要，应加大力度开发超细、高纯等高品质产品，成为该产

业链条上的稳定供应商。

综上所述，“十二五”规划期，将是隆达公司发展的关键期，面对北京市经济环境的转变和

自身资源状况，如果要在 “十二五”期间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则需要在战略转型中迈出

坚实的步伐。因此，产业转型是隆达公司 “十二五”期间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摘自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第２３８期 《隆达控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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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主营业务　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杨文华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杨文华　

　　根据市委市政府建设世界城市和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

京”的要求，结合纺织发展的实际， “十二五”期间我们确定了发展

高端服装纺织业和现代都市服务业两大主营业务。形成了适合首都经

济特点的纺织发展格局的基本架构。这是经过多年的改革调整，从纺

织行业的现实出发所做出的必然选择。

构建现代服装纺织业，既是对传统纺织业的继承，更多的是对现

代服装纺织业的发展与创新，从而实现服装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规

划包括服装、面料、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贸

易。重点发展高端产品，着力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能力，发展品

牌服装、精品面料、功能性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坚持内外贸并举，

推动贸易转型，加大一般贸易和品牌市场比重。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

线，推动结构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产品盈利能力，转变品牌运营模式，

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向上下游两端延伸，提升高端服装纺织业整体

发展水平。传统的纺织业以产供销为产业链，更多的是注重生产制造，而打造现代服装纺织业则

应注重在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在产品研发设计上下功夫。由注重生产制造转向注重研发设计。作为世界城市的服装

纺织业必须要反映时代的发展，引领文化的潮流，要体现出国际大都市、世界城市的时尚与风

范，切实做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准确定位，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奋斗

创新，打造出北京纺织的时代特色。

二是要在品牌的运作上下功夫。一个国际品牌所带来的价值，远高于生产制造所创造的价

值。因此，打造北京、中国乃至国际的知名品牌应是现代服装纺织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在品牌的运作上，我们现有的品牌，无论是北京名牌还是中国名牌尚缺乏竞争力和影响力。“十

二五”期间，各企业要高度重视品牌的运作，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在把现有品牌做大做

强的同时，逐步打造一批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服装纺织品牌。

三是要在功能性上下功夫。服装功能的多样化、差别化是时代对服装纺织产品的要求。提升

服装纺织产品的附加值，一是品牌，二是功能。要下大力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大对新纤

维、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提升其产品的功能。通过大力发展服装纺织功能的多样化、差别化

来提升服装纺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是要在市场营销上下功夫。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等现代营销手段正成为

市场营销的主体。与其相适应的一套市场营销机制正不断成熟。这无疑对传统的营销体制提出了

挑战。“十二五”期间，必须要在市场营销的体制机制上敢于突破，有所创新，才能使企业通过

市场的扩大，做大做强服装纺织业。

五是要在节能减排上下功夫。服装纺织业作为一个相对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一方面要通过品

牌运作、增加其功能性等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利润；另一方面，必须要在节能减排，降低成本上下

功夫。这不仅是利润空间大小的问题，更是企业能否在北京生存的关键所在。就目前企业的现状

来看，各项节能减排的指标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十二五”期间必须通过

加大投入和产业升级以适应在北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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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构建现代服装纺织业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发展方式

的转变，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盈利能力，努力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服装纺织业，与北京建

设世界城市的目标相适应，在建设时装之都的发展中有所作为。

构建现代都市服务业，是北京纺织在调整发展中做出的必然选择。规划重点发展两大业务，

一是房地产开发运营，包括房地产开发、自持物业经营和物业管理；二是时尚服务，包括技术创

新、品牌推广、文化创意、检测会展、信息科技等业务。目前已经有了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同

时，它又是一个需不断整合提升和有待开发的领域。做大做强现代都市服务业对构建适合首都经

济特点纺织业发展格局至关重要。发展现代都市服务业，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在发展现代都市服务业的总体框架上下功夫。“十二五”规划中，我们对发展现代都

市服务业提出了一个总体要求。但具体发展什么、如何发展，还需要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做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构建现代都市服务业，要在现有基础上，从整体上搭建一个发展的框架和平台，

由单个成长转向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产业。这是发展现代都市服务业的首要基础和条件，对此控

股公司和各集团公司都要认真研究，逐步形成统一认识。

二是要在现有项目的提升上下功夫。经过多年努力，在现代服务业上，我们有了房地产、信

息科技、文化创意等一批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有的已成为支撑纺织业发展的重要项目，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的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企业的发展还没有形成支撑作用。因此，在 “十

二五”期间，首先要对现有项目进行认真分析，对前景看好的项目要给予大力支持，加快其发

展。同时对房地产等项目，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营销手段，

推进其健康发展。

三是要在新领域的开拓上下功夫。现代都市服务业其内涵涉及的领域颇多。“十二五”规划

中，我们提出现代都市服务业还包括技术创新、品牌推广、文化创意、会展经济、信息科技等业

务。目前在这些领域，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还未涉足，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我们必须要从发

展的总体上考虑，积极探索，稳步拓展，有所作为，培育新的增长点。

四是要在整合资源，发挥更大效益上下功夫。目前，全行业有近５０万平方米的经营性房屋

在采取租赁、合作等方式进行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曾为解决企业资金和历史负担发挥过重要作

用，但也必须看到它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租期较长、价格偏低、管理不善、隐患较多等。另

外，一些有效资产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缺乏有效的监督，既不利于发挥整体优势也易引

发各种问题。因此，加大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力度，充分发挥现有资产的有效作用，加强国有资产

的管理十分必要。各集团公司和控股公司要在调查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加大整合的力度，加强管

理，创造更大的效益。

现代服装纺织业和现代都市服务业是未来５年纺织业发展的两大主营业务，是构建适合首都

经济特点纺织发展格局的核心业务。作为世界城市的服装纺织业，它不仅仅是一个制造业，还是

一个都市产业。服装纺织业与文化、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与现代都市服务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信息科技、文化创意、城市服务、会展经济无不对现代服装纺织业产生重大影响。反之，现

代都市服务业也与现代服装纺织业密不可分。文化理念可以通过服装纺织来展示，现代城市的发

展、城市应急、突发事件的应对都为产业用纺织品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市场，房地产开发运营为服

装纺织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供支持，时尚服务为服装纺织业转型升级搭建平台。实现传统纺

织与创意纺织融合，形成 “两轮驱动”，相互促进，共同做强、做大，实现北京纺织的持续、健

康、快速发展。

（摘自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首都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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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４日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第

二次到北京京东方第８．５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

线项目基地调研考察。截至日前，该项目结构

和洁净间工程基本完成，动力设备安装调试并

启动运行，工艺设备开始搬入。

同日　北京·亦庄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举

行，生物医药、新媒体、新能源汽车、新材

料、微电子等领域的７个项目落户大兴区、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涉及总投资额１３５亿元。

５日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延庆县

重大项目签约仪式并致辞。此次签约项目共

１５个，总投资超过２１０亿元，涉及新能源、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电池等战略新兴产业和

高端制造领域。

６日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丰台区

“国家级轨道交通产业化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并致辞。

７日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在京丰宾馆礼堂召开。市政府副秘书长戴卫

主持会议并宣读了市委书记刘淇对此次会议的

批示。工信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朱宏任代表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市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提

出了要求和希望，副市长苟仲文代表市委市政

府做了重要指示。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朱炎作

工作报告。

１０日　北京京城新能源有限公司与美国

超导 ＷＩＮＤＴＥＣ公司正式签署风电技术合作

协议。项目内容包括２兆瓦、３兆瓦、５兆瓦

全功率变频以及３兆瓦超齿４种机型风电机组

技术开发。

１２日　北京燕鸿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暨深化房山区中小企业担保业务合作

签约仪式在房山区举行。

１３日　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

在首钢文馆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北京

市委书记刘淇、国务院副秘书长肖亚庆、北京

市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出席停产仪式。停产仪式

上，市委向首钢总公司颁发了 “功勋首钢”纪

念牌。

同日　全球首台１０８英寸的ＬＥＤ电视在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诞生。市委常委出席首发仪式。

１４日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

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李长

春、习近平、李克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

奖。金自天正公司 “７５００千伏安大功率ＩＧＣＴ

交直交变频系统”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同日　２０１１年全市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

议在北京理工大学学术报告厅召开。大会对

２０１０年度在军民结合产业发展、军工科研生

产及保密工作中成绩突出的６３家单位进行表

彰，并颁发证书。

同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与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向京城机电控股提供

意向性授信８０亿元。同时，双方签订了４０亿

元综合授信协议。

同日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授牌暨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后签约仪式在北京一轻研究院举行。

１６日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召开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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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研究推动北京市与中国北车集团战略合作

项目。会议原则通过了市经济信息化委提交的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北车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草案）》。

同日　２０１０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暨最

具影响力企业、最受关注企业家、最具成长性

企业和２０１０年度中国企业新闻人物推选活动

在北京揭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自

主品牌汽车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中国企业十大新

闻事件之一，北汽集团同时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

最具影响力企业之一，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

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最受关注企业家。

１８日　 “２０１０ＣＣＴＶ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评选结果揭晓，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和谊作为汽车行业的唯一代表获得此殊荣。

２０日　 英飞凌集成电路 （北京）有限公

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开幕典礼。该项

目总投资１５００万美元，主要生产大功率半导

体器件产品ＩＧＢＴ，应用于新能源、工业控制

和汽车电子等领域。

２４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大兴区

政府举行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２６日　 北京汽车青年购车基地落成仪式

在北汽鹏龙燕盛隆４Ｓ店举行。北京市团市委

向北汽鹏龙燕盛隆４Ｓ店授予 “北京汽车青年

购车基地”牌匾。

２７日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成立暨揭牌仪式在顺义区赵全营镇举行。

３０日　 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与中国全

聚德集团举行校企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１月　 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区

总部结算项目落户林河经济开发区。

同月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荣膺

中国幕墙行业首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

企业称号。

同月　 牛栏山酒厂再获中国最具影响力

品牌殊荣，同时被授予 “绿色品牌特别大奖”

荣誉。

２月

　　１０日　中国大陆的首条自主技术、自主

建设的京东方８．５代线项目首台工艺主体设

备———曝光机顺利搬入洁净间。

１５日　市委常委会召开第１７９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 《北京市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意见

（讨论稿）》。

１８日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公司举行合

资合作项目签约暨成立三周年庆典仪式。

２０日　北京首都酒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首都酒业由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京泰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组建。

２２日　北京现代第三工厂举行开工仪式

暨涂装车间钢结构启动仪式。

同日　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国第

一部新型５００千瓦发射机及天线试验播出，实现

了当年研制、当年生产、当年安装、当年开播。

同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六氟化硫气体回

收清洁发展机制 （ＣＤＭ）项目通过联合国审批。

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减少六氟化硫气体排放量约

６５５０千克，折合减排二氧化碳当量为１５．６万吨。

２３日　四方继保自动化公司审议通过

《关于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

ＡＢＢ （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合营公司的议案》。

合营公司在北京注册，投资总额为１１００万美

元，注册资本总额为７００万美元，专注于提供

全套高压直流 （ＨＶＤＣ）输电解决方案。

２４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李洪在委

会议 室 会 见 英 国 航 空、防 卫 和 安 全 协 会

（ＡＤＳ）主席ＩａｎＧｏｄｄｅｎ先生，英国驻华使馆

商务一秘 ＤｏｕｇｌａｓＢａｒｎｅｓ先生等一行，并就

在北京建立该协会中国首家办事处和相关合作

事宜进行了座谈。

２月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宣

布，以约３１００万欧元成功收购瑞典威格尔变

速箱厂的全部设备、装备及技术文件。

同月　北京天海公司荣获２０１０年中国工

业行业排头兵企业称号，这是北京天海公司连

续６次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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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

　　１日　北汽福田公司首批５０辆纯电动出

租车在延庆县投入运营。

同日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６０１９９２）。

同日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宣布收

购全球第二大通用航空企业———美国西锐飞机

工业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

３日　 “十一五”成果发布暨采购签约仪

式在北京举行。中芯国际、上海华力、长电科

技、通富微电与国内装备、材料企业分别签订

采购合同，采购产品包括集成电路高端制造装

备产品１５台 （套）、封测装备８７台 （套）以

及系列材料产品，首期合同金额８．８４亿元。

５日　２１时４０分，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的１号炉ＤＣＳ界面和ＢＭＳ界面的

上火焰同时熄灭，经过调试后的４号、５号 炉

燃气蒸汽锅炉开始试运行。这标志着正东集团

的动力生产结束了以煤为燃料的历史，进入清

洁能源时代。

同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出口的

第一台１２米欧ＶＢＪ６１２３纯电动客车登陆西班

牙。这是中国新能源客车首次进入西班牙

市场。

６日　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

转股增资北京爱普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式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９日　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的康

宁玻璃基板二期项目可行性核准会在北京举

行。来自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

的多名业内资深专家参加核准会。

同日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北京

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举行揭牌仪式。

１３日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代表市政府

与中国北车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受市政府委托，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朱炎、房

山区区长祁红、丰台区区长崔鹏与中国北车集

团共同签署有关 《项目合作协议》。

１５日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副市长

苟仲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首钢停产职工分流

安置等相关支持政策问题。市经济信息化委委

员樊健参加会议。

１６日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恒天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设国家时尚创意中

心。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主持签约仪式。

同日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时装之都时尚热销

服装品牌商业大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此次

颁奖活动共授予３９个品牌 “热销品牌”称号，

其中观奇洋服、五木、小护士等品牌同时被授

予 “营销金牌”称号。

１８日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旗

下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Ｅ２００ＬＣＧＩ优雅型

上市销售，其官方指导价为４６．５万元。

同日　由北京华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奥林匹克体育文化产业园，在顺义区空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工业园区内开工。

同日　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八届二次理

事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核并

通过了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以及

增补理事名单，通报了新增团体会员名单。

１９日　北汽福田汽车有限公司与怀柔区

政府签订福田重型机械项目入驻协议书。项目

总投资约２５亿元，占地约４２公顷。

２２日　北汽动力总成首台ＣＶＴ样机顺利

通过机械部分、通信系统和液压系统的台架

试验。

２３日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

山酒厂升级改造工程奠基仪式在牛栏山酒厂举

行，总投资８．３５亿元。

同日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副市长苟

仲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首钢股份公司资产置

换相关工作。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朱炎参加

会议。

２５日　大兴军民结合产业基地获批挂牌

“北京市军民结合产业基地”。

同日　 “汉帛奖”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青年

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决赛在北京饭店举行。７

号选手张碧钗凭作品 《释禅》获得金奖。

同日　北京汽车行业协会召开第四届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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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理事会、监事

会以及协会新一届领导集体。

２６日　纪念红都上海迁京５５周年庆典

“百年中山装 代代红都情”活动在京举行。

２８日　北汽投资有限公司与韩国大世株

式会社合资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双方将在北

京顺义区合资组建座椅公司，一期建设规模为

３０万台／年。合资项目投资总额为１７８０．８万

美元，韩国大世公司占总股份的５２％，北汽

投资公司占４８％。

２９日　合众思壮卫星导航产业基地奠基

仪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北京市副市

长苟仲文、副秘书长戴卫出席奠基仪式，市经

济信息化委副主任王学军出席并致辞。

同日　北汽微客品牌暨产品发布仪式在北

京举行。会上，北汽微客品牌———威旺正式发

布，其首款产品威旺３０６同时亮相。

同日　北汽福田２０１１款 ＭＰ－Ｘ蒙派克

在北京、青岛、广州等１０个城市的１００家４Ｓ

店同步上市。

３０日　由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国国际时装周组委会共同主办的设计师

大楼项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

行。该项目建筑面积４．７万平方米，高２４米，

地上６层、地下３层。

同日　 “水之恋”２０１１爱慕泳装发布会、

２０１１中国服装论坛中国非凡人物颁奖盛典在

京举行。

３１日　市政府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行

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双方签署了 《顺义区

人民政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海淀区人民政府、航天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 《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经济合作部

合作协议》。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

出席签约仪式。

３月　北京艾莱发喜食品有限公司被评为

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同月　绿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信得

威特科技有限公司和高能时代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３家企业顺利通过２０１０年北京市第十三批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４月

　　１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与巴马科市政府战

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在马里共和国首都举

行。马里交通部、巴马科市政府、市经济信息

化委、北汽福田公司等负责人参加签约仪式。

２日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节能降耗及应对气候

变化工作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市经济信

息化委被授予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节能攻坚突出

贡献部门荣誉称号，怀柔区被授予２０１０年度

北京市节能攻坚突出贡献区荣誉称号，北京红

星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沥青混凝土有限公

司、北京兴发水泥有限公司被授予２０１０年度

北京市节能攻坚突出贡献企业荣誉称号。

４日　中国汽车企业在非洲的首个生产基

地———福田东非生产基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工业区奠基。肯尼亚副总统穆西约卡、中国驻

肯尼亚大使刘光源、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朱

炎、内罗毕市政府市长奥姆维拉等出席奠基仪

式并致辞。

８日　中航工业汽车、北京亦庄国际联合

收购耐世特汽车系统公司暨中国区总部落户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签字仪式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举行。北京亦庄国际联合中航工业汽车收

购耐世特公司历时９个月，交割金额４．２６亿

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最大的

一次海外并购。

同日　北京同仁堂中药现代化产业园奠基

仪式在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举行。产业园占

地约３３．１３公顷，总建筑面积３６公顷。

同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王学军会见

美国伊顿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技术官Ｊｏｎｓ

ｓｏｎ先生一行，就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动力系

统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同日　北京市２０１０年度北京质量奖、北

京知名品牌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北京红星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荣获

北京质量奖入围奖；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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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

限公司、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北京金

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５个品牌荣获北京知名品

牌称号。

同日　北京现代第八代索纳塔轿车在北京

“水立方”隆重举行上市仪式。

９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北京汽

车自主品牌乘用车基地建设项目在顺义全面

启动。

同日　福田汽车欧曼ＧＴＬ新型节能重卡

数字工厂 （欧曼二工厂）投产仪式在怀柔举

行。欧曼二工厂投资２６亿元，占地面积约

４６．６７公顷，建筑面积１９．２万平方米，最大

产能１０万辆／年。

１０日　北京二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引进

战略投资者签约暨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

等领导出席仪式。

１２日　 “育林计划总结表彰大会”在北

京举行。怀柔区经济信息化委荣获２０１０年中

国中小企业管理提升最佳服务机构称号。

１３日　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中关村

智能交通产业联盟揭牌仪式。

１６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第一届

北京国际电影季组委会在北京共同举办官方指

定用车签约仪式。北汽集团为第一届北京电影

季提供５０辆北京奔驰轿车和５０辆北京现代第

八代索纳塔轿车，作为国际电影季接待贵宾

用车。

１７日　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北京中

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１９日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观生物芯

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暨博奥生物有限公

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桑

国卫，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

技部部长万钢等一同参观。

２１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工作会暨第二届

发明专利奖励大会在北京召开。北方微电子公

司的发明专利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００８７７６．９——— 《电感

耦合线圈及其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装置》荣获第

二届北京市发明专利二等奖。

２５日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中国民用航

空沈阳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签署通用航空适航

技术与管理合作框架协议。市政府副秘书长戴

卫、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姜贵平、中国民用

航空局适航司副司长殷时军、北航副校长张军

出席签署仪式。

２６日　昌平区人民政府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北京通用航空产

业园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副市长苟仲

文出席仪式并讲话。昌平区区长金树东和北航

校长怀进鹏代表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２７日　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一层黄金商

场重装开业。

２８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

同日　 《北京志·工业志》第二轮资料收

集培训会议在市经济信息化委召开。集团 （控

股）公司及其相关单位、信息化相关二级局、

处室和中心、协会、企业等有关同志参加

培训。

２９日　北汽福田公司与马哈拉施特拉邦

政府在印度孟买签署投资备忘录，北汽福田将

在印度建设第一家独资的中国自主品牌汽车

企业。

３０日　中国大陆首条自主建设并最早量

产的高世代 ＴＦＴ－ＬＣＤ线———京东方合肥６

代线实现满产，达到月产９ 万片玻璃基板

产能。

同日　北京市工商局授予王府井工美大厦

北京市无假冒商标示范商场称号，成为东城区

唯一一家获得此称号的商场。

４月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车辆研究所

与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在车辆试验领域

长期合作项目的研发实验服务框架协议。

同月　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与市社科院、北

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承担的北京都市工

业在４大功能区的发展定位研究项目荣获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同月　京煤集团昊华能源公司在香港注册

成立昊华能源国际 （香港）公司。昊华能源

１００％控股，注册资本金２００万美元，主要开

展海外业务。

同月　 顺义区燕京啤酒、鹏程食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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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山酒厂、朗姿服饰４家企业的４个品牌被北

京质量协会评为２０１０年北京知名品牌。

同月　北京顺鑫牵手果蔬饮品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曲美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康贝尔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

司等１４家工业企业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节

能攻坚突出贡献企业，共获得资金奖励８２．６

万元。顺义区同时被授予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节

能先进区县荣誉称号。

同月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荣获全国建材行业 “靠新出强”优秀企业称

号。公司研制的ＰＣＣ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

材料获得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硅酸盐学

会颁发的建筑材料科技进步三等奖。

５月

　　３日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正式批准牡丹园

区数字电视产业园规划条件。具体条件包括用

地规划要求、建设规划要求、绿化环境规划要

求及对交通规划、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

要求。

５日　第九届中国汽车创新论坛暨腾飞之

路———中国汽车行业十年发展成就盛典在上海

举行。北京现代被评为中国汽车十年影响力整

车企业品牌，旗下伊兰特车被评为中国汽车十

年经典乘用车，欧曼重卡荣获中国汽车十年经

典商用车称号。北京现代党委书记、常务副总

经理李峰被评为中国汽车十年影响力营销人物

荣誉称号。

８日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

金盛国瑞商贸有限公司举行合作签约仪式。双

方将整合优势资产、资源，拓展实物黄金销售

规模，建立全国首家 “非标金条回购与清算中

心”。

１０日　北京印刷包装集团公司与北京印

刷学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１３日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公布首批北

京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同仁堂

集团等４家单位入选。

１５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国电京城邯

郸热电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签约仪式。

１８日　在第十四届科博会北京·亦庄专

场签约仪式上，亦庄新区签约南航北京航空产

业城、彩虹集团 ＬＥＤ／ＯＬＥＤ 项目等十大项

目，投资总额约５２５．７４亿元。

同日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南车

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２５日　海淀区委宣传部正式与北京大华

无线电仪器厂签订海淀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协议书，资助５００万元用于支持 “７６８”

创意产业园园区建设。

同日　北京市副市长鲁某到首钢总公司及

首钢二通厂调研，就 “中国动漫游戏城项目”

进行了专题考察并座谈。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

任王学军陪同调研。

２７日　京东方８代线首个配套项目柏瑞

安电子产业基地举行竣工投产仪式。该项目占

地３．３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５万平方米，总投

资２．８亿元。产品主要用于为数字电视整机、

京东方５代线和８代线液晶显示屏配套。

同日　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的 “红螺及

图”被国家工商总局授予中国驰名商标。

２９日　２０１１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核心区建设大会在京召开。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所属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电科

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入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核心区５０强企业。

３０日　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召开成立大

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研究会

章程、选举办法、理事和监事推荐名单和会费

缴纳办法，选举出第一届理事会、监事会。

同日　北京安龙科技集团、北京永康药业

有限公司举行落户房山工业园区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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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

　　１日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试修的Ｘ１Ｋ

型集装箱专用平车通过铁道部生产质量鉴定。

同日　北汽福田承德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心

暨福田雷萨泵送机械宣化工厂二期技改项目投

资签约仪式在京举行。

２日　工信部发布２０１１年 （２５届）电子

信息百强企业名单。北京入围企业１０家，分

别是：联想 （第２名），北大方正 （第９名），

同方股份 （第１５名），京东方科技 （第２９

名），航天信息 （第３０名），华胜天成 （第６８

名），大唐电信 （第７８名），大恒新纪元 （第

８０名），紫光股份 （第８２名），中国软件 （第

８５名）。

８日　萌蒂 （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在通州

区联东 Ｕ 谷新厂址内举行新工厂开幕仪式。

项目总投资达８７７５万元，厂房建设面积７７００

平方米，采用英国ＮＡＰＰ公司、美国ＰＦ公司

的制药技术，生产高科技含量的麻醉类镇痛类

控、缓释制剂药品。

同日　恩布拉科创新大赛 （中国赛区）启

动仪式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８～９日　赤峰市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推介

会在京召开。北京京能集团、二商集团等１１

家企业在会上签订合作协议。

１０日　房山区与粤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就 《粤海高科低碳产业基地项目》签署合作

协议。

１１日　２０１１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暨北京市

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西单广场启动。市经济

信息化委副主任万新恒出席节能宣传周启动

仪式。

同日　２０１１中国汽车产业信息化高峰论

坛暨成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欧曼重卡荣

获信息化技术车型大奖，该奖项是信息化成果

方面唯一保留的国家级奖项。

１７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自主品

牌———Ａ１５０汽油机开发项目正式签约。

１８日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利用

水泥窑处置垃圾焚烧飞灰项目荣获第六届海峡

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览会金奖。

同日　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王国强视察北京同仁堂 （澳大利亚）有限

公司悉尼药店。

１９日　新疆２０１１年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在乌鲁木齐市正式启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签署产业转移合作协议。北京博远欣绿科

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海龙华昊建材有限公司代表

北京企业分别与和田市和洛浦县签署合作

协议。

２１日　北汽福田 “十二五”期间重点工

程之一的北京多功能汽车厂正式投产，拓陆者

（ＴＵＮＬＡＮＤ）皮卡品牌发布仪式同时举行。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黄骅汽车产

业园暨北汽有限车桥工厂项目奠基仪式举行。

产业园总投资１００亿元，位于黄骅经济开发

区，是集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出口、汽车销

售、物流及汽车制造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

２２日　北汽集团 （广州）汽车有限公司

揭牌暨自主品牌乘用车增城工厂奠基仪式在广

州增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该公司是

北汽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３．３亿元。

２３日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公司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海纳川公司全资收购荷兰

英纳法集团１００％股权，该项目已经得到国家

发展改革委的审批。

同日　鸡西市政府和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在恒山区举行黑龙江普莱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锂离子动力电池负极材料及石墨深加工项

目奠基仪式。该项目投资总额２５亿元。

２４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

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农

行北京分行将为北汽集团提供１００亿元的授信

额度，支持北汽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自主品牌

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及生产、并购等项目。

同日　北控绿色科技产业园项目开工和中

国北车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奠基仪式分别在房

山区窦店高端制造业基地举行。北控绿色科技

·２７· 北京工业年鉴



产业园总占地面积２６．８公顷，固定资产投资

约２０．５亿元，生产ＣＰＶ核心产品———化合物

多结芯片与接收器、高倍聚光透镜和聚光模

组。中国北车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总占地面积

１８６．４公顷，固定资产投资约１００亿元，重点

发展高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高端城际列车、

大型养路机械、大功率机车、中低速磁悬浮列

车、高速动车组和城轨车辆核心部件以及战略

新兴产业等项目。

２６日　 “十一五”电子发展基金汇报展

示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电子发展基金设立于

１９８６年，用于支持软件、集成电路、计算机

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数字视听、基础元器

件等产品和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十一五”期

间，电子发展基金累计投入３４．７１亿元。

２８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第十

五研究所太极公司继一期项目后，再次承担铁

路客户服务中心信息系统铁道部级二期工程互

联网售票部分系统集成项目。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戴姆勒股

份公司在德国签署总投资额约２０亿欧元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国总

理默克尔共同出席签约仪式。

同日　世界品牌实验室 （ＷｏｒｌｄＢｒａｎｄ

Ｌａｂ）在北京发布２０１１年 （第八届） “中国

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北京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以５５１．８６亿元的品牌价值入选，品牌

价值综合排名位列全国第２１位。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携手美国北

极星工业公司与伊春市人民政府签署 《伊春北

极星全地形车合作备忘录》，将在伊春建立全

国首家全地形车区域性装配销售和服务中心，

并以装配销售为开端，逐步实现零部件配套国

产化，进而打造一个全新的轻型森林特种车

产业。

２９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贾庆林来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北京

市数字电视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同日　中国大陆首条自主设计、自主建设

的８．５代 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京东方８．５

代线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产。总投资２８０

亿元，设计产能９万片玻璃基板／月。

同日　中关村科学城第三批建设项目签约

揭牌大会在皇苑大酒店举行。会上，北京市副

市长苟仲文代表市政府分别与北京大学、中国

气象局、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等共８家单

位签署共建中关村科学城合作协议。本次大会

为１１个建设项目揭牌。

２９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签署支持中国石

油大学 （北京）建设国际能源产业创新园的

协议。

３０日　 四维－约翰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的 “威斯坦”牌商标、北京禧宝露饮料有限责

任公司的 “禧宝露”牌商标和北京奥星恒迅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的 “ＡＨＰ”牌商标被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北京市著名商标。

６月　京城机电控股公司荣获中国机械工

业百强企业称号，位列第１４名。

同月　新大陆 （北京）科技园项目落户临

空国际产业基地。计划总投资１０亿元。

７月

　　１日　燕山石化公司曹妃甸千万吨炼油工

程项目筹备处揭牌暨北京燕化公司曹妃甸石化

装备制造项目开工仪式在曹妃甸举行。

４日　索尼爱立信全球研发中心与全球运

营中心在北京揭幕并正式启用。北京市副市长

苟仲文、瑞典驻华大使罗睿德、索尼爱立信总

裁兼ＣＥＯ柏诺德以及索尼爱立信大中华区总

裁奎迈格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

６日　北京电子城ＩＴ 产业园 Ａ８楼结构

封顶。

７日　美国 《财富》杂志发布２０１１年世

界５００强排行榜，首钢集团首次跻身其中，位

列第３２５位，是进入世界５００强的第一家市属

国有企业。

８日　第三届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

会成立。共确定评审委员会委员２３名。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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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换届仪式，并为新一届评

审委员会成员颁发证书。

同日　石景山区政府与首钢总公司举行招

商合作启动大会，共同签署 《建立联合招商合

作机制协议书》，点亮水晶球，为新首钢投资

服务中心揭牌。同时，一批新首钢高端产业综

合服务区相关项目进行现场签约。

同日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协议。北京服务新首钢股权创业投资企业注册

资本１０．１亿元，其中京煤集团出资２亿元。

９日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全新发动机

工厂奠基暨未来发展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亦庄

经济开发区举行。该工厂由中德双方共同投

资，是奔驰汽车在德国以外地区建立的首家发

动机工厂。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仪式并

讲话。

１０日　北京海纳川江森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奠基仪式在大兴区瀛海镇举行。总投资１．２

亿元，占地１．４公顷，主要生产座椅、驾驶

舱、门板和顶衬总成共４个系列９个品种

产品。

１１～１２日　北京三浦百草绿色植物制剂

有限公司和北京顺意生物农药厂部分产品生产

保障条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组织４

名专家的现场复查。

１６日　北京奔驰公司新一代梅赛德斯—

奔驰Ｃ级轿车上市仪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

新一代Ｃ级轿车共５款车型：Ｃ１８０经典型、

Ｃ２００优雅型、Ｃ２００时尚型、Ｃ２６０时尚型、

Ｃ３００时尚型。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出席上

市仪式。

１９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ＡＭＳ汽车集团在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市签

订合资协议。合资公司总投资约１．７６亿美元，

注册资金２０００万美元，北汽集团与 ＡＭＳ集

团各持股５０％。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签

约仪式并致辞。

同日　海聚工程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启

动仪式在阎村镇工业园区东区北侧举行。

２１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万新恒会

见前来拜访的日本野村综研董事谷川一行。双

方围绕对日招商工作交换了意见。

２４日　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签约仪式暨

品牌推介会在房山举行。北京长安研究院、京

城机电高端制造园、国能创新项目、瑞好公司

奔驰保险杠项目、迪蒙数控公司五轴联动电火

花加工技术项目签署入区协议。

２５日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

煤机制造维修基地开工仪式在鄂尔多斯市伊金

霍洛旗现代设备制造基地举行。该基地总投资

６亿元。其中，一期建设用地２．５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１．７６万平方米，投资１．５亿元。

２６日　北京工美集团举行工美艺城网购

物网站 （ｗｗｗ．ｇｍｅｃｉｔｙ．ｃｏｍ）开通仪式暨开

通发布会。

同日　北京雪莲集团内蒙古金三环羊绒深

加工项目在内蒙古巴林右旗举行奠基仪式。市

经济信息化委纪检组长张国栋在奠基仪式上

致辞。

２７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戴姆勒

东北亚就在华营销领域深化合作及资源整合发

表联合声明：为全面落实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与戴姆勒股份公司６月２８日在德国柏林签

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北京奔

驰与奔驰中国在华营销领域进行深化合作及资

源整合。

２８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总

装备部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签订 《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同日　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尤权主持召开

首钢搬迁调整工作协调小组第五次会议，就首

钢股份公司资产置换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题

研究。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宝山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研讨会并签订战略

合作备忘录。

同日　北京市六一仪器厂 “六一”商标再

次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

２９日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与英纳法集团的股权交割仪式在荷兰阿姆斯

特丹成功举行。

同日　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汇源

果汁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为产业发

展战略合作伙伴。

同日　北京工美集团举办珊瑚玉雕 《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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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喜获中国玉 （石）器 “百花奖”特等金

奖庆功会。

３０日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被评

为２０１１年中国上市公司最具竞争力十强 和

２０１１年中国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十强企业。

７月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为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８月

　　２日　北京市集成电路企业高级人才奖励

工作会在京召开。共有１３８６人获得奖励，总

金额１９３０．７９万元。

３日　北京嘉曼服饰有限公司在万达铂尔

曼大酒店举办水孩儿２０１２ “童颜无忌”发布

会。会上展示了 “缤纷”、“梦幻岛”、“波尔卡

公主”、“卡通猴”、“紫色游戏庄园”、“极限”、

“炫酷时代”、“小丑鱼”共８大系列童装。

８日　第五届中国品牌节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开幕，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获得２０１１品

牌中国华谱奖。

１５日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ＥＮ１５０８５

轨道车辆焊接质量体系通过复审。

１６日　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３０００吨锂离

子电池电解液二期 （技改）工程项目投料试车

一次成功。

１８日　悦康药业 （四期）化药国际化产

业园项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项目占

地９．６３公顷，总投资８．５亿元。

同日　北汽股份株洲分公司生产的３台

Ｃ３０Ｄ成品车，在天津市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完成该车型在验证阶段的碰撞测试，取得

总分４６．０３分的优异成绩，获得五星级的最高

评价。

同日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Ａ股主板上市。

２１日　北汽福田 （６００１６６）在２０１１ＣＣＴＶ

中国上市公司峰会暨央视财经５０指数发布仪

式上荣获 “央视财经５０·十佳成长上市公司”

称号。

２３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联

合大学在北京现代公司签订校企合作框架

协议。

同日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

属北京华腾新材料公司广东国望精细化学品有

限公司６０００吨改扩建项目一次投料试车成功。

２４日　首钢总公司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市副市

长苟仲文出席仪式并讲话。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北京市人民

政府签署 《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２６日　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

业技能竞赛总结表彰大会召开。２３１名同志被

授予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称号；

１０６名同志被授予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行业技

术能手称号；２８名同志被授予北京市工业和

信息化最佳操作能手称号。

同日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门头沟

工矿棚户区改造奠基仪式举行。项目位于门头

沟的军庄镇和王平镇，总投资约２８亿元。

同日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公司与国家大剧

院签约。星海牌钢琴、星海牌西管乐器、星海

牌民族乐器成为国家大剧院举办的所有公益活

动指定专用乐器。

２８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举办

成立十五周年庆典活动。仪式上，北汽福田公

司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石

油、普天海油４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随

后，北汽福田公司举行第５００万辆福田汽车下

线暨欧曼ＧＴＬ重卡发布仪式。北京市副市长

苟仲文出席仪式。

３０日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

发行５０００万股，开盘价４３元，涨幅２２％。

３１日　北京现代公司第３００万辆汽车在

北京现代二工厂正式下线。

同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巴基

斯坦在新疆乌鲁木齐签署城市公交长期战略合

作备忘录。由巴基斯坦信德省政府合资成立

“信德客车有限公司”，该客车公司将致力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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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卡拉奇和海德拉巴等地区建立专业、

完善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北汽福田将为该客

车公司提供其所需的全部公交车辆以及相应的

技术和服务支持。

８月　 燕京啤酒集团在第五届中国品牌

节上荣膺２０１１品牌中国华谱奖、２０１１品牌中

国金谱奖和２０１１品牌中国大奖３项大奖。

９月

　　１日　北京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整体迁

入位于大兴采育工业开发区的新校园，结束了

采育、丰台２校区双线教学的局面。

同日　北京燕山石化橡塑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在北京市工商局燕山分局注册。

２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英飞

凌科技股份公司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双方签订新能源领域合作备忘录。

３日　２０１１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发布暨中国大

企业高峰会在成都召开。会上公布了２０１１中

国企业５００强、中国制造企业５００强、中国服

务业企业５００强和中国企业效益２００佳。其

中，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位列中国企业５００

强第５０位、中国制造企业５００强第１８位、中

国企业效益２００佳第３９位。

５日　美国科迪华公司、北京工业发展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在北

京就成立科迪华中国合资公司相关事宜签署备

忘录。

６日　北京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与北京

奔驰公司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同日　北京市政协主席、推进燕房合作协

调小组组长王安顺，市政协副主席、推进燕房

合作协调小组副组长熊大新等领导到燕山石化

调研燕房合作的进展情况。

同日　第一届中国国际新材料产业博览会

在哈尔滨举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工信部

部长苗圩、副部长苏波，黑龙江省省长王宪魁

出席博览会。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靳伟、副

主任李洪、副主任王学军率领北京展团参加此

次博览会。

８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就推动燃煤锅炉整体改

造，以资本为纽带，开展供热资源整合、企业

改制、产业联合等全面合作达成一致意向。

１８日　国内第一个采用国产设备、日前

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在 “莱锦创意产业园”

举行开园仪式。

２２日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京北方节能

环保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揭牌仪式。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石岩、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韩伟

在揭牌仪式上致辞并共同为北京北方节能环保

有限公司成立揭牌。

同日　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以

“中国装备、装备中国、走向世界”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被评为 “功勋企业

家”，北汽集团荣获 “装备中国功勋企业”

称号。

２３日　２０１１年中国化工企业５００强发布

会暨做强、做优、做久高峰论坛在张家港市召

开。北京首创轮胎有限责任公司荣获２０１１年

中国化工企业５００强第３８３名。

２５日　北京国际设计周 “７５１”设计之旅

开幕式在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行。

同日　中日科技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

饭店举行。中日友好绿色产业园正式落户北京

高端制造业基地，国能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和国

能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入驻企业。园区

占地约３３．３３公顷，投资总额２０亿元。

同日　国能电力房山产业园签约仪式隆重

举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副市长苟仲文

出席项目签约仪式。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靳

伟主持签约仪式。

同日　平谷区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在平谷区兴谷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福田汽车

平谷综合产业园项目入驻协议签字仪式。项目

占地约２４６．６７公顷，投资７８亿元，定位于汽

车、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产品和零部件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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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与销售，以及为上述业务提供配套支持的物

流基地。

同日　第四届中国汽车造型设计大赛在北

京落下帷幕。北汽Ｂ４０荣获最佳功能设计奖，

北汽ＢＣ３０１荣获最佳潜力设计奖。

２６日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项

目获国家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

同日　北汽股份公司北京分公司自主品牌

中高端基地冲压中心 Ａ 线落成庆祝仪式在顺

义区赵全营镇高端基地举行。

同日　北京博奥生物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

甲胎蛋白 （ＡＦＰ）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

光法）产品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医疗器械证书。

２７日　中国大陆首条最高世代液晶面板

生产线———京东方北京８．５代线实现量产。

２８日　北京市第一家酒博物馆———北京

二锅头酒博物馆暨前门源升号博物馆正式

开馆。

同日　中国北车北京轨道交通产业园 （一

期）开工仪式在北京高端制造业基地举行。

同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

朝阳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奥运望塔工

程项目融资租赁合同。

２９日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国

际矿业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在丰汇时代大厦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旨在

促进矿业权有序流转和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追求共赢。

３０日　延庆县与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北控集团

立足于延庆县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围

绕绿色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全面服务于延庆城乡一体化建设。

９月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北京

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 “７９８”艺术区内共

同建立 “７９８”文化创意产业留学人员创业园。

同月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推荐候选人现场

技艺拍摄工作启动。万紫、白静宜、李万顺、

孙颖、刘卫国、陈烈汉、张铁城、张荣达、杨

玉栋、哈亦琦、赵琦、康玉生共１２位候选人

代表北京市参加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评审。

１０月

　　７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分布式发电、储

能及微电网接入控制试点工程成功并网发电，

实现风、光、储联合运行。该工程位于河北省

承德市围场县御道口乡御道口村，建设风力发

电６０千瓦，光伏发电５０千瓦，储能８０千瓦

时～１２８千瓦时，以及户用风光储微网４套。

９日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中关村科

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 《关于公布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创新试点第一批试点

单位的通知》，北京博奥生物有限公司入选第

一批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准创新试

点单位”名单。

１１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在全国机械工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第五次演示

会上荣获全国机械工业职工技术优秀示范单位

称号，共受表彰２１项。

１３日　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 “红星青花

瓷包装设计”获２０１１北京国际设计周年度设

计奖 “视觉传达设计奖”。

１８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５轴１６０吨全地面起重机

（ＱＡＹ１６０Ｅ型）正式亮相，它是目前国内唯

一的性能指标与国外高端产品相当的新一代

１６０吨全地面起重机。

同日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首钢总公

司举行研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

同日　北京现代第三工厂主体工程 （厂

房）竣工。

１９日　北汽福田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亿

马先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举行纯电动出

租车动力系统采购合同签字仪式。北京市副市

长苟仲文出席仪式并致辞。

同日　 《北京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年～２０２０年）》正式印发，是全国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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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通用航空产业十年发展规划。

同日　京煤集团机械装备产业园开工奠

基。该园规划占地２０公顷，建筑面积９公顷，

总投资３亿元。

同日　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智能微电网

项目通过环保审批。该项目是国内第一个基于

智能微电网的分布式智能电网示范工程，是北

京地区智能微电网标志性建设项目。

同日　爱慕·郡是服饰有限公司开业仪式

在爱慕大厦举行。

同日　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德

国奇昊公司在北汽大厦举行合资备忘录签字仪

式。股权比例海纳川占５１％，奇昊占４９％，

主要产品包括车身冲焊组件、高强度热压成型

件等金属结构件产品。

２５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签署协议，共同组建北京通用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

同日　意大利时尚协会和中国服装设计师

协会主办的 “２０１１中意时尚峰会”在北京王

府半岛酒店举行。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戴卫出

席并致辞。

同日　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和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组织的２０１１年机械行业两化融合推

进大会暨机床行业两化融合评估发布会在北京

万商花园酒店召开。

２６日　科技部公布全国第一批现代服务

业创新发展示范企业名单，北京义翘神州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入选的唯一一家生物医药

企业。

同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一代

时尚多功能汽车———拓陆者 （ＴＵＮＬＡＮＤ）

于北京拉斐特城堡亮相，这是中国商用车企业

自主品牌产品第一次向全球发布。

同日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与韩国

蓝星公司在北京就Ｂ１８５发动机合作开发项目

签约。

同日　北京市政协主席、市推进燕房合作

协调小组组长王安顺主持召开推进燕房合作第

九次协调小组会。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宣读

《关于调整推进燕房合作协调小组成员的通

知》。

２７日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Ｘ１Ｋ型车

手制动机改造和加装电线防护管座方案、Ｘ７０

型集装箱专用车装用压紧式快装管接头方案通

过铁道部审查。

２８日　中国石化重点工程项目———燕山

石化３万吨／年溴化丁基橡胶装置开车，并产

出合格产品。

同日　北京市六一仪器厂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认定。

２９日　北方微电子公司成立十周年暨新

厂房落成庆典在位于亦庄的新厂房隆重举行。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到会并讲话。

３１日　首钢冷轧公司通过奔驰汽车供应

商生产过程质量评审。

同日　北汽股份公司工程研究院意大利都

灵造型办公室揭牌。

１０月　器件集团器件六厂正式通过相关

特种电子产品ＧＪＢ９００１Ｂ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这是北京市电控系统第一家通过该体系认证的

企业。

同月　北京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建

厂十周年庆典，并在公司大厅举行邓小平铜像

揭幕仪式。

１１月

　　１ 日 　 由北京著名女装品牌 ＷＨＩＴＥ

ＣＯＬＬＡＲ （白领）承办的２０１２春夏系列中国

国际时装周中国时尚大奖２０１１年度颁奖典礼

在北京饭店举行。

同日　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新能源产业

孵化中心２ＭＷＰ屋顶光伏电站开工建设。

１～４日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建立和

实施的ＩＲＩＳ管理体系以７０％的高分通过第二

阶段审核。９月１５～１６日该体系通过第一阶

段审核。

２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戴姆

勒集团在德国斯图加特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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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书。

同日　国家电网公司智能电网首批试点工

程之一———华北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

（ＳＧ－ＯＳＳ）投入电网运行控制，这标志着华

北智能电网调度技术支持系统试点项目由建设

转入正式运行。

５日　由北京市科委、丰台区委区政府共

同推动的新兴际华 “两园两院一联盟一中心”

的应急救援科技产业项目举行签约仪式，标志

着北京首个应急救援科技产业项目正式落户丰

台区。

６日　在第十四届京台科技论坛上，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签下茂林光电、联恒工业冲压

件两大项目，总投资额达８５００万美元。

７日　２０１２中国卡车年度车型评选活动在

北京举行。欧曼重卡ＧＴＬ荣获２０１２中国卡车

年度车型重卡奖。

９日　中关村航天科技创新园、中关村航

空科技园、现代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信

息服务创新园开工仪式分别在航天科技集团北

京卫星制造厂、中航工业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

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

十五研究所举行。市委常委赵凤桐、副市长苟

仲文出席活动。

同日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和私募

中票债券获国内权威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授予国内最高的信用级别 ＡＡＡ

评级。

１０日　意大利维龙投资公司入驻通州经

济开发区南区签约仪式在通州誋县镇举行。该

项目占地约６．９３公顷，主要为阿迪达斯公司

代建华北地区物流配送基地、总部结算中心。

同日　第五届北京工艺美术展暨首届北京

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在第六届中

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同时开展。

共有百位国家级、北京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和近

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和大师工作室的１５００件作

品参展。

同日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与美国ＰＴＣ

公司举行双方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授牌

技师学院建立ＰＴＣ授权考试中心，成为ＰＴＣ

公司在中国合作的第一家技工学院。

１１日　北京二商集团与北京神舟软件技

术有限公司、艾旺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有限公

司在北京怡和阳光大厦举行二商大红门肉类食

品安全 （追溯）项目签约仪式。

１２日　北京信威通信产业集团与缅甸全

球通公司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签署技术转让合作

协议。市经济信息化委委员樊健主持签约

仪式。

１６日　北京鹏龙天创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宣告成立。

２０日　 “通航时代 协同创新”系列活动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分别与昌平区人民政府、中航重机公司、北汽

集团、北京通用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航天科技

股份公司、中航国际 （香港）公司签署 《激光

快速成型项目入驻北京通用航空产业园入园协

议》、《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和 《北京通用航空

研究院有限公司出资人协议》。

同日　北京北航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

奠基。

２１日　０２专项２０１１年度监督评估意见反

馈会在北京召开。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北京

市副市长苟仲文、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市经

济信息化委副主任梁胜参加会议。

同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与国网通用航空

公司举行人员、资产和安全责任移交签字仪

式，正式完成了在人、财、物方面的交接

工作。

２２日　２０１１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开幕

式暨高峰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２４日　由 《大公报》主办，中国证券业

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

香港证券业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 “金紫

荆”奖在香港正式揭晓。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入选中国证券最具成长性上市公司

“金紫荆”奖。

２５日　 “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展暨 “书

画北京”活动仪式正式启动。王致和腐乳、全

聚德烤鸭、红星二锅头、平谷系列小提琴等

１０件工业产品荣获 “游客心中北京十大必购

旅游商品”奖。

同日　北汽自主品牌 “威旺”株洲市政府

采购项目首批车交车仪式在株洲市炎帝广场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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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日　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举行奠

基一周年暨首批企业入园签约仪式。

同日　阔别京城百姓１５年的北冰洋汽水

正式上市销售。

２９日　中国四维测绘集团有限公司揭牌

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将中

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分立为存续的中国卫

通和航天四维科技，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四

维测绘集团有限公司。

３０日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动力

总成发动机厂竣工暨首台自主品牌发动机———

Ｂ２０５发动机下线仪式举行。

１１月　东方雨虹获封 “金紫荆奖”最佳

中小型上市公司。

同月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医药科技

创新服务联盟 （ＢＤＡＡＩＴＳＢＩ）在开发区生物

医药园正式成立。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伯旭、

副主任杜新安、市经济信息化委副局级王颖光

共同为联盟揭牌。

同月　由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企业联合会

主办的２０１１年第二十六届北京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评审结果公布。牡丹集团申报的推

进牡丹二次创业的 “一体化”战略规划及其延

伸项目荣获一等奖，创新职代会工作机制，践

行民主管理制度项目荣获二等奖。

１２月

　　１日　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易地技术

改造项目在通州区进行总体竣工验收。

同日　２０１１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颁奖

在北京饭店举行，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作为

汽车界唯一领军人物获此殊荣。

２日　由北京工美集团牵头，８２家工艺美

术行业企业共同成立的北京工美联合企业集团

和北京工美联谊会召开成立庆祝大会。原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特

意为北京工美联合企业集团和北京工美联谊会

成立题写贺词。

同日　首辆国产ＧＬＫ越野车 （ＳＵＶ）在

北京奔驰公司ＧＬＫ生产车间正式下线。

３日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市长郭

金龙到首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

调研。

５日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

华夏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华夏银行将

为公司提供５０亿元意向性授信。公司以此进

一步加快数控机床、发电设备、工程机械、环

保等主要产业板块的发展。

６日　全球第二大医药公司默沙东宣布在

北京朝阳区望京工业园成立亚洲研发总部，进

行创新药物的研发。总部占地总面积为４．７

公顷。

同日　由新兴际华集团牵头，中国安全生

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中

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交通学院、北京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发起

的———应急救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起成

立大会在丰台区举行。

７～９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１０００千伏长

治－南阳－荆门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扩建

工程启动华北送华中５００万千瓦大负荷试验，

并取得圆满成功。

８日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总装

备部和海军与北京市政府推进军民融合项目合

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同日　２０１１年 （第二届）中国电动汽车

全产业评选颁奖典礼暨中国电动汽车全产业链

发展论坛开幕。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和谊荣获２０１１年度特别贡献奖，北汽新能

源公司被评为年度优秀电动汽车企业，北汽新

能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Ｃ３０ＤＢ纯电动车荣

获产品组轿车类年度优秀电动车型奖，北汽福

田旗下产品荣获产品组客车类年度优秀混合动

力公交客车奖。

９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生态工业园领

域专家对已经挂牌的８个市级生态工业园试点

园区建设情况进行考评。考评标准共计６类

２０项指标。

同日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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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规划》、《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基础

与新材料产业调整发展规划》发布。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

谊率代表团访问美国ＥｃｏＭｏｔｏｒｓ公司并与该

公司首席执行官ＤｏｎＲｕｎｋｌｅ先生进行了会谈。

双方达成意向，北汽集团将与ＥｃｏＭｏｔｏｒｓ公

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北汽集团将由战略规划部

牵头，动力总成公司与新能源汽车公司参与，

与ＥｃｏＭｏｔｏｒｓ公司尽快开展ＯＰＯＣ汽油发动

机的研发工作。

同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所属分离企业国有产权划

转移交协议》，标志着公司主辅分离改革重组

工作顺利完成。

１１日　北京市政府与北京福建企业总商

会座谈会暨房山、平谷区专题推介会在世纪金

源大饭店召开。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与房山

区、平谷区政府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仪

式，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作重要讲话。

１５日　首钢总公司与中国北方机车车辆

工业集团公司、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首钢文馆举行。市

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靳伟主持仪式，北京市副

市长苟仲文代表市政府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签署表示祝贺。

同日　第五届 “北京影响力”颁奖盛典在

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

林出席。北京金隅集团荣获影响百姓生活十大

影响力企业称号，董事长蒋卫平荣获影响百姓

生活十大影响力企业家称号。

１６日　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专业硕士

培养项目启动。该硕士专业率先在全国推行

“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双导师制”的教学

方式，聘请了北京１０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为硕士研究生导师，负责口传心授传统技艺。

同日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注册

成立。该公司由北汽福田汽车有限公司、戴姆

勒股份公司和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６亿元人民币共同组建而成。

同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特高压扩建工程

完成华北送华中大功率５００万千瓦大负荷试

验，至此，国家电网特高压扩建工程正式投入

运行，成为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

强、技术水平最先进的交流输电工程。

１６～２３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华北分部、

冀北电力公司组建工作完成。历时８天，成立

组建工作领导小组，下设７个专业工作组，经

历了制订方案、宣传动员、实施、全员到岗四

个阶段，完成华北分部１２个处室、冀北电力

公司１４个职能部门的组建工作，原本部３８８

名员工全部到岗到位。

２０日　北京水泥厂有限责任公司荣获第

三批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同日　北京奔驰公司举办长轴距Ｅ级轿

车出口交车仪式，首批３５辆车出口到南美

市场。

２１日　市经济信息化委召开第三届评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市级珍品和工美杯作品

进行评审。珊瑚玉雕 《九龙浴佛》、花丝镶嵌

《凤冠》、玉雕 《思想者》被推荐为北京市级珍

品。评选出工美杯特别金奖作品２２件、金奖

作品２９件、银奖３８件、铜奖３４件、优秀作

品奖２５件。授予参加首届北京工艺美术创新

设计大赛的３８家单位最佳创意设计团队和优

秀创新设计团队称号。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与北京理工大学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理工大学举行。

２２日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

暨揭牌仪式在北京西国贸大酒店隆重举行。这

是全国第１２２家、北京市国资委系统正式批准

的第一家企业财务公司。

２３日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

轨道交通建设公司、市政路桥、中铁五局、中

建市政战略合作暨首批盾构机签约仪式在三一

产业园举行。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出席仪式并

讲话。

同日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开发

银行北京分行在北京民族饭店签署 《开发性金

融合作协议》。

２４日　北京市第四届学生装展评会暨首

届铜牛杯 “用科技呵护未来———新功能学生体

育装”设计邀请赛决赛和颁奖典礼在 Ｄ－

ＰＡＲＫ北京时尚设计广场举行。进入决赛的

作品共有３２组，最终评出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优秀奖、最佳组合奖和最具创意奖。

同日　北京市六一仪器厂与上海交大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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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２ＤＥ成套设备技术开发项目启动，该

项目是 “十二五”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

专项项目。

２５日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国家风光储输

示范工程建成投产。工程通过风光互补、储能

调节、智能调度，实现了新能源发电的稳定、

可控性，有效破解了新能源并网的技术难题。

２６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北汽福田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举办北京千件专利创造计

划暨首批千件企业认定仪式。北汽福田公司成

为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地区首批年度专利申请过千

件的两家企业之一。

２７日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中国电子国际工程研究院产研基地在北京

亦庄开发区举行奠基仪式。该项目计划投资

６．５亿元，占地面积７．５６公顷，建成集综合

产品验证、大型系统项目集成和联试、关键软

件研发和核心设备研发生产、海外高技术人员

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系统集成中心。

２８日　北京电子制造装备行业协会会员

大会暨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在北京北方微电子

公司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第一届理事会财务情况报告、第一届监事

会工作报告及协会 《章程》的修改意见等，选

举产生协会第二届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常务

理事、理事等。

同日　北京汽车自主品牌中高端乘用车

Ｃ７０Ｇ设计发布暨生产准备启动仪式在北汽股

份北京分公司总装厂举行。北京汽车自主品牌

首辆车成功下线。

２９日　国家工信部发布第２３２批 《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目录》和第２９批 《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

北京长安汽车公司的ＳＣ７００５ＥＶ车型均进入

以上目录，成为北京汽车工业历史上首个自主

品牌纯电动轿车产品。

３０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北京召开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暨首次股东

大会。

同日　中国最大燃煤电厂环保及节能解决

方案供应商以及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服务商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国

电科环，股份代号０１２９６）在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成功上市。国电科环本次全球发

行１０．９２５亿股 Ｈ 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８．３８％，募集资金总额约为２４亿港元。

同日　由北京工艺美术大师设计、北京工

美集团制作的上海世博徽宝———金玉 《和玺》，

荣获中国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荣誉特许产品

金奖。

３１日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跨类生产

自主品牌乘用车生产资质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

复。至此，北汽股份已拥有全系列乘用车产品

生产资质。

同日　由中国工程院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联合全国相关领域优势单位在北京共建成

立中国航天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

１２月　北广科技公司获得北京市科学技

术委员会颁发的北京市广播电视技术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认定证书，有效期为３年。这是北京

市唯一一家获得认定的广电工程行业的研究中

心，也是电控系统第一个获得认定的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同月　首钢技术研究院开发的 “一种解决

连铸小方坯疏松缩孔偏析的轧制方法”在中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行的第

十三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荣获中国专利优

秀奖。

同月　北京市第十四批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结果公布。北京世纪东方国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４１家企业的技术中心通过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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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全市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

成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４５１３．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５．９％；实现增加值２８９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７．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１５７５３．４亿元，同

比增长６．４％；完成出口交货值１５３６亿元，

同比下降６．４％。

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医药产业增加值率和

增速不断提高，已成为仅次于汽车和装备产业

的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汽车产业产

品结构高端调整，产值增速高于产量增速

１４．６个百分点。装备产业受风电、太阳能光

伏制造业调整影响，整体增长平稳。电子信息

产业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电视、

大规模集成电路、ＬＥＤ等产业，移动通信产

品占全行业比重过高的格局逐步改善。

实体经济投资力度加大。年内，全市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７５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４％，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１２．７％，比上年同期

提高３．２个百分点。京东方８．５代线６月底顺

利投产，数字电视产业园配套建设进展顺利，

奔驰首个德国境外的发动机工厂在京奠基，燕

房合作和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

节能减排取得进展。４５家 “三高”企业

退出，北新建材公司完成搬迁，３０家企业通

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全市工业总能耗

２３２９．７万吨标煤，同比下降９％；万元工业增

加 值 能 耗 为 ０．７６４ 吨 标 煤， 同 比 下 降

１５．３４％，为全市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做出重要

贡献。

产业布局进一步合理。全年城市发展新区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市３个百分

点，比去年同期提高了２．６个百分点。工业产

值占全市比重比上年提高了０．１个百分点，高

端产业向城市发展新区聚集。

年内，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３０４８．８亿元，

同比增长７．５％，占全市ＧＤＰ比重的１８．８％，

为全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济运行处）

【汽车与交通设备产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汽车

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产值２２７１．９亿元，

同比增长１６．１％，增加值５６２．１亿元，同比

增长１３．０％。其中，整车实现产值１５７８．３亿

元，同比增长１８．５％；零部件实现产值６５４．９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７％。

年内，北京累计生产汽车１５０．５万辆，同

比增长０．１％；累计销售汽车１５２．６万辆，同

比增长２．４％。北汽集团市场占有率为８．２％，

与去年持平，居全国第五。北京现代公司销售

汽车７４．０万辆，同比增长５．２％，乘用车市

场占有率为５．１％，排名全国第六，轿车市场

占有率为５．８％，排名全国第五。其中，悦动

轿车销售１９．１万辆，在全国单品牌轿车销售

排名中居第九位。北汽福田公司销售汽车

６４．０万辆，同比下降６．２％，商用车市场占有

率为１５．７％，较去年同期增长０．１个百分点，

全国排名第二，与销量排名第一的东风商用车

相差约１．６万辆。其中，福田中重卡产品累计

销售１０．５万辆，同比下降２．５％，占有率由

去年的８．１％增至９．４％，全国排名第四。北

京奔驰公司销售汽车７．８万辆，同比增长

１００．２％。其中，奔驰 Ｅ 级轿车销售４．５万

辆，Ｃ级轿车销售３．３万辆，ＧＬＫ （ＳＵＶ）

销售２５９辆。北汽有限公司销售汽车５．８万

辆，同比下降１０．４％。其中，由于军方订货

减少，二代军车全年销售３０７６辆，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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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二代军车自２００７年８月投产以来，

累计已销售３．０万辆。

（汽车与交通设备产业处）

【电子信息产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子信息制

造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１９５５．６亿元，

同比下降７．６％；实现销售收入２３６２．５亿元，

同比下降４．１％；利润总额达到９３．８亿元，

同比增长３９．３％；出口交货值９５６．１亿元，

同比下降１３．４％；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２２２．３

亿元，同比增长９１．５％；实际利用外资１．２

亿美元，同比下降２２．５％。北京电子信息制

造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０．５％。

重点项目进展顺利。全年电子信息产业重

点项目６４项，合计总投资达２０００亿元。其

中，已竣工或阶段性投产项目１６项，总投资

３５０亿元；新开和续建项目１８项，总投资３２０

亿元；手续办理阶段项目１６项，总投资６５０

亿元；前期在谈项目１４项，总投资６６０亿元。

１４个高端产业化在谈项目总投资达５８９亿元，

其中宽带资本及联想、方正、彩虹、信威等９

个项目基本落地并开始选址和筹建。按产业分

类，数字电视产业园项目２６项，移动硅谷产

业园项目２个，集成电路产业项目６项，ＬＥＤ

产业１１项，自主创新项目４项，其他项目

１５项。

项目建设和投产情况。总投资２８０亿元的

京东方８．５代线第一条生产线于６月２９日点

亮投产，９月底实现３万片／月产能阶段性量

产。冠捷液晶电视、显示器生产基地项目开工

建设，项目总投资１６亿元，设计产能为１０００

万台液晶电视／年、１０００万台液晶显示器／年，

计划２０１２年二季度竣工投产。康宁玻璃基板

项目进展顺利，项目总投资８．７亿美元，设计

产能２１６万片／年，２０１１年完成投资１０亿元，

计划２０１２年建成投产。中芯国际扩产项目一

期扩产融资，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５亿元，

二期项目已通过环保部环评，开始立项及建设

筹备。中电科、北方微等４项集成电路装备配

套项目今年全部建成投产，年新增产值超过

２０亿元。

招商引资。２０１１年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丰

硕成果，１４个高端产业化在谈项目总投资达

５８９亿元，ＴＦＴ－ＬＣＤ、ＬＥＤ三大产业对日招

商确定了重点招商对象，以在京核心企业为主

导，配合企业开展对日招商工作。

（电子信息产业处）

【装备产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装备产业规模以

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４３２亿元，同比

增长１０．０％，占全市工业１６．８％；实现工业

增加值５４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８％；实现收

入２５５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８．２％，占全市工

业１６．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５５．５亿元，同

比下降１．２％。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装备产业发展规

划》发布。按照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大力发

展节能环保装备，提升发展高端制造装备的发

展思路，确定了坚持发展总部经济与推进产业

实心化相结合、坚持拓展产业空间与优化集约

发展相结合、坚持带动规模发展与提升发展水

平相结合的发展原则，提出了总量规模、竞争

能力、企业实力、空间布局和节能降耗等７个

方面的发展目标。“十二五”时期，北京装备

产业将重点发展智能电网、风电、光伏、储能

电池等重点产业，关注核电、生物质能等潜在

产业，提升火电设备、煤矿机械、石油机械等

传统产业，做大规模，形成北京装备支柱产

业；培育一批节能环保装备产业的小巨人企

业，推动产业专业化发展，以工程服务为带动

支撑，以政策引导促进产业升级，以市场带动

技术提升；做精数控机床产业，做强仪控系统

产业，做大工程机械产业，做专其他装备及关

键基础零部件产业。重点在发挥总部经济效

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搭建战略合作平台、

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实施

“走出去”战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加快技

能人才培训８个方面开展工作。

重大项目建设。推动三一电气园、捷宸阳

光一期、神雾节能减排基地等项目建成达产，

增加产能；推进金风科创研发生产经营基地、

航天煤气化装备基地、中冶赛迪基地等项目实

现投产，增加产出；协调京城机电产业基地、

中高能源装备基地等项目落地；争取国家电

网、中国华电、中核集团等央企二级公司总部

和产业化项目落户北京。

产业链拓展。重点推进通用与国电集团、

电科与国电集团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与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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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间产业合作，推动其在京产业化。推动了

三一北京与市轨道交通、市政路桥、中铁五

局、中建市政的战略合作；推动了首钢集团与

三一北京、金风科创的新产业合作。

空间布局规划。围绕新能源装备、节能环

保装备、高端制造装备三大板块的空间布局思

路，与昌平、顺义、平谷、通州、大兴、房

山、怀柔、延庆等区县、开发区沟通，共同推

动新能源产业带、节能环保产业带和高端装备

制造业基地建设，推动项目入驻。

经济运行监测。根据重点发展领域、重大

项目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重点装备类企业经

济运行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进度。协调符合工

业统计条件的２４家企业入转统，增加产值

１１０亿元。结合产业特点及运行态势分析，跟

踪重点装备企业发展趋势，掌握企业生产运营

动态，引导企业可持续发展。

高端人才引进。推进装备产业高端人才引

进工作，协调三一北京等企业引进了海外高端

人才４名。运用 “海聚工程”政策，认定了普

能科技１名科技人员为新能源领域专家。

（装备产业处）

【生物和医药产业】　２０１１年，全市生物和医

药产业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规模以上

企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３６．５亿元，完成销

售收入５２１．５亿元，实现利润９０．６亿元，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亿元，同比增长保持在

２０％左右。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生物和医药产业

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 “十二五”时

期内实现生物和医药产业由 “先导产业”向

“主导产业”跨越的阶段性目标，确定了 “创

新驱动、聚焦高端、融合发展、服务民生”的

产业发展主线，从打造重点企业、加强成果转

化、提升优势产业、升级生产水平等方面系统

地提出了产业发展路径，从体制机制、空间人

才等方面制定了保障措施。

产业指标顺利实现。全市生物医药企业抓

住 “保增长、促发展”这一核心，在相关产业

激励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提高了企业生产经营

积极性，较好地抵御了国内外不利形势的影

响，行业全年实现新增产值９２亿元，工业增

加值对全市工业贡献率达到近１个百分点，成

为全市产业 “保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天坛生

物、悦康药业等一批大型新建项目的带动下，

年内生物和医药产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３２

亿元，超额完成全年投资计划，创历年新高。

新版ＧＭＰ认证工作启动。受产业新政策

影响，生物和医药企业陆续启动新版ＧＭＰ改

造工作。拜耳医药公司成为全国首家通过新版

ＧＭＰ认证的生产企业，泰德制药成为全国首

批通过新版 ＧＭＰ认证的小容量注射剂生产

企业。

市重大医药产业项目推进领导小组成立。

为集合各部门资源、系统推进生物和医药产业

在京发展，年内由主管副市长牵头，市发展改

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人力社保局、市卫

生局、市药监局和市国资委共同组成重大医药

产业项目推进领导小组。在推进重大项目落地

的工作中，小组成员单位通过加强信息沟通交

流、共同商讨项目方案等方式形成合力，从定

价、招标、采购和审批等多个角度集中开展政

策咨询，形成优惠政策的累积，成功促成了一

批重大项目的落地。

重大项目集中落户。年内，全球生物医药

产业巨头默沙东公司正式宣布投资２亿美元在

京建设亚太研发基地，诺和诺德研发中心、韩

美药品北京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总投

资达３０亿元的同仁堂大兴产业园正式奠基，

天坛、民海、科兴三大疫苗产业基地以及悦康

药业三期、以岭药业、舒泰神等重点项目进入

全面建设期；利德曼二期、绿竹生物结合疫苗

研发及产业化基地、悦康药业四期国际化产业

基地等新项目分批启动；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

司总投资３亿元的 “西藏高原有机保健食品北

京深加工基地”、华润北药大兴工业园以及大

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国际企业花园等项目进入

论证和落地阶段。

品牌质量工作持续深入。年内，按 《北京

市 “十二五”时期生物和医药产业发展规划》

启动实施了品牌通用名药行动计划，支持北京

生物和医药企业实现一批质量技术标准达到原

研水平、价格合理、临床应用广泛的重大通用

名药物的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高端

制剂的批量出口，显著提升我市制剂生产水平

和能力，行动计划的发布得到了包括国家工信

·５８·工 业 总 述



部、药监局的重视和支持。年内组织优秀工商

企业集体参展第６５、６６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用北京药放心”品牌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稳步发展。截至年底，

基地共有入区企业１５０家，其中高新企业５５

家；园区当年实现总收入９０．５亿元，同比增

长５９％；实现工业总产值７６．２亿元，同比增

长３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２４．５亿

元。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年内，基地 “四个一

批”推进成效显著，增长后劲充足。一是竣工

投产一批。民海生物建设完成并进入试生产阶

段；国家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已完成验

收；国家兽医微生物中心一期竣工；北京市畜

牧兽医总站等项目主体完成，其中同仁堂前处

理中心已进入ＧＭＰ装修阶段。二是开工建设

一批。中检院等１２个项目开工，总建筑面积

４６．６万平方米，总投资３９亿元，预计建成达

产后实现产值４１亿元。三是签约落地一批。

签约引进同仁堂健康等１４个项目。项目总占

地面积６９．５３万平方米，总投资额８９亿元，

同仁堂、春立正达等２１个项目完成摘牌，建

设用地面积７０．２万平方米，预计投资总额

７４．５亿元。四是跟踪储备一批。全年跟踪、

储备项目４２个，产品涵盖医疗器械、疫苗、

中药、化药、生物制剂等领域，总用地需求近

２００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近２３０亿元，产值

预期总计超过５００亿元。

加快征地拆迁和腾笼换鸟力度，盘活闲置

土地资源，完成了征地１３２．０７万平方米，拆

迁非住宅１万平方米，拆迁住宅８００平方米，

收回闲置土地２６．０６万平方米。

一批重点工程形成基地亮点。规划占地

６６．６７万平方米、建设规模９８万平方米的

“中国药谷”国际企业花园项目，构成总部基

地、研发孵化、生产制造、产业服务四大板

块。完成国际商务广场项目建设用地面积１２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５万平方米的规划设

计。为给入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年内，

基地申报了中关村现代服务业首批试点项目，

国际化研发外包平台 （ＣＲＯ）项目和国际生

物医药代工平台 （ＣＭＯ）项目。项目计划采

取基地主导、企业运作的模式，由基地与外包

领域龙头企业中美冠科、中美奥达、星昊医药

共同建设，以此打造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此

外，园区各项公共项目工程进展顺利，北藏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修改后的设计方案已经得到

区规划局批准；九年义务制学校主体结构已完

成；人才公租房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基地扩区

工作已确定南扩８平方公里的总体方案。

（生物与医药产业处）

【都市工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都市产业全年完

成工业总产值１５６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９％

左右；主营业务收入１７３６．４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１％左右；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９．９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２３．６％左右。

重点企业运行。四大主要行业———食品饮

料行业、服装纺织行业、印刷包装行业、工艺

美术行业产值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食品饮料

行业中顺鑫农业、玛氏食品、和路雪、红牛、

大北农等企业增长３０％以上；服装纺织行业

中爱慕内衣增长６０％以上；印刷包装行业中

利乐增长２０％以上；工艺美术行业中钞国鼎

增长７０％以上。

《北京都市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正

式对外发布。其中包括 《北京食品工业 “十二

五”发展规划》、 《北京服装纺织产业 “十二

五”发展规划》、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 “十二

五”发展规划》等都市产业子行业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了 “十二五”期间都市产业发展的思

路、目标和工作重点。同时完成编制 《中关村

科学城产业发展规划》的３个子规划。

开拓外埠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１１月，

组织２５家重点食品企业参加在湖南长沙举行

的第十三届中国连锁店展览会，参展商品包括

中国名牌、北京名牌、中华老字号、北京新产

品等６大类１３０余种。在展会期间重点组织举

办了北京食品企业产品推介会，北京红螺食品

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与８家经销商签署了经销

代理合同，共达成合作意向７７个，现场签约

购销合同３个。

食品行业规划与促进工作。５月初，组织

召开了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大会，

动员在食品企业中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工作。３８

家调味品行业重点企业全面建设诚信体系。１２

月与市食安办、质监局等联合召开总结大会，

并对调味品行业３８家重点企业颁发试点单位

·６８· 北京工业年鉴



证书。

工美行业传承保护工作。制定了北京国家

工美大师评审推荐工作实施方案，向国家评审

推荐工作办公室推荐了哈亦奇等１２位候选人。

１１月，主办了第五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和第一

届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获奖作品展。从

人才保护和培养、技艺抢救、产品开发基地建

设等６个方面做好传承和保护，支持项目

２５个。

服装行业调整与建设。年内，促进服装行

业结构调整，加大了对规模以下、技术落后、

产品档次低、安全隐患大的小企业的淘汰力

度，共关闭、外迁２０００多家。支持 “时装之

都”建设，在Ｄ－ＰＡＲＫ北京时尚广场和北京

饭店举办专场发布、专项大赛、专题论坛等专

业活动近５０项，共举办１１０多场时装展示会。

（都市产业处）

【基础与新材料产业】　２０１１年，全市基础与

新材料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５４８７．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０％；实现工业增加

值１０５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４％；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６１２４．８亿元，同比增加９．３％；实

现利润３８８．８亿元，同比减少２．８％；产业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完 成 ２４４．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１７．４％。

行业效益水平稳步增长，主要产品产量有

增有减。全年基础产业主要行业中，石油加

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完成增加值１２２．８亿

元，同比减少 ６．０％；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９３１．０亿元，同比增长９．０％；亏损１０．５亿

元。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完成增加值

７７．７亿元，同比减少０．２％；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３９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９％；实现利润

３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１％。黑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加工业完成增加值１．６亿元，同比减少

７３．３％；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６亿元，同比

减少５５．８％；亏损５．７亿元。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完成增加值８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５．６％；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４５９．９亿元，同比减少

１２．１％；实 现 利 润 ３０．４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４．１％。原油加工量１１０３．１万吨，同比减少

１．８％；乙 烯 产 量 ８９．６ 万 吨，同 比 减 少

６．８％；钢 材 产 量 ２８７ 万 吨， 同 比 减 少

６３．９％；水 泥 产 量 ９１１．５ 万 吨，同 比 减

少１３．１％。

招商引资工作进展顺利。落实北京市人民

政府与中石化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推进

中石化集团在京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做好服务

中央企业工作；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积极

推进中国钢研集团、中国建材集团、中材集团

等科技创新园建设，促进科技成果在京转化；

加快推进江河幕墙公司、金晶集团、美巢集团

等民营企业建设北京总部基地。年内，燕山石

化公司总投资２０．３亿元的９万吨／年丁基橡胶

装置项目、北京金晶公司总投资１５．８亿元的

太阳能电池基板及ＬｏｗＥ玻璃项目 （一期）、

中航复材公司总投资１３．６亿元的顺义复合材

料建设项目、江河幕墙公司总投资６．５亿元的

总部基地扩建及光伏幕墙项目、北京新立基公

司总投资４．７亿元真空玻璃产业示范基地与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等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设。

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燕山石化公

司３万吨／年溴化丁基橡胶项目、美巢公司总

部基地项目、江河幕墙公司年产４５万平方米

建筑幕墙技改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竣工投产。

中石化三菱公司双酚 Ａ和聚碳酸酯项目、燕

山石化公司８万吨／年间二甲苯装置扩能改造

及其配套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实现中交。

燕山石化公司润滑油系统提高产品质量技术改

造项目、２６０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项目、

３万吨／年稀土顺丁橡胶装置项目，北新建材

密云住宅产业化基地项目，北京化工集团锂离

子电池电解液二期 （技改）工程，首钢吉泰安

公司非晶特殊带材生产线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

推进燕房合作成果显著，石化新材料产业

基地建设进展顺利。年内，石化新材料基地依

托产业优势，坚持高端高效、节能环保的产业

发展方向，延伸石化产业链，重点加强石化新

材料项目招商引资工作，促进新材料产业集

聚；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项目纳入绿色审

批通道和重大项目落地协调推进机制；加快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收储等工作，满足产业

项目落地需求；协调基地新材料产品与我市电

子、汽车等主导产业对接，积极完善产业链，

提升新材料产品支撑配套能力；积极推进燕化

·７８·工 业 总 述



公司优质项目属地注册纳税工作，北京燕山石

化橡塑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属地注册。

（基础与新材料产业处）

【镇村工业】　２０１１年，镇村企业经济总量保

持持续较快的增长态势。全市镇村企业实现工

业增加值５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８％；完成

总收入４６５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９．１％；完成

利润总额２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４％；出口

产品交货值１６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２％；上

交税金１９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１％；提供

劳动者报酬２７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４％；人

均劳动者报酬２１１９７元，同比增长２０．１％；

私营以上企业资产总额４５４４．９亿元，同比增

长６．９％。年内，京郊镇村企业１５０７２１家，

同比减少１．３％，其中规模以上企业３８１３家，

同比减少８．５％，规模工业企业２６９７家，同

比减少８．３％；从业人员１２９５５３４人，同比减

少５．１％。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京郊私营以上镇村企

业完成增加值７４９亿元，其中一产增加值３．１

亿元，占０．４％，所占比重同比降低０．１个百

分点；二产增加值５３５亿元，占７１．４％，所

占比重同比提高０．３个百分点；三产增加值

２１０．９亿元，占２８．２％，所占比重同比降低

０．２个百分点。镇村工业企业全年完成增加值

５０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８％，增幅高于镇村企

业增加值１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占镇村企业

增加值的５７．５％，同比提高０．９个百分点，

工业主导地位更加显著。

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城市发展新区镇村企

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全市镇村经济的主体，

有效带动了郊区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其中，

顺义区经济总量最大，完成总收入１１０５．２亿

元，占镇村企业总收入的２３．８％；完成增加

值２０５．６亿元，占镇村企业增加值的２３．５％。

通州区经济增速最快，完成总收入５７９．８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４％，增幅高于全市镇村企

业１０．３个百分点；完成增加值１２２．９亿元，

同比增长２１．２％，增幅高于全市镇村企业８．４

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年内，京郊镇村企业

固定资产投资１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万元的项目

２０９个，同比增长 ２９．８％；固定资产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１亿元的项目５２个，同比增长

４８．６％；固定资产投资１亿元 （含）以上的项

目３２个，同比增长３９．１％。

私营、个体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京郊镇村

私营、个体企业１４０２８７家，占镇村企业总数

的９３．１％，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３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７１６６６７人，占镇村企业职工总数的

５５．３％，比重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完成总

收入１２６２．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１％，占镇村

企业总收入的２７．１％，比重比上年提高１．８

个百分点；完成利润总额８９．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占镇村企业利润总额的３３．４％，比

重比上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实现增加值

２６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８％，占镇村企业增

加值的２９．８％，比重比上年提高２个百分点；

上交税金５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６％，占镇

村企业上交税金总额的２５．３％，比重比上年

提高０．８个百分点。私营、个体企业作为镇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镇村企业素质培训工作。开展镇村企业信

息化培训工作，全年分别对门头沟、密云、大

兴、怀柔、昌平等郊区县开展了信息化的调研

及培训工作，共有３００多家企业、近６００人参

加了培训。加强镇村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全

年完成对远郊区县和５４个镇村产业基地的企

业管理人员培训达２０００人次，其中企业家高

管２００人次、经营管理者４００人次、关键岗位

职工１４００人次。

职工总体素质提升。镇村企业开展素质提

升工程。镇村企业职工培训机构３９２个，比上

年增加１８个，增长４．８％；职工培训取证人

数 １２６４７ 人，比 上 年 增 加 ６３６ 人，增 长

５．３％。职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

１９０７７４人，占职工总数的１４．７％，所占比重

比上年提高１．３个百分点；中专及技校文化程

度的人数２８２１００人，占职工总数的２１．８％，

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０．９个百分点。职业技能

培训与考核鉴定成效显著。全年进行职业技能

培训鉴定近６０００人，涉及１２个工种，鉴定合

格者５６７９人，其中初级２５８３人，中级２１４０

人，高级９５６人，通过率为９５．８％。

（镇村企业运行指导处）

·８８· 北京工业年鉴



【国防科技工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地区国防科

技工业突出 “保军”重点。高新工程和重点武

器装备科研生产均按计划顺利实施，新一代运

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等重大任务，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系统、“核高基”等重大专项在京项

目顺利实施，各项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圆满

完成。

军工科研生产运行协调保障。协调解决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产品运输、北京某研究所动力

用汽供给、航天某研究院供电电源等问题；加

强与军工集团在京单位的日常沟通与联系，及

时解决重点军工单位在军品科研生产运行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着重协调解决能源供应、交通

运输、基本建设手续、土地征用、环境保护等

问题；协调解决军品协作配套问题，通过落实

高新工程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确保 “绿色通

道”畅通无碍。

军品市场准入与市场监管。年内受理２０

余户单位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 （二类）申

请，完成１０余户单位的现场审查工作；正式

受理近１００户单位的军工保密资格审查认证申

请，完成９０余户单位的现场审查工作。完成

北京地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 （二类）持

证单位２０１０年度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年度

监督检查工作，对不再承担军品任务的２家单

位许可证予以注销；对持证条件和能力发生重

大变化的７家单位进行了现场核查；加强许可

持证单位日常监管，把持证单位基础信息采集

纳入了年度常态化工作程序；坚持重大事项报

告制度，全年共有１０余户单位因迁址、上市、

资产重组等原因上报了变化情况报告，及时掌

握了持证单位的变化动态。

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加强军工建设与改造

项目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管理。配合国防科工

局完成军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竣工验收共

２８项，组织完成民口配套单位军工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竣工验收６项。受国防科工局委托，

对北航、北理工的２６项基础科研项目进行了

结题验收。

国防技术基础工作。年内，推动国军标

２７４９Ａ的实施，规范计量标准溯源和量值传

递；组织军工单位计量管理人员及检定人员培

训１６０人次；组织专家对１１家军工单位进行

了国防计量认可；组织专家对１２家军工单位

的９５项最高计量标准进行了考核复查；对北

京同方洁净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的３项国防科

技成果进行了鉴定；组织完成北京地区国防科

技成果的申报工作，其中信息科技大学申报的

某科研项目获得国防技术发明三等奖。

军品配套科研生产能力建设。是年，支持

民口单位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形成了大中

型国有骨干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非公

经济单位共同参与的军品配套格局；支持企业

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全市军品配套研制生产

能力日渐提高，已具备承接国家重点军工项目

和关键配套产品的能力。

军品配套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关键配套产

品和技术取得突破，研制生产能力得到提高，

承接并圆满完成多项国家重点军工项目和关键

配套产品的生产任务。各军品配套单位承担国

防科工局下达的军品配套科研项目２０项，各

类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项目获得３８００万元市

级财政资金支持，推进电子元器件质量工程项

目，启动晨晶电子项目建设试点工作。北京多

家军品配套单位为 “神八”和 “天宫一号”提

供的配套产品，成功经受了首次交会对接的考

验，北京电控飞宇公司刘丽辉董事长荣获载人

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称号。完成了各项军品配

套研制任务，多项重点科研成果通过验收并实

现批量生产，列装或即将列装新型武器装备。

军工安全保密与国家安全工作。落实安全

保密责任制，完善定密制度，推动军工保密工

作规范化、法治化。贯彻落实 “安全保密六条

规定”和 “七类人员管理措施”，对重点军品

配套单位进行了安全保密抽查，发现隐患，及

时督促整改。强化日常监管，组织开展北京地

区军工保密资格持证单位基本信息和军工涉密

人员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及时更新基础数据，

准确掌握各涉军单位的现状情况。组织北京地

区涉密人员参观了警示教育展。

核应急管理。定期召开核应急联络员工作

会，及时传达贯彻国家和北京市核应急办的工

作部署和要求。强化核应急处置能力，在原子

能院成功举行了核应急演练。完成 《北京市核

应急预案》市级专项预案的修订工作。强化

２４小时核应急值守工作，完善了北京市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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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体系建设。

军工及民爆行业安全管理。明确监管内

容，规范监管程序，完善监管制度，拓展监管

手段。民爆行业炸药和雷管产销存数据实现即

时上传，主要危险工序实现２４小时视频监控。

开展 “安全生产年”活动，推进监管体系建

设，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北京航天试验技

术研究所等单位坚持重大危险源动态评估制

度，强化重大危险源监控，实现闭环管理。北

京曙光电机厂以生产班组为主，查找生产过程

中的不安全因素，开展班组达标活动。推动

“科技兴安”战略的实施，北京北方红旗机电

有限公司加快推进安改工程的实施，提升本质

安全水平。中国长峰机电技术研究设计院推行

“安全传感器工程”，实现科研生产全过程监

控，为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提供了安全保障。

提升军民结合产业发展基础。编制了 《北

京地区国防科技工业 “十二五”规划》、《北京

市 “十二五”时期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规划》、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战略新兴产业之航空

航天专项规划》和 《北京市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４个专项规划，将一

批军民结合产业重大项目纳入了北京市产业发

展统筹范围。出台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军民结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北

京市军民结合产业发展思路、路径和目标，明

确军民结合产业在京发展的重点领域、产业布

局和产业形态，提出政策意见和扶持措施。

加快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建设。依托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航工业集团中关

村航空科技园、航天科技集团中关村航天科技

创新园、北航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等一批项

目，加大 “军转民”力度；依托北京市城南发

展计划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产业基础，

推进大兴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建设。该基地规划

面积２０平方公里，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应急救援装备５大

产业。

促进军民结合产业壮大。航天科工民品产

业基地落户北京，探索军民融合式发展新模

式，市政府与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签署了军民

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军地资

源的共享与融合。卫星应用、北斗导航、载人

航天、重大装备、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等军民

结合领域已初步形成产业规模，产业集聚与辐

射效应初显，后期发展势头强劲。

通用航空产业发展。《北京市通用航空产

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发布，作为全

国首部地方通用航空产业规划，提出了用５～

１０年的时间，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用

航空研发高地和高端制造的重要承载区，打造

国际重要的公务机营运枢纽，建成以通用航空

销售、会展、金融、教育为特色的亚太地区最

重要的通用航空服务中心，形成３０００亿元的

经济规模。一批通用航空制造及服务业项目陆

续签约落地。首台航空活塞发动机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下线。北汽集团与北航共同成立北

京通用航空产业集团，华安天诚公司被国家空

管委授予 “国家空域评估技术支撑单位”。

（市国防科工办）

【民政工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

司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９５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总额３．８１亿元，完成利润总额１２９３万元。全

系统职工总数为８７２０名，其中在职职工３３０１

名，离退休职工５４１９名。各类残疾职工１３８４

人，占职工总数的１５．９％。２０１１年底福利企

业实现在职在岗职工人均月收入超３０００元的

目标。截至年底，总公司关停并转系统下属企

业３２家，现有企业５２家，其中直属企业１７

家，主要涉及日化产品、印刷包装、专用设

备、仪器仪表、食品加工、医用试剂以及物业

管理等２０多个领域。

新产品开发和企业建设。年内，北京市亚

美日化厂开发研制了多效蚕丝蜜等多款高品质

个人护理产品，新产品远销日本和中国香港地

区。北京市大宝日化厂开发研制了 “贝贝熊”

加酶倍洁亮彩洗衣液等多款洗涤产品。亚美日

化建设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总体工程形

象进度已完成８０％；大宝日化建设项目成功

进行了试生产，完成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大宝

日化厂行政办公部分已迁入新办公区。根据产

业发展布局，采取关停并转方式，总公司所属

企业整合为５２家。

廉政建设和引进人才。６６个党支部、７１０

名党员参加了学习贯彻廉政准则知识竞答活

动，对现行的１００项制度重新进行了修改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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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对直属１６家企业进行考评，被考核领导

干部５５名，参加测评人员２７６人，完成考评

报告，上报总公司党委。对总公司党委拟任职

的７名干部进行了任前民主测评、谈话考核及

任前公示，全年新任命厂 （科）级领导干部７

人，全年共引进各类人才３７人。扶残助困工

作。总公司投入２７７多万元开展了系列扶残助

困送温暖活动。为困难职工家庭子女申请各类

助学金及救助款，其中 “金秋助学”支持３５

人，援助资金６．８９万元；“大宝助学金”支持

４７２人，援助资金２．４９万元。为患大病职工

争取到市慈善协会１０万元的救助资金。为４０

名老干部发放健康疗养补贴２万元，并在节日

和特殊时期出资２万余元走访慰问老干部。

安全稳定工作。总公司与各直属企业签订

《安全稳定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建立起一把

手负责制的安全工作长效机制，强化隐患排查

和整改制度。在重大节日和敏感时期，详细排

查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对定福庄园艺场、西北

旺园艺场、精佳园机械厂、平房园艺场这４个

安全防范重点区域进行隐患排查。在安全生产

月活动期间，总公司向下属企业下发了 《关于

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宣教活动

深入基层，宣传教育达到２３８０人次，宣传标

语１８４２幅，组织安全培训３２次。检查并补充

全部车间的消防设施。

（王 志）

【私营个体工业】　２０１１年，全市私营企业户

数保持大幅增长的态势，而个体工商户户数有

所减少。是年，全市私营企业５４４０２２户，同

比增长９．５７％，注册资本１０４９１．９６亿元，同

比增长３８％；全市个体工商户７６２７０１户，同

比减少４．１４％，注册资本１５８．６１亿元，同比

增长２．０１％。全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合

计１３０６７２３户，同比增长１．１３％。纳税总额

继续大幅增长。全市私营个体经济纳税总额达

４７３．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１０％。其中私营企

业纳 税 总 额 达 ４２３．２０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１．７３％；个体工商户纳税总额达４９．７９亿元，

同比增长２５．９９％。全市私营企业吸收就业人

数增加，个体工商户吸收就业人数由增变减。

全市私营企业从业人员３４３５４５８人，比上年同

期增长８．６４％；全市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

１１１０４７４人，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７０％。

工商联会员组织。是年，北京市工商联会

员总数２５２６５家，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会员

１９６３５家；企业会员１８４６１家，其中非公有制

企业会员１６３７２家 （私营独资、私营合伙、私

营有限、私营股份等私营企业会员１５８７６家；

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等企业４９６家）。各级各

类组织２５９个，其中基层组织１５１个，行业组

织７３个 （直属行业商会３９家），其他类基层

组织３５个。市和区县工商联新发展会员７０２

家，其中企业会员６６１家，其他会员４１家。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是年，北京

市工商联会员担任各级人大职务总计２１５人

次，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２０２人次；担

任各级政协职务总计７６１人次，其中非公有制

经济代表人士７１３人次；担任各级工商联职务

总计１６１５人次，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１４４５人次。年内共有１０名非公有制经济代表

人士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区县工商联换届。截至１０月２８日，全市

１６个区县工商联的换届工作全部结束，各区

县工商联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共有执

委１２０８名，常委５５８名，秘书长１６名 （其中

女性４人），副主席２６２人 （其中女性４０人，

少数民族１１人），常务副主席９人 （其中女性

２人，少数民族１人），主席１６人 （其中女性

３人，少数民族２人）；各区县民间商会共选

举产生秘书长１５名 （其中女性４人），副会长

２１４人 （其中女性３３人，少数民族１４人），

常务副会长６人 （其中少数民族１人），会长

１６人 （其中女性３人，少数民族２人）。

精神文明建设。年内，市工商联召开 “文

明创建工程”座谈会，与首都文明办、市商务

委、市工商局联合开展首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

“文明企业，共铸诚信”主题教育活动，各区

县工商联和直属行业商会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近１０００家非公有制企业、行业

商会签署 《文明企业、共铸诚信》承诺书，中

复电讯集团公司等企业在员工中广泛开展诚信

教育。

社会荣誉。年内，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王长田、东方美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郭

丽双、曲美家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瑞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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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北京市第三届 “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荣誉称号。十里河商业街商业协会

和神州数码 （中国）有限公司荣获 “北京市第

十届思想政治工作优秀单位”荣誉称号，北京

闽龙世纪建材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进林、北

京２１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双荣获

“北京市第十届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光荣称

号。在 “第六届全国民营企业关爱员工实现共

赢表彰会”上，白家大院餐饮公司董事长白连

树、京奥港集团董事长王子华、艺海集团董事

长陈芳荣获 “全国民营企业关爱员工实现共

赢”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北京天路通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获得２０１１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科

技创新企业奖。兴科迪科技有限公司、中发实

业集团业锐药业有限公司、北京市蟹岛绿色生

态农庄有限公司、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

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６家企业获科技进步三等

奖。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

型绿色环保赛木轻质阻燃墙体材料产业化”项

目被国家科技部列为２０１１年度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５月１８日，市工商

联清洗保洁业商会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举行成立

暨揭牌仪式。年内，市工商联加入市协调劳动

关系三方会议，建立了由市人力社保局、市总

工会、市工商联和市企业联合会三方四家组成

的 “市协调劳动关系指导委员会”。市工商联

主办的北京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维护中心被认定

为３Ａ级社会组织。

金融服务。年内，市工商联先后召开金融

服务工作座谈会，联合市金融局组织中小企业

金融服务需求对接会，与市私个协、市金融

局、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举办 “首都非公

经济金融服务周”并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市、区县工商联和直属商会先后举办５０多次

银企对接会，举办 “组合股权投资，实现资产

证券化”讲座，成立 “首都非公经济组织工银

商友俱乐部”。

品牌培育。年内，市工商联美容美发化妆

品商会开展的 “２０１１年北京美容美发化妆品

行业品牌建设活动”取得初步成效。１１月６

日，“２０１１年北京美容美发化妆品行业品牌建

设活动”颁奖典礼暨高峰论坛在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京城数百家美容美发和化妆品行业机构

代表参加颁奖典礼，“北京丽人”、“北京东方名

剪”、“北京审美”等１５家 “北京市美容美发行

业知名品牌示范店”在此次典礼上受到表彰。

社会公益。年内，市工商联开展了 “圣火

光彩惠农养蜂项目”试点，援建井冈山市北京

朝阳光彩小学，启动千亩 “木业商会光彩林”

项目，发起建立 “北京市伤残民警帮扶基金”，

慰问大兴礼贤镇孤残儿童，支援太师屯受雨灾

群众等公益活动。“两节”期间区县工商联共

组织３００余家非公有制企业开展送温暖活动，

累计捐款捐物４０４．８７万元，惠及群众６６０４

户。启动 “同心·新农村示范工程”，筹集

１１００万元帮扶资金，支持怀柔区喇叭沟门满

族乡帽山村和密云县不老屯镇史庄子村整体搬

迁配套工程建设。市工商联企业家向新疆地区

多位心脏病患者捐献医疗器械和现金合计２０

余万元。１～１１月，完成 “光彩惠农行动”项

目３０ 个，共 计 投 入 资 金 （含 计 划 投 入）

７７６２５．３万元，帮扶农户３２８２户，安排就业

６１０７人。

承担社会责任。年内，由朝阳区工商联

２２位非公有制企业家出资５３．８万元援建的井

冈山市北京朝阳光彩小学落成剪彩仪式在井冈

山市下七乡杨坑村小学举行；市工商联、北京

中小企业对外发展促进会组织多家会员企业到

大兴区礼贤镇家庭寄养指导中心慰问孤残儿

童；北京权品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原权金城国

际酒店管理公司）与北京市盲人学校在校内举

行 “校企合作”签约仪式。９家非公有制企业

赶赴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暴雨的太师屯镇太师庄

中学慰问受灾群众。

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交流。分别举办外埠

在京省级商会秘书长联席会议、首届在京省级

商会会长联席会。与天津市武清区政府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组织非公有制企业参加第十

二届西博会、第二届中国·曹妃甸临港产业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多场活动。年内，市工商

联分别接待了以中国香港湾仔中西区工商业联

合会主席李鋈麟为团长的代表团；以中国香港

总商会主席于健安、总裁方志伟为代表的访京

团；中国香港中华工商业协会副会长李道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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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的代表团；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第

一副总会长陈友信率领的代表团；以伊朗北霍

拉桑省商会主席萨马迪为团长的代表团；以及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工商总会 （ＶＩＣＣ）首席执

行官马克·斯通一行。参与承办 “中国———东

盟北京经济论坛”。

（柴 彬）

【校办产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校办产业管理

中心设办公室、国资企管部、学装管理部、科

技成果推广部４个部门。有职工１６人，其中

在编１６人。截至年底，北京地区共有高校８２

所，参加普通高校校办产业统计的高校４４所，

其中教育部直属高校２２所，其他中央部委属

高校５所，市属市管高校１７所。北京地区高

校所投资企业共４８７家，其中一级企业１７６

家，二级企业３１１家；学校控股企业３３９家；

科技开发和文化智力型企业２５７家。资产总额

１５２８．２６亿元，净资产额５９４．５１亿元，高校

所占权益总额２２５．５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９６．７７亿元，其中出口创汇总收入６３．３７亿

元，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总收入３４８．６３亿元；

利润总额４３．１２亿元，净利润３５．７９亿元，分

配回学校的红利２．４４亿元；纳税总额３０．２４

亿元，捐赠社会５５６４．１９万元，其中捐赠学校

和资助学生２７１０．３８万元。高校校办企业获授

权的专利５２０项，登记的计算机软件及集成电

路版权１１４项，获省市部委、国家级的奖项

２７６项。高校校办企业年末职工总人数８４８８７

人，其中学校事业编制２４３４人，研究开发人

员１０８３８人；全年累计在培硕士研究生３３３

人、博士研究生７０人；接纳学生实习累计

７５６６５４工时。

股份转让融资情况。北大先锋公司的股权

激励方案获得了教育部的审批，成为教育部系

统首家中关村股权激励试点单位。北大先锋用

于股权激励和股权奖励的总额度为公司

２４．６％的股权，股权激励有利于调动技术和管

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企业的科研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

北大维信的外资股份转让给山东绿叶制药

有限公司，６月１６日，股权转让已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北大维信的企业性质由中外合资企

业变更为内资企业。变更后，北大维信由山东

绿叶制药有限公司、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２

家股东继续共同出资经营，２家股东分别持有

股权６９．５５％和３０．４５％。

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北大软件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

２０００万元变更为２４００万元，其中北大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占３３．３３％；北京北大青鸟软件系

统有限公司占５０％；苗莉等２４位自然人出资

购买股份１６．６７％。北京北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对北京北大创业园有限公司增资７０００万元，

北京北大创业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５０００万

元增至１．２亿元。增资后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持股８．３３％，北京北大科技园有限公司持

股９１．６７％。

清华控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所持

有的浦华环保３５．７７％股权，受让方为北京锐

银伟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１２月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清华控股将所持有的紫

光测控３０％股权、辰安伟业公司２６．８３％股

权，协议转让至清控华盈。股权变动１２月７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清华控股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华汇通５０％股权。受

让方为育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已于１２月３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保定华仿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融入资金

２５００万元，该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变

更为１５２６．２９万元。并从该公司资本公积金中

列支４６．４０万元，转赠给北京华电天德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转赠后北京华电天德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１５７２．６９万

元，持股比例提高至２０．５％。

北京普世科石油机械新技术有限公司将北

京中石大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实缴１２．５万的知

识产权出资转让给胜利油田新龙实业有限

公司。

北京石大油软技术有限公司３５％股权无

偿划转到北京中石大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名下；

北京油源恒业科技有限公司１２．８％股权无偿

划转到北京中石大新元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北

京石大中油油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７０％的股

权无偿划转到北京中石大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名下。

公司上市情况。１０月２７日，同方股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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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科诺威德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

式挂牌交易。上市当天总成交股数超过３３９０

万股，总成交金额约３６１０万港元。６月１５

日，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作为第二大股东的北京

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功募集资金４．５亿元，

成为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中首家上市企业，也是

国内第一家在Ａ股上市的搜索引擎公司。

基地建设情况。北大科技园上地园区项目

是北京市与北京大学重要的合作建设项目，

２０１１年，该项目被列为市绿通项目和海淀区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成为海淀区建设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１月１５日，北大科技园与海淀区西北旺镇下

辖的东北旺马连洼村成功签署了征地安置

协议。

５月，北大维信二期科研生产厂房完成建

筑工程竣工。该工程投资１．１５亿元。

４月２９日，阳光能源在北京市昌平区马

池口镇生产基地内举行了 “全球首条集热管自

动化生产线落成暨创新成果发布典礼”。７月８

日，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宁夏分中

心揭牌成立。

７月１８日，清华科技园与广西玉林市签

约共建清华科技园玉林分园。

８月８日，同方南通ＬＥＤ半导体产业基

地一期工程投产仪式及同方股份ＬＥＤ半导体

技术研发中心揭牌仪式在江苏省南通市举行。

年底，建成ＬＥＤ外延片生产机台４８台 （套），

达到年产２４０万片高亮度蓝光ＬＥＤ外延片及

配套的ＬＥＤ芯片的生产能力。

１０月１８日清华科技园宜兴分园奠基，清

华科技园宜兴分园由启迪科创与宜兴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合作共建。

１１月１２日，诚志永华新建项目———国内

首家百吨级ＴＦＴ液晶材料生产基地在河北省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基。该项目总投

资３．２亿元，占地约６．６７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５万多平方米。１１月１８日，昆山启迪生

物科技园建设全面启动。

中国传媒大学苏州研究院在苏州高新区科

技城落户，首期落户的项目是关于调频同步广

播、高性能计算机云平台、ＤＭＳ动声系统等。

重点项目情况。６月，北大国际医院主体

结构提前完工，是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样板

工程，同时获得 “北京市绿色施工样板工地”

的称号。

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承接中华字库工程２个

研发项目。９月９日北大青鸟集团与五矿建设

公司在北京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打

造互利双赢的优势教育产业发展模式，创制幼

教、基础教育品牌协作链。

２月２０日，同方江新１７０００吨多用途船

顺利出坞下水。并于２０１１年二季度末交付

使用。

２月，威视股份液体安全检查系统成功中

标德国机场安检项目。于２０１１年４月底交付

并投入运行。５月，威视股份成功中标大运会

安检项目。

３月１４日，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参加中

国物联网产业发展论坛暨国家物联网产业示范

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方正集团成为与重庆国家

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签约的首批企业。

７月２０日，同方环境中标内蒙古大唐国

际克什克腾旗煤制天然气有机污水处理工程。

工程建设规模２０４００立方米／天，形式为 ＥＰ

总承包，金额达１．１５亿元。１０月１１日，同

方人环所属同方川崎生产的首台３０兆瓦大型

吸收式热泵成功合体。１２月７日，中美 “特

大型港口计划”合作洋山港试点项目在上海洋

山港举行启动仪式。

威视股份成功中标云南昆明新机场项目，

中标产品包括旅检行李安检设备、液体检查仪

和爆炸物探测仪，旅客年吞吐量６５００万人次。

威视股份成功中标中广核台山一期行人放射性

监测和车辆放射性监测系统采购项目，中标设

备包括６套ＲＭ２０００和６套ＲＭ１０００产品及相

关软件系统。

同方锐安自有产品服务沈阳出租车刷卡改

造项目。目前一期经过改造的３００辆出租车已

正式投入运营。

青鸟华光照排 “华光汇通全媒体数字采编

系统”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新产品新技术情况。同方人环为福建鑫海

冶金有限公司再次成功实施 “太空一体化”热

泵热水集成工程。该项目为职工宿舍生活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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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博奥 生 物 最 新 研 发 的 晶 芯Ｒ○ 泌 乳 素

（ＰＲＬ）测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等

４个化学发光系列产品获得北京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证书。

基于双界面ＣＰＵ卡芯片ＴＨＤ２０Ｆ０６ＢＤ＿

Ｉ的 北 京 同 方 微 电 子 ＣＰＵ 卡 操 作 系 统

ＴＭＣＯＳＶ４．０，顺利通过了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ＩＣ卡服务中心检测，可在公交一卡通领域

广泛适用和推广。

同方时讯电子有限公司与同方昌明消防车

辆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的 “ＳＰＴ８０手推式细水

雾消防车”项目通过了总后系统组织的鉴定，

并于４月１８日在京签订了首批２１台生产

订单。

加 拿 大 标 准 协 会 为 威 视 股 份

ＣＸ１００１００ＴＩ、ＣＸ６０４０ＢＩ、ＣＸ７５５５Ｂ三款产品

颁发了适用于加拿大和美国两国标准的ＣＳＡ

（Ｃ／ＵＳ）认证证书。威视股份产品首次获得进

入北美市场的通行证。

同方锐安自主研发的 “ＣＰＵ卡双界面智

能卡芯片Ｓ３ＣＣ９Ｇ８”产品顺利通过银行卡检

测中心的 “金融ＩＣ卡电子钱包／电子存折应

用”检测。

同方计算机产业本部研制的可信存储设备

（智能安全移动存储）通过北京市科学技术委

员会、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５

个部门的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此产品能有效抵

御来自计算机操作系统和木马病毒的攻击。

博奥生物最新研发的甲胎蛋白 （ＡＦＰ）测

定试剂盒 （磁微粒化学发光法）产品获得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证书。该

产品在临床诊断和体检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华

教授护肤品系列是北京化大化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自有品牌。它包括美白系列、保湿系

列、防晒系列、特殊护理系列等。同方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ＧａＮ基发光二极管、大功率发光

二极管结构、提高发光效率的发光二极管等多

项ＬＥＤ领域专项技术获得了由中国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新型专利证书。同方锐安 “安全门禁

系统” （包括双界面智能ＩＣ卡、安全存取模

块、安全门禁系统）系列产品通过了国家密码

管理局专家委员会的技术评审，获得国家密码

管理局颁发的 “商用密码产品销售许可证”。

博奥生物研发和生产的高通量微阵列芯片

扫描仪晶芯○ＲＬｕｘＳｃａｎＴＭＨＴ２４ 获得了 ＣＥ＿

ＩＶＤ认证，标志着晶芯○ＲＬｕｘＳｃａｎＴＭＨＴ２４可

以进入欧盟临床诊断市场。杰瑞特胶原蛋白氨

糖颗粒是北京华达杰瑞生物技术公司研制和生

产的高技术产品，已于２００８年获得国家批准

的保健品批号，它含有人体骨骼、皮肤、关节

等所必需的胶原蛋白和氨基葡萄糖。

Ⅱ型胶原蛋白是北京华达杰瑞生物技术公

司研发的高科技生物产品，已被授予国家发明

专利。产品已经出口到德国、西班牙等国家。

荣誉情况。方正集团荣获 《经济观察》报

主办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十年庆典 “中国最受

尊敬企业·十年成就奖”。北大创业园在中国

工业园区特色产业与投资环境品牌建设公益评

选活动中，荣获 “中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园

区”、“中国十大自主创新示范园区”、“中国十

佳最佳投资环境园区称号”。７月２日，北大

资源荣获 “２０１１年度社会贡献企业大奖”，１０

月１９日，荣获 “２０１１最佳开发模式创新奖”。

北大青鸟环宇消防在国内２０１１年 （第四

届）消防行业十大评选颁奖典礼上，荣获 “十

大创新 企 业 奖”。１２ 月 １６ 日，北 大 青 鸟

ＡＰＴＥＣＨ荣获 “２０１１最具品牌影响力教育集

团”奖。

３月１８日，同方知网荣获中国出版政府

奖。４月８日，同方鼎欣入选 “中关村国家自

主示范区软件行业创新示范百强企业”。４月

２０日，同方数字城市荣获 “中国轨道交通创

新力企业５０强”称号。４月２６日，清华大学

与威视股份发明专利入选 “２０１０年度百件优

秀中国专利”。４月２８日，同方人环荣获北京

市科学进步三等奖。５月１８日，紫光股份、

清华科技园荣获科博会自主创新奖。６月２

日，同方股份、紫光股份入选 “２０１１中国电

子信息百强”。６月１７日，同方泰德荣获 “第

七届精瑞科学技术奖”。１０月２１日，同方股

份荣获 “北京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２５年突出

贡献奖”。１１月２５日，同方电脑被评为 “中

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信息安全领军企业”。１２月

９日，同方泰德荣获 “科技创新产品奖”。

（宋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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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　２０１１年１～１２月全市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完成７５１．９亿元，同比增长

４６．７％，１２月环比增长１１．７％。工业投资占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比重１２．７％，比２０１０年同

期增长２．９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工业投资完成

６７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５１．９８％，占全部工业

投资比重８９．５５％；农村工业投资完成７８．５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３％，占全部工业投资比

重１０．４５％。扣除煤气、水、电生产供应业投

资，北京６大产业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５８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６２．５７％。

京东方第８．５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项目于２００９年８月开工，计划总投资２８０亿

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１４９．２亿元。项目

建设一条第８．５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设计产能为９万片／月，

玻璃基板尺寸为２２００毫米×２５００毫米，产品

主要以２６＂、３２＂、４７＂、５２＂ 及５５＂ 液晶电视

显示模组为主，产能９万片／月。

中芯微电子厂房工程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开工，

计划总投资１１９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

３５．７亿元。项目将产能由２万片／月提高到５

万片／月。

北京现代三工厂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开工，计

划总投资６４．９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４１

亿元。项目一期形成３０万整车生产能力，新

建四大生产工艺车间，新建公用设施和辅助

能力。

长安汽车一期工程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开工，

计划总投资６５．６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

２８．５亿元。项目建设冲压、焊装、涂装、总

装四大工艺车间，新能源及试制车间，外观检

测厂房、整车ＲＤＣ库及公用工程、冲压件库，

以及办公楼、试车跑道、成品车停车场、环保

工程等。项目新增各类设备１５１０台 （套），其

中进口２６６台 （套）。项目建成后将新增自主

品牌乘用车 （含轿车、ＳＵＶ、新能源汽车）

等２０万辆生产能力。

北汽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于２０１１年３月

开工，计划总投资５０．５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

成投资１６．７亿元。项目购置土地建设乘用车

生产基地，一期设计产能１５万辆／年，中长期

规划产能３０万辆／年。新建焊装、涂装、总装

车间和 ＰＤＩ车间等以及动力中心、充电间、

污水处理站、燃气调压站等公用配套用房，购

置生产质量管理、生产管理等设备，敷设电

力、热力、给排水、消防等管线，完成道路、

绿化等配套工程建设。

北汽福田蒙派克、迷迪、欧马可多功能车

技术改造项目于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工，计划总投

资３６．４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７．８亿

元。项目新建冲压车间、焊接车间、涂装车

间、总装车间、货厢车间、车架冲压和车架车

间、大 ＶＡＮ 联合车间、部件车间、配送中

心、公用及办公生活设施。年产２０万辆多功

能汽车。

三一北京制造中心电气园建设项目于

２００９年３月开工，计划总投资２５亿元，２０１１

年累计完成投资６．７亿元。项目征地６８．８７万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３６．９８万平方米，包括８

栋厂房、１栋办公楼及配套设施。购置并安装

主要生产及配套辅助设备７７８台 （套），并配

套供配电、通风、给排水、燃气等厂区管网的

铺设。

天坛生物疫苗产业基地项目于２０１０年５

月开工，计划总投资２５．６８亿元，２０１１年累

计完成投资４．７亿元。项目新建厂区总建筑面

积２４．８３３７万平方米，主要生产百白破疫苗、

麻风腮疫苗、乙肝疫苗、乙脑疫苗、脊灰疫

苗、流感疫苗、β干扰素，同时建设物料中

心、质保楼、研发中心、实验动物房及污水处

理站等设施。购置设备、仪器，满足生产条

件，进一步开发新产品。

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项目于２０１１年

３月开工，计划总投资１５０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

完成投资１６亿元。项目总占地６６．６７万平方

米左右，一期建筑面积８０万平方米，主要包

括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国际地理信息

产业基地、国家地理信息软件基地和国家地理

信息创业孵化基地。

北京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建设项目

（一期）于２０１１年８月开工，计划总投资

６６．７亿元。项目建设北京轨道交通设备产业

基地，生产城市和城际轨道交通车辆 （含低地

板车辆）、高速动车组核心部件、中低速磁悬

浮车辆、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大型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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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护机械，以及研发新能源产品，同时建设２

个研发中心。先期形成年产３００辆城轨车辆、

１００辆中低速磁悬浮车辆、１００辆低地板车辆

的生产能力。

北京奔驰生产能力扩充及研发中心项目

（一期）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工，计划总投资

８１．７９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１．５亿元。

项目扩建现有 ＭＲＡ （后驱）产品生产线，并

生产 ＭＲＡ新车型，规划产能２１万辆／年，并

建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包含试制车间、试验

室、试车跑道、设计楼等设施，可年产１３万

辆Ｅ级、Ｃ级轿车。

北京汽车动力总成基地一期建设项目于

２０１１年１月开工，计划总投资４０．１２亿元，

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６．８亿元。项目新建发

动机联合厂房 （一期）、变速器联合厂房 （一

期）、库房、综合站房等设施。购置发动机生

产工艺设备及软件系统共３７３台 （套）；购买

瑞典威格尔变速箱厂 （原萨博变速箱厂）生产

技术及服务，收购瑞典威格尔变速箱厂 （原萨

博变速箱厂）的原有变速器生产线，补充 ＭＴ

变速器生产设备及购置ＣＶＴ变速器生产相关

设备共６０７台 （套）。在基地生产区内建设电

力、热力、给排水、消防、道路、绿化等公用

动力设施和市政配套设施。

北京北控绿产聚光型光伏发电 （ＣＰＶ）

芯片及模组生产线项目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开工，

计划总投资１０．７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投资

１．１１亿元。项目建设聚光型光伏发电 （ＣＰＶ）

芯片生产线和模组生产线，形成年产１２５兆瓦

ＣＰＶ芯片 （中间产品）生产能力，并最终形

成１５０兆瓦聚光型光伏太阳能系统产能的完整

产业链。

年内，重大工业项目落地协调推进小组办

公室召开相关协调调度会议７次，实地调研督

导２次，共协调推进项目９０项次，形成了两

期共２３个项目的推进方案和纪要。纳入２０１１

年协调推进机制的１９４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

２９８４．４１亿元，２０１１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４０３．６亿元，占工业重点产业全年投资计划

４２０亿元的９６％。

（规划处）

【企业帮扶】　３月１日，召开北京市经济运

行与重大工业项目推进工作会。市帮扶企业工

作协调小组、重大工业项目落地协调推进小组

成员单位的４１个委办局和１６个区县的有关负

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制定 “一企一策”政策，

及时跟踪有关问题的进展情况，截至年底，共

收到疑难问题５９个，已解决２４个。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共同制定 《关于

促进２０１１年工业平稳发展若干措施》及相关

实施细则，安排财政资金用于企业流动资金贷

款贴息和保增长奖励各区县分别制定了地区扶

持政策。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国税

局、北京海关、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

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和１６家企业参加

外经贸座谈会，共收到４５个问题，现场解答

了２５个，其余问题会后有关委办将工作进展

情况对企业进行了反馈。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国土局、市规划委、市住建委和１４家企业参

加了帮扶企业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题会议，推

动完善土地征地和供地手续。

（经济运行处）

【工业布局】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工业

布局规划》对外发布。

工业布局的总体思路是：以开发区等重点

园区为主要载体，进一步优化产业园区服务功

能，进一步促进产业向园区集聚、向新城集

中，进一步促进产业空间与功能耦合，最终形

成 “三级载体支撑、四区一带布局”的产业发

展格局。“四区、一带”即北部地区为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策源地；南部地区为高端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区；东部地区为制造

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西部地区为京西

传统工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生态涵养区为生态

涵养区绿色产业发展带。布局优化的主要任

务：一是规范产业发展的空间载体，力促产业

集聚园区化；二是加强配套服务与政策调控，

推动产业发展生态化，推广生态工业园建设模

式；三是实施增量控制与 “腾笼换鸟”，促进

用地开发集约化；四是鼓励产业布局的统筹联

动，实现功能配置协同化。

（布局处）

【首钢搬迁】　２０１１年，首钢搬迁工作总体进

展顺利，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首钢北京

钢铁主流程停产工作顺利完成。按照国务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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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要求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１月１３

日，在首钢文馆举行了首钢北京钢铁主流程停

产仪式，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市委书记刘

淇、国务院副秘书长肖亚庆，市长郭金龙等领

导出席，国务院首钢搬迁调整工作协调小组成

员单位、首钢地区规划建设及产业调整工作领

导小组和首钢搬迁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有

关领导参加了停产仪式。首钢北京钢铁主流程

全面停产，标志着首钢搬迁顺利完成，也是首

钢实现转型发展的新起点。

首钢停产职工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涉及职

工均得到妥善安置。组织协调市有关部门和首

钢总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安置停产职工，制定细

化方案、有序分流职工。按照 “六对六清”工

作原则，采取新项目转移安置、发展新产业项

目、设备拆除及留守护厂、内退、离岗待退和

社会分流等１１条渠道安置职工；广泛征集信

息，推荐就业岗位，组织全市各系统向首钢提

供１．８万个就业岗位信息；协调市有关部门制

订进一步支持首钢停产职工就业的政策；加强

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和宣传工作，职工安置政策

得到了广大职工的认可和拥护。

首钢与下游产业对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加强首钢与下游产业重点企业交流合作，

积极推进首钢转型发展，发挥各自的产品技术

及研发制造优势，钢铁生产及资源优势，延伸

拓展上下游产业链，促进双方实现多领域广泛

合作，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共赢发展。首钢

与北车集团、金风科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市首钢搬迁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　产业援建和区域经

济合作工作开展顺利。５月成立了产业援建和

区域合作办公室。深入调研，形成了北京市经

济信息化委 《关于推进对口新疆和田地区产业

援助工作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推进产业援

疆指明了方向。推进产业援建和区域经济合

作。已有９家北京工业企业落户和田，预计总

投资３３亿元以上。投资１４００万元的金隅集团

与兵团农１４师合作建设的水泥搅拌站项目，

实现销售收入４０００万元，利润４００万元。

（规划处）

【央企服务】　２０１１年，市经济信息化委重点

推进４９个央企工业项目在京落地，涉及总投

资额８６６．８７亿元。其中，航空航天产业１４

个，投资额４３２．９亿元；装备制造产业１６个，

投资额１２２．１１亿元；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１

个，投资额１５０亿元；基础产业１３个，投资

额８６．７８亿元；生物医药产业２个，投资额

２７．４８亿元；汽车产业１个，投资额２５．６亿

元；都市产业１个，投资额２０亿元；电子信

息产业１个，投资额２亿元。为加大推进力

度，纳入绿色审批通道加快项目手续办理的项

目１６个，涉及投资额２８４．３５亿元；纳入市重

点建设项目计划的项目１６个，涉及投资额

４１５．９３亿元。

围绕６个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开展服务工

作。一是推进燕房合作。部署了 《２０１１年推

进燕房合作重点任务分解》，通过贴息、拨款

等方式，安排５０９４万元工业发展资金，支持

燕化重大项目建设，并将１０个项目纳入绿色

审批通道和重大项目落地协调推进机制。燕山

石化投资项目合计６６项、投资总额约２４０亿

元。二是推进北京市与中国北车进行战略合作

进程。３月１３日，北京市与北车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确定北车在京建设 “一个总部和

两个园区”，即北车国际化经营型总部、轨道

交通科技创新园和现代高端轨道交通产业园。

产业园项目已于６月２４日奠基，９月２８日开

工建设，预计２０１２年９月达产。三是落实市

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推进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长安自主品牌

轿车基地、北京长安汽车工程研究院落户北

京。长安汽车北京基地生产的新能源车，６月

２４日已经下线，年底实现１００辆电动出租车

在房山区示范运行。长安自主品牌轿车基地计

划投资４３亿元，将形成年产５０万辆自主品牌

新能源汽车、乘用车的生产能力。四是推动北

京市与海军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８月２４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与北京市人民政府签

署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

同建立和完善军民融合创新发展的机制。五是

落实市政府与三大电信运营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和无线城市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协调解决三

大电信运营商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中遇到的

难点问题，加快信息化标准与政策制定，打造

·８９· 北京工业年鉴



良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促进运营商

投资的尽快落实。

（经济运行处）

【中小企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中小企业工作

在推动政策法规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

设、强化融资服务等方面，着力解决中小企业

发展瓶颈问题。

组建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机制。成立了由

３０个相关委办局及部门组成的北京市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苟仲文副市长任组

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经济信息化委，形

成了全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协调机制。

地方立法和政策制定。起草了 《北京市中

小企业促进条例 （草案稿）》和立项报告。制

定了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进一步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京

政发 ［２０１１］１７号），提出了３０条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定了２２项重点工作

任务，明确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确保相关政

策措施得以有效贯彻落实。编制并发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中小企业发展促进规划》。规划

提出了 “十二五”时期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指

导思想、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发展重点、主

要任务和重要措施及条件保障。同市财政局编

制完成了 《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建设总体方案》，已开始分步实施。

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市区两级中小企

业融资服务体系，加强与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

的合作，开展创新服务，搭建 “融资绿色通

道”，搭建北京市中心企业投资服务平台。年

内，北京市中心企业投资服务平台共组织开展

融资培训２２场，千余家企业、４５个行业协会

参加了培训，带动区县开展融资培训超过

２０００家，通过该平台为１１９家企业，融资

１６．７２亿元。６月份，“‘北京中小·成长之星’

中小企业集合信托计划”推出，截至年底，共

发行５２期集合信托产品，为１５６家中小企业

融资１８．４６５亿元，北京市中小企业创新融资

额度已连续２年位列全国第一。

创投基金监管服务。完善中小企业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制度，加强对合作创投

公司绩效考核、考评、退出等制度建设，保证

引导基金规范运作。引导基金财政资金规模为

９．２亿元，截至年底，引导基金以参股方式与

国内优秀创业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了１７支子基

金，基金总规模为２６．５亿元，其中引导基金

协议出资约６．７８亿元，合作创投机构协议出

资约１９．７６亿元。对５８家民营中小企业进行

了股权投资，其中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文化

创意产业的项目占投资项目总数的９６％。

培训服务工作建设。推进实施 “中小企业

银河培训工程”、“育林工程”、“企业健康成长

计划”等项目，面向初创型、成长型的中小企

业，围绕政策咨询、投资融资、创业创新、转

型升级、管理提升、企业信息化等主题推进培

训工作。年内共举办市级中小企业专题培训

５７次，覆盖中小企业近２５００家，培训各类管

理人才４０００名。

（中小企业处）

【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截至年底，全市共认

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１４批，市级及以上企业

技术中心共３８６家 （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４６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３４０家）其中，装

备制造产业９３家，占２４％；电子信息产业４３

家，占１１％；基础产业４８家，占１３％；都市

产业４３家，占１１％；生物医药产业２７家，

占７％；汽车交通产业９家，占２％；其他行

业８家，占２％；软件与服务产业６４家，占

１７％；建筑产业５１家，占１３％。呈现出覆盖

行业范围面广、重点行业比重大的分布格局。

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投入加大，创新能力提

升。运行监控的２８５家市级认定工业和软件信

息化服务企业技术中心２０１１年技术开发经费

支出额合计２３８．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３．５％；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计７３４０９人，占企

业职工总数的１４．９％；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

备原值合计１０７．７亿元。

技术中心创新效果显著。２０１１年２８５家

市级认定工业和软件信息化服务企业技术中心

合计新产品销售收入１９４８．６亿元，产品销售

收入占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为３５．６％；

新产品销售利润２９９．２万元，占企业产品销售

利润比重为４１．３％。截至年底，２８５家市级认

定工业企业技术中心近５年拥有全部专利合计

１１５６６项，其中拥有全部有效发明专利合计

１４０６项。

（科技处）

【引智与培训】　引进海外人才工作以新能源

汽车、汽车关键部件及京东方８代线技术作为

·９９·工 业 总 述



重点。共申请项目３６个，聘请外国专家２１６

人次。为 “物联网 （绿色城市）”、 “云计算”

以及 “萨博 （北汽控股）”核心技术引进海外

技术支撑团队。与美国盛世集团合作，帮助北

京电控集团建立海外 “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派出 “政务安全”等出国培训团组６０人次。

组织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

能竞赛总结表彰活动。竞赛共产生２３１名 “北

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１０６名北

京市行业技术能手，２８名北京市工业最佳操

作能手，有３９名同志获 “优秀教练员”奖，

５０同志获 “优秀工作人员”奖，首钢总公司

等２０个单位获 “优秀组织奖”。９月下旬，组

织两批共７０名获奖选手、优秀工作人员、好

教练员赴西北地区考察。１２月分别举办了

“网络管理信息安全”和 “维修电工”培训班，

约８０名获奖选手参加培训。

（人事教育处）

【节能环保】　工业能耗降幅显著。２０１１年工

业能耗２３２９．７万吨，同比下降１５．３４％。万

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降幅明显。

年内，编制并发布 《北京市工业及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 “十二五”时期节能节水规划》，

编制 “十二五”节能指标分解方案，编制 《北

京市节能机电设备 （产品）推荐目录》 （第一

批）和 《北京市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 （产品）

淘汰目录》（第一批），编写工业企业节能管理

制度规范，建立工业重点用能企业月报制度。

推动工业领域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施，组织了

京能集团石景山热电厂等５个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签约，预计节能量３万吨以上。开展节能、

节水宣传及技术推广工作，开展节能示范企业

测评工作，在重点用能企业中评选节能先进示

范企业。联合相关部门累计对２６家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审核完成验收，组织专家评议审核，

新确定１８家清洁生产咨询机构。开展大宗固

废及煤矸石利用状况调研。推进落实淘汰落后

产能相关工作，退出３８家 “三高”企业，组

织上报国家关闭小企业的工作计划，协调推进

东方化工厂搬迁等工作。

（节能与环保产业处）

【禁止化学武器履约工作】　２０１１年，编制下

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禁化武履约工作的

通知》；依法按时完成１６个批次２１０９７吨监控

化学品的申报进口初审工作，完成３个批次

２．０２吨监控化学品的使用许可工作；按时完

成北京地区１０个厂区２０１０年度宣布数据的采

集、审核和上报工作；组织召开了４次监控化

学品企业进口经营情况季度调度会；对全市所

有取得行政许可的监控化学品企业，全面开展

了现场检查工作；完成了北京市监控化学品防

扩散工作预案的编制工作；组织召开北京市监

控化学品进口企业工作会、禁化武履约培训

会、履约专家座谈会等专题会议；完成国家禁

化武办交办的承办国家履约部际协调机制联席

会、协助国际核查员过境北京等有关工作；编

发４期 《北京市禁化武履约工作简报》，与河

北、天津等部分省市禁化武办开展履约交流。

（基础与新材料产业处）

【政府信息公开】　２０１１年，市经济信息化委

上报各类信息３００条，市委市政府采用１００多

条，上报各类调研报告１０篇。通过政务公开

栏目共公开政务信息５６７条，其中公开文件

５４件，均及时移送到政府信息公开大厅、市

档案馆、图书馆，合格率和及时率达１００％。

（办公室）

【折子工程】　２０１１年，市经济信息化委共承

担各项折子１５类１８６项，主办１０９项，协办

７７项。其中，列入市绩效任务的市政府折子、

重要实事、新农村建设３类折子共５０项，主

办３３项，协办１７项，均按时完成。

（办公室）

【“两会”建议、提案办理】　２０１１年，市经

济信息化委共接收人代会建议４１件、政协提

案５４件，所有建议、提案全部办理完毕。

（办公室）

【宣传工作】　做好重大工程、经济运行等新

闻发布和宣传工作，采用大型活动、座谈会、

说明会等形式，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

等媒体。全年组织新闻发布会和情况通报会等

１０余场，媒体专访６次。在北京日报、北京

晚报、京华时报、新华社等媒体组织报道１０５

篇，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报道１５次。

（办公室）

·００１· 北京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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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东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 工 业 总 产 值 ６９．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１．３％，增速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１．３个百分点；

实现销售产值６４．４亿元，同比增长９．１％，

增速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２．２个百分点，保持平稳

增长的发展态势。工业出口有所加快，规模以

上工业出口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６．０亿元，同

比增长２４．６％，增幅比上年提高１３．６个百分

点，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其中，医药

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２．６亿元，同比增长

５５．２％，拉动工业企业出口增长２０个百分点。

工业重点企业贡献显著，东城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共４０家，其中全年累计总产值过亿元的

企业有１３家。这１３家工业企业全年累计实现

工业总产值６１．０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９亿元，

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的贡 献率

为９７．１％。

（张金生）

【电力迎峰度夏工作】　年内，召开东城区

２０１１年电力迎峰度夏前期工作部署会，按照

“属地管理区域调控、重点单位保障优先、促

进节电移峰”的工作原则，编制了东城区

２０１１年电力 “迎峰度夏”运行保障方案。合

理安排调控负荷，严格推行４级调控；深入开

展节电移峰工作；启动夏季电力应急预案，保

障电网安全运行。通过对２４４个用电单位采取

调控措施，调控负荷为７．５万千瓦，确保迎峰

度夏工作任务的完成。

（张金生）

【节电移峰系列活动】　年内，组织节能专家

深入全区开展 “五进两促”活动，即 “进企

业、进社区、进公建、进机关、进学校”，开

展用电检查和节能服务；“促节电、促移峰”。

进企业。深入北京同仁堂股份公司等重点工业

企业对电力设备进行能源诊断，挖掘能耗下降

空间，引导企业推行节能改造。进公建、进机

关。深入北京饭店、北京国际饭店、政府机关

等地，加强温度控制，评估空调、动力、照明

设备的运行效率，提出节能建议。进社区、进

学校。深入民安社区、东四九条小学等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和电力安全检查，普及

节电知识，着力提高用电高峰期间的节能意

识。活动中向社区居民和学生分发节电宣传手

册３００余册。北京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进社区活

动进行全程拍摄，用于全市电力宣传片制作。

（张金生）

【电力管理】　年内，编制 《东城区电力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预案中规范了电力突发事件

的等级分类，确定不同等级突发公共事件的启

动程序，明确各相关单位的职责。通过整合现

有电力突发事件紧急处置资源，建立分工明

确、责任到人、优势互补、常备不懈的电力突

发公共事件保障体系。

（张金生）

【煤炭管理】　年内，北京市天坛煤厂公司、

金泰汇通公司通过煤炭经营资格年度年检，取

得煤炭经营许可。定期对煤炭进货、销售、储

煤量和价格等方面进行监测，并将监测数据

上报。

（张金生）

【景泰蓝工艺】　年内，北京市珐琅厂被文化

部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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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技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在第十二届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及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上，

国家级大师钟连盛创作的 《小聚宝盆》景泰蓝

系列荣获特别金奖；高级工美技师李静创作的

《游》景泰蓝系列作品荣获金奖。北京市珐琅

厂建造了一台景泰蓝行业最大的天然气烧焊活

大炉，炉长３米、宽２米、深３米，由燃气、

温控、炉体、吊车系统组成，最大可以烧制直

径２．２米的大瓶或３平方米的景泰蓝平面、半

平面产品。

（张 莉）

【玉器工艺】　年内，在第五届北京工艺美术

展上北京玉器二厂国家级高级工美大师张志平

设计的玉器作品 《净瓶观音》获得特别金奖；

北京市三级工美大师刘锦茹设计的彩蛋作品

《银花丝镶嵌彩蛋珍品松鹤图》获得金奖。在

第一届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中由北京玉

器二厂玉石文化研究室集体创作的玉石盆景

《国色山前》获得优秀作品奖；高级工美大师

王?希玉石盆景 《天上人间》获得优秀作

品奖。

（孟凡婵）

西城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西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２１．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８．３％。整体看，２０１１年西城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发展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生产、销售

等均呈上升趋势。

能源供应业支撑全区工业稳定增长。是

年，西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

产值７２１．６亿元，其中能源供应业企业累计完

成产值６２２．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９％，占西

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８６．３％，生产情况

良好。能源供应业一直是西城区工业经济的支

撑行业，在生产、销售、盈利水平等各个方面

都显示出了明显强势，是西城区工业整体实现

盈利的重要力量。

销售产值增长，产销衔接较好。随着国内

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向好，西城区企业销售产值

逐步升高。全年，西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

计实现工业销售产值７２８．４亿元，比上年增长

９．３％，累计产销率为１００．９％，工业品产销

衔接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

大中型企业成为全区工业的中坚力量。截

至年底，西城区共有大中型企业１９家。年内，

区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６６１．７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５．４％，占全区

工业总产值的９１．７％。大中型工业企业呈现

平稳增长趋势，是全区工业的中坚力量。

工业企业经营情况良好。年内，全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７４１．２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１０．６％；累计实现

利润总额４１．８亿元，是上年同期的１．６倍；

盈利企业总数达到４７家，占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总数的７３．４％。各项主要财务指标显

示，西城区工业企业２０１１年经营情况良好，

为下一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刘海红）

【广安产业园发展】　年内，申报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以菜市

口为中心，总占地规模约２平方公里的广安产

业园用地项目已经由市政府专题会研究通过，

原则同意将其纳入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空间

发展规划。修改完善 《广安产业园概念规划及

城市设计方案》。深入细致开展园区各地块调

研工作，不断完善园区规划调整工作。重点项

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

务楼拟落户该区，《中国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组

建方案》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与中国版权保

护中心合作推动创建国家数字版权产业基地，

签署了 《推动创建国家数字版权产业基地合作

协议》，完成国家数字版权基地建设可行性研

究报告。

（刘海红）

【德胜科技园发展】　年内，修改完善德胜科

技园政策区范围调整方案，拟扩大政策区 （含

广安产业园）面积至９９３．５公顷。启动新政策

编制工作，制定园区孵化器、出版产业、设计

产业等专项政策。完成高新技术人才评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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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评选出１０名高新技术突出贡献人才候选

人。继续推进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完成中国北

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９层公共服务平台装修，

核心区共入驻出版创意类企业２７家，完成一

期建设与招商工作；完成中国设计交易市场装

修改造设计方案并开始施工，启动招商工作。

已与部分国际知名设计机构签订入驻意向书。

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备案；举

办中关村 “１＋６”政策培训宣传会，组织１４０

余家企业参加培训；启动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５３家企业提交复审材料；组织园区企业申报

第二批中关村 “十百千”工程。完成科技园

２０１０年度政策兑现。举办２０１１年企业新春座

谈会，启动功能街区融资平台签约仪式，已为

园区企业融资约５２００余万元。

（刘海红）

【中小企业发展】　年内，研究制定 《西城区

“十二五”中小企业发展规划》、《西城区促进

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集合融

资工作，发行西城区第一期集合信托产品，满

足了５家中小企业低成本融资３８００万元的需

求。提升项目储备能力，建立西城区中小企业

项目管理库，做好项目储备。提升人才服务，

开展 “百日网上招聘”等活动，搭建吸引人才

的长效平台。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完善自

主创新产品 （服务）的政府采购工作机制，举

办中小企业、非公经济政府采购对接会，引导

有条件的企业进入自主创新产品名录。开展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工作和非公有制

企业奖励兑现工作。组织企业积极申报国家、

市级各类专项资金，全年，４家企业共获得资

金支持９７０万元，完成１２家企业项目备案。

研究建立促进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形成促进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的合力。积极开展治乱减负工作。

通过自查、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全区行政事业

单位收费情况进行检查。组织有代表性的企业

与市减负领导小组面对面座谈，成效显著。不

断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充分利用区财政担

保资金、融资平台，成效显著。全年共对１９

家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担保，担保金额１０９８０万

元，小额担保贷款项目１６笔，担保金额１３８

万元，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刘海红）

【电力管理】　年内，制定 《２０１１年西城区迎

峰度夏工作方案》及 《２０１１年西城区冬季供

电保障方案》，编制 《西城区电力突发公共安

全事件应急预案》，并由区应急办统一发布。

做好老旧小区电力改造工程。西什库２６、２８

号院，阜外北四巷２～５楼电力改造工程正在

收尾阶段；京泽苑小区、新文化街８４号、信

德园小区、右安门内西街１号院、玉桃园三区

前期手续已完成，拟准备明年开工建设。

（刘海红）

【节能减排】　年内，对 “十二五”节能规划

进行修改完善。制定 《西城区建设绿色城区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举办２０１１

年节能宣传周系列宣传活动，全面宣传节能理

念，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开展金融街节能潜力

调研，启动金融街大型公建改造示范项目。组

织全区５０００吨标煤以上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节

能培训，完成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备

案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的审查工作。在全市率

先实行 “十二五”节能指标按行业细化分解。

完成了 《西城区 “十二五”期间平房煤改电调

研》。推进重点项目工程建设，完成７０余处公

共机构热计量改造；提供资金支持，对１４个

节能改造项目、１个能源审计项目以及５个清

洁生产审核项目提供资金支持１３９４万元，改

造后拟节约能耗４６３７万吨标煤。

（刘海红）

朝阳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朝阳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３２７２．１５亿元，占北京市ＧＤＰ比重的

２０．１３％。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１６亿

元，同比下降０．１５％；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３６２．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３％；第三产业实现

增加值２９０８．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１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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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产业结构为０．０４∶１１．０８∶８８．８８。

工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全区３３５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全年累计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

１１８５．３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９％。实现增加值

２７５．３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４％，占第二产业

增加 值 的 ７５．９１％。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１２５５．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６％；实现利润总

额９５．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４％。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下降。１００家高技术制

造业企业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２１３．６９亿元，

同比 下 降 ０．４％，占 全 区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１８．０３％，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２１４．２６亿元，利

润总额３２．０亿元。

（陈 珊）

【电子城创新实践基地成立】　８月２３日，电

子城科技园北京市博士后 （青年英才）创新实

践基地揭牌仪式在电子城ＩＴ产业园内举行。

首批获准成立博士后 （青年英才）创新实践基

地工作站的鼎桥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合众

思壮导航技术有限公司、德信无线通讯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３家公司获北京市人力资源

及社会保障局颁发的 “实践基地工作站”牌

匾。实践基地的挂牌标志着电子城具有了为朝

阳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引进和培养更多高层次科

技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新渠道，在促进企业与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接上有了新的平台。

（陈 珊）

【帮助小微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１０月２６日，

朝阳区望京创业园与杭州银行、南京银行、交

通银行、北京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９家银行的支

行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创业园小微企业

提供２５亿元授信额度。创业园与北京华霖合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孵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京海风联投资中心３家风险投资公司签

署协议，联合开展合作。园区通过严格的调查

和筛选，与全维智码信息技术 （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融通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易贝乐教

育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爱科凯能科技 （北

京）有限公司４家企业签订了首批投资意向。

（陈 珊）

【产业发展】　年内，全区工业共涉及３０个行

业、６大支柱行业。包括：煤炭开采业，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电

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

别实现工业总产值３３６．２亿元、１４７．１亿元、

１２５．６亿元、９８．９８亿元、８５．２亿元和８０．２

亿元，其中增幅前三的行业依次为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煤炭开采业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同

比分别增长５１．３９％、３８．６８％和１７．９４％。

（陈 珊）

【园区建设】　年内，电子城科技园实现总收

入１８６０亿元，同比增长４９．４％；实缴税费

８９．９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５４．１％；利 润 总 额

１７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４％。出台了功能区

和高新技术产业 “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建设项

目联席会制度，形成严密完善的体系保障，进

一步推进了ＩＴ产业园、国际电子总部、爱立

信二期、Ｅ８－２恒基伟业等重大项目建设和

“北扩控规”调整。全年园区２３个重点建设项

目、１４个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２３亿元。新增企业２００余家，其中注册资

本金１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１１家，１０００万元以

下企业５４家；内资企业６１家，外资企业

４家。

（陈 珊）

【产业结构调整】　年内，全区产业结构更加

优化，经济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基本形成现

代服务业主导、高新技术产业支撑、文化创意

产业集群发展的产业格局。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８９％。以国际金融、商务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快速发展，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中国国

际期货总部等２８０多家金融机构相继入驻，总

量达到１２５０余家，占全市的２５％。文化创意

产业加速聚集，市级产业集聚区达到８个，居

各区县之首。ＣＢＤ———定福庄国际传媒产业走

廊集群发展态势明显，营业收入占全市１／４。

新移动通信、新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稳步发展。

（陈 珊）

【中小企业发展】　年内，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强化政策宣传力度，加强与区内各行业协会的

联系，召开行业协会专题会，认真做好与北京

中小企业网的对接，扩大政策的普及面。先后

组织推荐５０余家企业申报国家、北京市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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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难题，促进产业

健康发展。年内共有１１家中小企业获得３９０３

万元国家、北京市专项资金扶持。拓宽融资渠

道。依托区中小企业一体化融资平台，与中国

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金

融机构及担保机构进行对接，帮助企业在创业

板上市融资等多种融资形式，进一步拓宽中小

企业融资渠道，形成中小企业、专业机构、金

融企业、政府部门相互支持、资源共享的共赢

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朝阳区促进非公有制中小

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扶持作用，对区内４５家

中小企业给予２０００万元资金扶持，促进中小

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陈 珊）

【企业技术改造】　年内，该区共核准及备案

工业、软件类企业投资和技改项目３９个。项

目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通信设备等高技术

产业投资、技术改造为主，总投资额１８．２４

亿元。

（陈 珊）

【５家企业荣获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　

年内，经科技部认定，朝阳区有５家企业的项

目产品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荣

获 “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这５家企业的项

目产品分别是新华都特种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

“变频调速用干式整流变压器ＺＴＳＦＧ （Ｈ）”、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有限公司的 “自组织无线传

感网监测控制系统”、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的 “城市粪便无害化处理设备

ＣＧＥＥＴ－ＦＢＣＬ”、北京第七九七音响股份有

限公司的 “Ｄ０７０２／Ｄ０７０２Ｂ型高音压缩驱动

器”以及北京承天倍达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的 “自动反冲洗过滤器４１ＦＶ３１１３”。

（陈 珊）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年内，朝阳区认定并

进行公示的高新技术企业共计１３１家，其中电

子城科技园区外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２家，园区内

２９家。北京市认定并进行公示的该区高新技

术企业１２９家，占全市的１０．２％。截至年底，

朝阳区累计共有高新技术企业６３７家。

（陈 珊）

【５项目列入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 】　年内，

朝阳区有４家企业的５个项目被列入北京市第

十二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它们分别是北京双

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

坦钠４∶１ （商品名 “一君”）、北京魁方时业

新型建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的ＫＦ幕墙式轻质

防火保温装饰干挂板系统、新华都特种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的海洋平台三相干式整流变压器、

新时空 （北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路灯监控

终端单灯和控制器。截至年底，朝阳区共有北

京市自主创新产品项目３１１个。

（陈 珊）

【建设动态监测平台】　年内，朝阳区重点能

耗企业在线动态监测平台建设工程正式启动。

项目建成后将对该区２０００吨～５０００吨级标煤

的２０７家各类能耗企业进行全面的动态监测。

（陈 珊）

【开展低碳城区发展模式研究】　年内，朝阳

区与西门子公司、市节能中心共同调研城区低

碳实施路径的工作，并统筹协调区统计局等相

关部门，完成低碳研究的初稿、终期稿件及征

求意见稿和专家评审工作，该项目已经通过市

发展改革委、市科委的终期评估，并制定了

《低碳研究实施方案》。

（薛 蕾）

【推进 “东北热电中心”建设】　年内，朝阳

区积极推进东北热电中心建设工作，协调沟通

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委、市热力集团和区循

环经济园区等部门，落实热电中心的选址、热

电平衡分析、占地补偿协调等工作，并力求合

理计算全区能耗，为 “十二五”节能降耗工作

奠定基础。

（薛 蕾）

【编制节能管理规划】　年内，全面启动编制

朝阳区 “十二五”节能规划、 “十二五”公共

机构节能规划、“十二五”能源规划３个规划

的编制工作，理清全区节能潜力、能源结构、

能源发展布局等相关能源重大问题，提出 “十

二五”能源、节能减排的发展目标、发展格局

和工作措施。

（薛 蕾）

【电力应急保障有序开展】　年内，朝阳区加

强１１０千伏输电线路的安全检查，消除８个街

乡电力安全隐患１２处。下达线路保护区内停

止施工通知书１２份。消除重点线路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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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项。加强对有限空间电力安全的检查，协

调电力企业对有限空间作业制定了应急救援预

案和安全规定细则。

（余合喜）

海淀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３１４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５％，增速比上年

同期 提 高 ０．２ 个 百 分 点；实 现 财 政 收 入

１３０９．３０亿元，增长２６．８％；区级财政收入实

现２４１．７６亿元，高于上年同期５０．８２亿元，

增长２６．６％。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１３８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完成６２５．３亿元，增长１６％。

年内，海淀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

总产值１３０４．９１亿元，占全市总量的９．２％，

同比增长２．１％；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主营业务

收入１７８５．１亿元，同比增长６．２％；实现利

润１１１．０亿元，同比下降３．９％；累计完成工

业销售产值１３０４．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７％。

其中，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７９．３８亿元，同比

增长１．１％；内销工业销售产值１２２５．４６亿

元，同比增长３．９％。全区２７个重点行业大

类中有１９个行业工业总产值实现增长。

全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工业产值４７８．１亿

元，同比增长７．６％，占全区总产值比重为

３６．６４％；实现利润总额３１．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５．６％；出口３５．８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８％；

存货７３．２亿元，较上年增加２．１亿元。名列

前五位企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平均速度为

５．３４％，２家超过１３％，１家下降。企业出口

下降明显，存货量不断增加。

装备产业产值、利润下降明显，出口较上

年大幅提高。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４６０．３亿

元，同比下降８％，占全区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３５．３％；实现利润总额４８．７亿元，同比下降

２０％；出口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４．７％；存货

１７６．２亿元，较上年增加９．５亿元。名列前五

位企业中华锐风电下降较大，其余４家均保持

较快增长，５家企业平均增速为２３．９％，对装

备产业以及全区工业增长产生很大影响。

基础产业保持稳步增长。全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１８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７．５％，占全区工

业总产值比重为１３．８５％；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３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实现出口３．２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０．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５．８％；存货３４．１亿元，

较上年增加６．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６５％。排

名前五位企业中１家企业工业产值下降，４家

增长，其中蓝星石油增长４３．１％，拉动整个

产业增长较为明显。

都市产业持续较快增长。全年实现工业总

产值９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６％，占全区工

业总产值比重为７．４％；实现利润总额７．５亿

元，与上年持平；实现出口６．６亿元，较上年

增加０．４亿元；存货１４．６亿元，较上年增加

０．１亿元。排名前五位企业中３家实现工业总

产值增长，１家与上年持平，１家下降；大北

农增长突出实现同比增长６５．５％，三元食品

实现２０％的增长，由于三元食品在２０１２年将

迁出海淀，将对都市产业以及全区工业带来一

定影响。

交通运输产业实现较快增长。全年实现工

业总产值４９．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８％，占全

区比重为３．８％；实现利润４．１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０．１亿元；实现出口０．３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０．１亿元；存货２０．４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６％。名列

前五位企业产值同比增长均保持１７％以上，

其中２家同比增长在３０％以上。

医药产业持续低迷，产值下降。全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２２．２亿元，同比下降１１．６％，占

全区工业总产值比重为１．７％；实现利润总额

８．４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６．４％；实现出口０．６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０．１亿元；存货４．５亿元，较上年增加１亿

元。排名前５位企业中２家保持较快增长，工

业总产值分别为５３％、３５．６％；３家企业工业

总产值下降。

（侯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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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个重点产业项目实现新开工建设】　４月，

落实区委区政府２０１１年重点工作任务，加快

推进已签约项目建设，树立核心区发展新形

象。北部聚集区范围内计划新开工产业项目共

３０个，总占地面积１０４．０６公顷，总规划建筑

面积１８４．０２万平方米，其中２０１１年实现开工

建筑面积１４９．９万平方米；总投资额１２３．７亿

元，其中２０１１年计划完成３４．３亿元。

新开工的３０个项目中，位于实创股份公

司３个专业园区 （永丰基地、环保园和创新

园）的项目有１５个，占地面积８５．２公顷，规

划总面积１５１．０２万平米，其中２０１１年可实现

的开工建筑面积１１６．９万平方米，总投资额

９３．７亿元，其中２０１１年计划完成投资２１．３亿

元；位于软件园内的项目有１５个，占地面积

１８．８６公顷，规划总面积３３万平方米，其中

２０１１年可实现的开工建筑面积３３万平方米，

总投资额３０亿元，２０１１年计划完成投资１３亿

元。

（侯 硕）

【２５家企业进驻海淀北部】　７月２日，大唐

电信等２５家企业进驻海淀北部的中关村翠湖

科技园，其中有１６家从事电子信息行业、５

家从事能源环保和新材料行业、４家从事生物

医药和航天信息行业，这些企业均为国家重点

支持的新兴产业，企业投产后总收入将突破

２４０亿元。海淀北部地区总建设用地规模约６９

平方公里，截至年底，海淀北部已有近３５０家

各类企事业单位签约入驻，从业人员总数约

４．２万人。海淀北部将以北清路为轴，发展软

件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与环保、信息

通信、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五大产业板块，形成

面积约４０平方公里的研发型高新技术产业聚

集带。

（侯 硕）

【重点建设项目开工】　１１月９日，中关村科

学城一批建设项目集体开工。中关村航天科技

创新园、中关村航空科技园、现代轨道交通产

业技术研究院、信息服务创新园开工仪式隆重

举行。中关村航天科技创新园、航空科技园、

现代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信息服务创新

园是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打造高端产业集

群的重要载体，是北京市支持中关村科学城建

设的重点项目。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取得初步成

果。一是创新了工作机制，建立了责任明确、

协调有力、长效运作的项目联合调度机制，形

成央校、央所、央企等各方力量协同建设科学

城的积极态势。二是加强规划引领和政策推

动。发布了 《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城发展定位、创新

任务和实现路径。研究制定了 《北京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的若干意见》，

提出了２１条支持措施。三是一批重大项目取

得阶段性进展。分三批与３５家高校院所、企

业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建１２个产业技术研究

院、２４个特色产业园、１个央企研究所、３个

技术转移中心。其中，在海淀区建设有１１个

产业技术研究院、２０个特色产业园和３个技

术转移中心。目前，纳入科学城建设的７３项

新建及改造工程项目中涉及海淀区的项目有

５５项。

（侯 硕）

【北航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奠基】　１１月２０

日，北航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举行奠基仪式。

作为中关村科学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

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位于北航校园内，规划建

筑面积２２．７万平方米，地下４层、地上２４

层，高度９９米，３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将

成为中关村科学城的地标性建筑。

（侯 硕）

【园区建设】　１～１１月，海淀园经济整体运

行平稳，园区总收入、工业总产值、上缴税

费、利润总额、研发投入、出口创汇等经济指

标均实现增长。除实缴税费总额、利润总额同

比增速上升外，园区总收入、工业总产值、科

技活动经费支出及出口总额等指标同比增速稍

有放缓。

园区总收入增速基本平稳。１～１１月，园

区实 现 总 收 入 ７１２４．８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７．３％，增幅较１～１０月下降了０．９个百分

点，整体增速基本稳定。海淀园实现总收入占

整个示范区的４６％，同比增速高出示范区３．３

个百分点。其中，实现技术性收入１３８６．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３％，增速较１１０月下降了

１．４个百分点；实现产品销售收入２０７９．９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９％，增速较１１０月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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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个百分点；实现商品销售收入３２０３．８亿

元，同比增长２２．４％。

园区工业经济保持增长，但增速继续放

缓。１～１１月，园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

业总产值１０４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８％，较

１～１０月增幅下降了１个百分点，占示范区工

业规模的２２．７％。受统计口径制度发生变化、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降等多种因素影响，

海淀园工业经济发展滞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

于整个中关村示范区８．３％的增长速度。１～

１１月，海淀园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４６９．１亿元，占整个示范区的４３．５％，同比增

长１９．１％。

１～１１月海淀园总体利润率 （利润／总收

入）为６．６％。从企业层面来看，园区１９１９

家企业盈利，１０７２家企业亏损，亏损面为

３５．２％，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总收入规模

１０００万元以下的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面临

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受国家银根紧缩的影响非

常明显。１～１１月，园区实缴税费总额继续保

持增长，同比增速稍有上升。园区规模以上企

业实缴税费总额为３１０．１亿元，占整个示范区

的４１．６％，同比增长１６．３％。

创新投入方面。１～１１月，园区期末从业

人员达到５６９５２０人，同比增长１０．８％，其中

科技 活 动 人 员 为 １９４８４９ 人，同 比 增 长

１１．４％。企业创新投入继续保持增长，１～１１

月，园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２９９．８亿元，

同比增长２１．２％。

创新产出方面。１～１１月，整个园区规模

以上企业实现技术性收入１３８６．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３％。１～１０月，园区技术合同成交总

额为３１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１～１０

月，园区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２６３１个，同比

增长１７．２％。

１～１１月，园区规模以上出口企业实现出

口总 额 ６５．０ 亿 美 元，占 整 个 示 范 区 的

３１．４％，同比增长６０．６％。

（侯 硕）

【工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　年内，海淀区经

济和信息化办公室组织开展海淀区 “十二五”

时期工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依托海淀

区丰富的科技、人才、资金等资源，以建设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打造现

代工业技术创新辐射源，建设新兴工业培育

区、北京创造核心区和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发展

目标。

（侯 硕）

【信息化建设】　年内，按照重大应用带动核

心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领域信

息化发展模式创新的基本思路，围绕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以建

设 “智慧海淀”为指导，编制了 《海淀区 “十

二五”时期信息化及重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实现信息基础设施国际领先的智慧城区、

引领企业自主创新的一流数字园区、具有国际

竞争优势的信息产业高地、城市运行管理精细

有序的智能典范、数字公共服务惠及民生的幸

福家园，实现 “数字海淀”向 “智慧海淀”的

全面跃升。《规划》在信息基础设施、信息化

应用、信息产业等３方面重点规划了１４大类

任务。

（侯 硕）

【重点产业化项目】　年内，共有４４个项目，

申报重点产业化项目股权投资专项资金，其中

电子信息２８个、新材料３个、高端制造业９

个、生物医药４个，项目所属技术领域是海淀

区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共２１个项目

通过审查，９个项目纳入海淀区重点产业化股

权投资支持项目，共投资６９００万元，其余１２

个项目纳入备选库。

（侯 硕）

【加快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年内，完成

《海淀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及 《海

淀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支持办法》编制工作，

并于７月１３日正式印发。提出了率先在北京

市和全国建设完善的企业信用体系，率先建立

健全企业信用信息归集和交换共享机制，逐步

形成全区统一规范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统

筹设计和推广应用信用产品，引导培育企业建

立现代信用制度的发展目标。

（侯 硕）

【淘汰落后产能】　年内，扎实推进海淀区

“三高”企业退出工作，制定并印发了 《海淀

区２０１１年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

工作方案》，对１３家 “三高”企业实施了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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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贯彻落实财政部、工信部 《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精神，组织申报海淀区关闭 “三高”小

企业计划，有６家企业列入关闭计划。

（侯 硕）

【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年内，贯彻落实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大

气污染控制措施）》，积极推动北京市翔牌墙体

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市西六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关停建筑渣土烧结砖生产项目。在海淀区重点

工业用能企业中开展能源消耗情况与节能潜力

调查、能源管理工作测评和推荐节能示范企业

活动，推荐了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５

家节能示范企业。贯彻落实 《绿色海淀２０１１

年行动计划》，组织专业园区上报清洁能源改

造计划，积极推动软件园 “软件广场太阳能电

站项目”建设。贯彻市委市政府 《关于进一步

加强水务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深入挖掘工

业再生水利用潜力，在园区产业基地和重点工

业用水企业中开展工业再生水利用潜力调查工

作。贯彻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 《关于做

好工业园区 “十二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精神，组织园区产业基地制定了 “十二五”污

染防治工作方案。

（侯 硕）

【落实支持创新企业政策】　截至年底，海淀

区已有４１４２家企业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组织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工作，共受理企业

申报材料２４１２份。组织实施２０１１年度高新技

术企业资质复审工作，共受理企业申请１４０５

家，经专家评审程序，１３７９家企业通过资质

复审。启动２０１１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

共受理企业申请６３５家。举办认定政策宣讲

会，培训人数达８００余人次。推进落实示范区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为１０２０家高新

技术企业出具园区注册证明。

年内，经严格审查，支持订标资助专项

２１家企业的２１个项目，支持金额２３０万元；

订标奖励专项３４家企业的１０４个项目，支持

金额２２６万元；采标奖励专项１家企业的１４

个项目，支持金额３０万元；中国标准创新贡

献奖专项１家企业的２个项目，支持金额１４

万元。合计支持金额总计５００万元。

落实区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试点工作。

征集并组织报送海淀区２０１１年第三批、第四

批政府采购新技术新产品项目，组织企业申报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第十二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

作。新增企业１０２家次、１３４项北京市自主创

新产品，占北京市同期新增产品的５４．３％。

目前海淀区有９７１家企业的２９０２项目列入全

市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其中认定２２家企业的

首购产品３０项和２１家企业的２６项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海淀区的自主创新产

品、首购产品和首台 （套）项目分别占全市的

６２．０％、５０．０％和５６．５％。

（侯 硕）

【专利申请授权量全面增长】　年内，海淀区

专利申请首次突破３万件，达３２４１２件，占全

市的４１．６％，同比增长３０．３％。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首次突破２万件，达２２７０１件，占全

市的５０．４％，同比增长３１．４％；专利授权

１６８００ 件，占 全 市 的 ４１．１％，同 比 增 长

２１．４％。其中，发明专利授权９０４８件，占全

市的５７％，同比增长３６．７％。

（侯 硕）

【上市企业统计情况】　年内，上市企业累计

２０５家。其中，境外上市企业５６家，国内 Ａ

股７６家，新三板挂牌７３家。

（侯 硕）

【发布 “十二五”高新技术产业规划】　年内，

海淀区发布了 《“十二五”时期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围绕打造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策源地的目标，坚持巩固提升与新兴

培育相结合，以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

以提升电子信息产业为重点，加快新兴技术突

破与产业化应用，推进技术融合与产业融合发

展，做优做强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通信产业、

科技服务业３大竞争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能

源与节能环保、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等４

大新兴产业，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成长

性好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

（侯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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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区２５５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实 现 总 产 值 ４５６．７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０．７％；实现增加值１０６．３亿元，同比增长

６％，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１２．７％，占全市

工业增加值的３．５％；实现工业投资４０．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２４．１％，占第二产业投资的

９９．３％。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现代制造业企

业和高技术企业分别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８６亿元

和６６．９ 亿 元，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７．９％ 和

１０．７％，占 全 区 工 业 总 产 值 的 ４０．７％ 和

１４．７％。主要行业实现正增长。全区产值排名

前十位的重点行业中，有８个行业呈上涨态

势，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排名首位，实现

总产值９７．８亿，占全区总产值的２１．４％，工

艺品及其他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幅均超

过２０％。

坚持一手抓 “高”端引进，一手抓 “低”

端退出。一方面立足于丰台区区情，积极对接

央企和行业龙头企业的优势资源，重点引入高

端制造、科技研发、工程服务、总部型等集约

用地、高附加值的经济形态，大力发展高端装

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２．５产业；另

一方面深入推进 “三高”退出，确保用２年时

间完成全区３８家 “三高”企业退出的工作任

务。年内，丰台区已完成２０家 “三高”企业

退出，共释放土地空间１８６万平方米，每年减

少能耗１．７万吨标准煤，减少水耗２１万吨，

减排废水１３万吨，减排废气３万余立方米，

减少固体废弃物排放９３９吨。

坚持一手抓重 “大”项目，一手抓 “中

小”企业。一方面大力推进新兴际华集团 “两

园两院一联盟一中心”应急救援科技产业项目

和中国北车 “一园两院一总部”轨道交通产业

项目开工建设，按照 “大集团支持、大项目带

动、园区化运作”的发展思路，努力形成完整

产业链和特色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全面贯彻落

实 《丰台区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 （丰政发 ［２０１１］４６号），成立丰台

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区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搭建中小企业服务信息化平台，

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丰台区中小

企业服务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坚持一手抓 “特色产业”培育，一手抓

“传统产业”升级。一方面充分发挥丰台区的

比较优势，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龙头带

动、项目支撑、服务到位，依托国家轨道交通

基地、新兴际华应急救援产业基地，促进轨道

交通、军民结合、应急救援３大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存量传统工业企业转

型升级，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推动

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促进区域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

坚持一手抓 “经济运行”，一手抓 “信息

化建设”。一方面加强对丰台区工业及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的监测分析，及时掌握重点行业、

企业运行情况，确保产业健康运行和平稳增

长；另一方面统筹推进全区信息化建设，建立

统筹机制、搭建合作平台，重点围绕 “一轴两

带四区”的信息化建设以及园博会、世界种子

大会等重大项目的信息化保障开展工作，制定

《“智慧丰台”行动计划》，打造 “智慧丰台”。

（刘嫱吟）

【“一园两院一总部”项目】　３月１３日，北

京市政府、丰台区政府与中国北车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打造 “一园两院一总部”项

目。即北车集团在丽泽金融商务区建设国际化

经营型总部，集团相关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公

司随总部入驻丰台区。对二七机车厂实施结构

调整和战略转型，在其原址建设 “轨道交通科

技创新园”，并率先投资建设 “高端轨道交通

产品研发中心”和 “轨道工程机械研发中心”，

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轨道交通科技创新基地。

项目总投资达２０亿元以上，到 “十二五”末

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０亿元。

（刘嫱吟）

【“两园两院一联盟一中心”项目】　１１月５

日，推动北京市科委、丰台区政府、新兴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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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引导大型央企新

兴际华集团在丰台区投资建设 “两园两院一联

盟一中心”的应急救援产业项目。市委市政府

对该项目高度重视，１２月６日，市委书记刘

淇来到丰台区对该项目进行了调研，并对产业

发展思路表示了肯定。

（刘嫱吟）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年内，制定出台了

《丰台区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提出了成立丰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统筹规

划、组织领导、资源整合和政策协调；设立区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加强各部门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资金的统筹；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体系；成立丰台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

（刘嫱吟）

【中小企业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年内，丰

台区提出了构建 “一个平台、二个网站、三个

数据库、四项互动服务、五个便捷沟通”的中

小企业服务体系，即搭建一个全区５万家中小

企业的服务平台；建设区中小企业服务网站和

区经济信息化委门户网站。完善丰台区中小企

业数据库、政府服务部门数据库、金融中介机

构数据库。实现 “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中介，

政府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交流。

使用统一的特服号码———６３８１２３４５，实现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 “电话通、短信通、传真通、邮

件通、网站通”。

（刘嫱吟）

【区域能耗信息平台建设】　年内，丰台区充

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选择了全区重点耗能单位

安装用能监测系统，实现能耗数据的在线监

测、动态分析和管理决策。目前，一期上线

４５家单位已启动能效管理工作。

（刘嫱吟）

石景山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受首钢涉钢产业搬迁调整

影响，全区工业生产大幅下滑。１～１１月份，

全区７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现价工

业总产值３４９．１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２２６．８

亿元，同比下降３９．２％，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６９１．６亿元，同比下降１９．２％；实现利润２７

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５％；应交税金１８．２亿

元，同比下降４．１％；出口交货值２７亿元，

同比增长１８％。累计生产钢材８４．１万吨，同

比下降８５．２％；累计发电量８１亿千瓦小时，

同比下降７．８％；累计生产集成电路２．４亿

块，同比增长２．１％。

全区２６家产值过亿元企业１～１１月实现

工业总产值３３１．４亿元，同比下降３９．５％，

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９４．９％。

截至１０月底，在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和涉

钢产业搬迁停产双因素的影响下，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２６３．５万吨标准煤，较

去年同期下降５２．１％；万元工业产值能耗

０．７５５吨标准煤，较去年同期下降２０．９％。

（李雅娜）

【首钢主流程停产仪式】　１月１３日，首钢北

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刘淇出席仪式并为首钢

总公司颁发 “功勋首钢”纪念牌，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席仪式并讲

话。市长郭金龙等市领导，国务院副秘书长肖

亚庆等有关部委领导、首钢总公司领导及荣

华、周茂非、岳德顺等区领导出席了停产仪

式。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结束了首

钢９１年的炼钢、热轧历史，首钢进入全新的

产业调整与转型发展阶段，全力打造新首钢高

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发展高端金属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生产性服务业、文化

创业产业等新兴产业，预计２０１５年形成每年

１０００亿元以上的工业产值。

（李雅娜）

【动漫城建设及招商引资座谈会】　２月２１

日，动漫城建设及招商引资座谈会成功召开。

首钢总公司与石景山区共同参与招商引资工作，

并同意 “边改造、边申请、边投资”“三边”方案。

（李雅娜）

·１１１·区 县 工 业



【重点项目验收】　３月１７日，北京市重大工

业项目———巴威公司 “６００兆瓦超临界 ‘Ｗ’

火焰电站锅炉产业化”项目正式通过验收。该

项目主要是利用巴威公司现有场地、工装和设

备，通过技术改造，实现 ６００ 兆瓦超临界

“Ｗ”火焰电站锅炉产品的产业化。项目达产

后形成每年４～６台生产能力，年新增收入约

７亿元，税金７０００万元。该项目实现了全世

界首台该类型机组的产成和运行，具有重要的

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为发电行业的高效节能

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９月，国家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重点项目———北京东标电子有限公司

高性能变频器装配测试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正

式通过验收。东标电子为中关村石景山高科技

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本项目的实施，在节约

能源、拉动就业、替代国外产品、促进行业升

级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李雅娜）

【中国动漫游戏城建设工作座谈会】　年内，

文化部和北京市共同组织召开第二次中国动漫

城项目建设推进协调会。会议就土地一级开

发、８００户拆迁、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组

建、工作开展等五方面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文

化部表示，将抓紧组建股份制联合公司，围绕

五大功能做好产业规划，并从资源整合、项目

支持、政策和资金支持等三方面全力支持动漫

城项目建设，力争３～５年建设成为国家级动

漫游戏产业园区，成为国际和国内有重要影响

力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李雅娜）

【帮扶中小企业进行资金申请】　年内，石景

山区完成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

工作。共有２５家企业申报国家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经严格审核，最终择优选取９家符

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报送，申报资金总额超过

２０００万元。

（李雅娜）

【中小企业帮扶工作】　年内，区经济信息化

委实施加速中小企业发展 “五大工程”。基础

工程方面，加强调查研究，摸清底数。建立行

业内重点企业库、服务机构资源库、企业项目

库，完成石景山区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工作

的调研报告。创业工程方面，促进初创企业健

康发展。积极发展 “创业基地”和 “公共服务

平台”，推荐参与国家、市级创业基地和公共

服务示范平台认定。成长工程方面，助推优质

企业加快发展。加强对重点行业企业的政策信

息对接、申报项目辅导、品牌建设培训等服

务，协助高成长性企业做大做强。融资工程方

面，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推进中小企业集

合债券、集合信托、融资租赁等创新金融产品

和服务，拓宽融资渠道。创新工程方面，促进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鼓励企业建立技术中心、

制定国家标准。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在行

业内属于前沿技术的新产品的产业化和技术

改造。

（李雅娜）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年内，完成２０１０

年石景山区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申报工

作。通过公开征集，１００余家中小企业申报项

目，其中７０余家通过初审，目前评审工作有

序展开。

（李雅娜）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年内，区经济信息化

委积极促进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以制度建设为

重点，充分发挥石景山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领

导小组作用，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统筹规

划，营造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以政策创新为

重点，规划建立石景山区中小企业发展基地，

切实降低中小企业发展成本，加强企业发展的

空间保障。以拓宽渠道为重点，建立健全石景

山区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进一步拓展与

驻区金融机构的服务联动机制。加大跨部门协

调力度，建立起高效的投融资服务体系，着力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以整合资源为重点，

整合区内孵化器企业和其他服务资源，积极引

导有潜力的写字楼宇向创业楼宇转化。以自主

创新为重点，积极支持科技服务平台、科技创

新型组织的建设，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

好的科技服务支撑。积极为中小企业开展产学

研合作牵线搭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李雅娜）

【首钢搬迁】　年内，石景山区出台 《支持首

钢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就业创业办法》，加速推

进首钢解合人员安置工作。加大财政支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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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留２００万元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

首钢停产富余人员安置补贴。支持企业吸纳首

钢解合人员就业，石景山区企业每吸纳１名首

钢解合人员，签订１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的，给予一次性奖励１万元；签订劳动

合同较多的，优先享受区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及

资金支持。支持首钢解合人员自主创业，登记

企业过程中所涉及的各项费用，按照实际支出

给予资助，总额不超过１万元；新创办的企业

按一定标准，２年内给予年度纳税补贴，最高

不超过２万元。鼓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就业创

业，对于成功为解合人员介绍工作和创业培训

成效显著的就业服务机构，给予一定奖励。

（李雅娜）

【首钢职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　年内，按照

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实施细则》和 《工作

安排》，各单位保持生产班次不变，按区域分

工划线，对设备进行加油、保护和封存，清理

生产现场，并按３班组织人员巡逻护厂。各单

位组织安排职工休年假和补休，对已确定去新

基地、参加新项目的职工，１月份全部完成了

休假。配合劳务派遣公司，迅速组织做好停产

后协力工离厂的各项工作，４０００名协力工安

全稳定退出。按照职工意向，经过双向选择，

劳动工资部门正有序推进职工解合、退休、内

退等离厂审批工作，已为３７００余名职工办理

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并加紧做好解合职工的

档案转移等工作。

（李雅娜）

【为首钢转型发展积蓄能量】　年内，首钢根

据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要求，优化配置领导班

子和干部职位、学历及年龄结构；组建技术服

务团对口支援联合重组企业，提高实际工作能

力和政治业务素质，加速培养复合型领导人

才。以提高复合型能力和发展新产业需要为核

心，充分利用政府、市场和社会３大人才资源

平台，组织公司用人单位参加各类高层次人才

招聘会。开办高端金属材料业、高端装备制造

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４个 “首钢

新产业项目培训班”。

（李雅娜）

门头沟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总

产值８７．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２％；实现利润

２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３６．５％；实现增加值

４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３％。

（刘 毅）

【亿元规模企业】　年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１２家企业累计完成

工业总产值７６．０亿元，实现销售收入７６．０亿

元，分别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总

收入的８７．０％和８６．０％。

（刘 毅）

【高端商务区产业形态布局研究】　年内，贯

彻落实区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和 《关于落实

“三个北京”行动计划，加快推进现代化生态

新区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结合门头沟区实际，完成 《门头沟区高

端商务区产业形态布局研究》。

（刘 毅）

【“三高”企业退出】　年内，结合区域功能定

位要求，以节能降耗为目标，积极推进 “高污

染、高耗能、高耗水”落后低端产业退出，推

动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制

定出 《门头沟区２０１１年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责任、时间进度

和工作措施，实行问责制，确保工作有序推

进。深入企业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工作，争取企

业积极主动退出。完成北京昊泰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的全部退出和人员安置。协调市经济信息

化委、区工商局等部门完成北京首钢鲁家山石

灰石矿有限公司和北京鑫海通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落后产能环节的注销，并制定人员安置、设

备拆除等方案。

（刘 毅）

【出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　年内，

出台 《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门政发 ［２０１１］２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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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 “十二五”期间中小企业工作目标和任

务。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推动

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

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

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刘 毅）

【制定促进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年

内，研究制定出 《门头沟区促进企业发展扶持

资金管理办法》 （门政发 ［２０１１］１８号），重

点从４个层面支持企业发展。一是通过技术改

造、贷款贴息、鼓励上市等政策，扶持企业发

展壮大。二是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引导企业加

强自主研发、品牌建设以及两化融合发展，推

动企业做强。三是引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入区

发展。四是鼓励担保公司、股权投资公司等金

融机构为本区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刘 毅）

【成立促进中小企业工作领导小组】　年内，

建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协调机制，成

立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区经济信息化委、发

展改革委、财政局等２５个部门组成的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中小企业工

作的统筹规划、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

（刘 毅）

【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　年内，按

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进一步完善

门头沟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建立担保风险

补偿机制，实施贷款贴息和担保补助政策，完

善政、企、银合作机制，建立 “方式多样、覆

盖广泛、专业高效”的投融资服务体系，着力

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加强服务平台成员间的沟

通协调，召开２次融资服务工作会，分析研究

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困难。区经济

信息化委分别联合建设银行门头沟支行、北京

银行门头沟支行、邮政储蓄银行滨河路支行开

展了３次融资服务对接和培训活动，向银行推

荐北京凝华科技有限公司等２３家企业，完成

贷款１．８亿元。促成北京意高科技有限公司等

５家融资困难的企业通过担保公司担保获得贷

款９２００万元。

（刘 毅）

【建设区中小企业网】　年内，门头沟区着眼

于提升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水平，更好

地服务于全区中小企业，建成区中小企业网，

为全区中小企业提供政策、培训、融资、担

保、创业等全面、综合的信息服务，实现了信

息互动和资源共享。

（刘 毅）

【集成政策优势 引导企业发展】　年内，坚持

把培育和支持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

点行业发展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线。集成政

策优势，通过积极协调和有效引导，鼓励企业

开展技术改造、加快自主创新、进行品牌化建

设。年内，累计为３４家企业争取国家和北京

市各类产业扶持资金８１３万元，有力地推动了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北京成

鑫金刚石有限责任公司粗颗粒人造金刚石单晶

生产线技术改造等项目的建设，带动企业投资

近７亿元。积极落实门头沟区扶持企业政策，

对４９家企业６２个项目给予１７３８万元支持。

全区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现代制造业、高新

技术产业分别实现产值２３．５亿元和１８．７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３７．２％和３８．６％，远高于

全区工业平均增速水平。两大重点行业分别占

地区工业总量的２６．８％和２１．４％，比上年分

别增长３．２和２．７个百分点，逐渐成为推动地

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

（刘 毅）

【投资项目立项备案】　年内，共受理１４个非

政府投资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备案申

请，办理完成第一机械制造 （集团）有限公司

车辆科研生产试验基地建设等重点项目立项备

案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地区招商引资项目的加

快落地建设。

（刘 毅）

房山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房山区工业实现了全区工 业总产值超 “千亿”的历史跨越，共实现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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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１０５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８．８％；工业

税收达到１２０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数的６０％；

工业企业发展到３１３１家，职工达９．８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１６６家，实现产值１０１４

亿元，同比增长９．１％。其中，销售收入达到

亿元以上的企业５５家，１００亿元以上的１家，

５０亿元以上的１家，１０亿元以上的５家。

（房山区）

【重点功能区和重大产业项目有序推进】　北

京高端制造业基地项目。８月１８日，北京高

端制造业基地正式挂牌，是房山区在原窦店基

地的基础上获北京市批准的唯一市级规划基

地，目前规划、拆迁、基建和水电等配套设施

建设均在快速有序推进。在建重点产业项目有

北车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项目，该项目３月

１３日签约，６月２４日举行了奠基仪式，９月

份正式开工，３万平方米机车联合调试厂房开

始建设。长安汽车项目的纯电动车试装已于６

月２４日下线，１１月１日全面启动了组装工

作，计划年底前出车１００辆。京西重工减震器

项目已经开始为奥迪、奔驰、宝马等厂商供

货，年内可生产减震器１５０００支。北控新能源

项目已于６月２４日举行了开工仪式，一期工

程中的芯片车间正在建设中，明年４月将建成

投产。

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项目。积极

推动石化基地Ｂ２、Ｂ６街区的规划、搬迁、征

地等手续办理，加快项目落地步伐，实现产业

链的延伸。截至目前，中石化燕山石化投资项

目合计６６项，投资总额近２４０亿元。项目全

部实施后可新增销售收入６１３亿元，新增利税

约１１５亿元。其中，３万吨溴化丁基橡胶、东

方有机等已建成项目２３项，完成投资４０

亿元。

北京海聚工程产业化基地项目。７月１９

日，海聚基地举行了基础设施启动仪式，配套

道路基础设施正在施工，预计年内完成投资

４０００万元，２万平方米的科技孵化楼和２万平

方米的物业服务楼正在进行开工准备。已有北

京东易日盛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北京飞航吉达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高新技术项目签订协

议即将入园。

（房山区）

【招商引资】　年内，房山区工业新建、续建

项目共计４１个，计划总投资１７３．４亿元，项

目实际到位资金４７．３亿元。预计年可实现收

入６０８．９亿元，利润５１．６亿元，税金３４．８亿

元，安置劳动力８８１９人。重点签约项目———

中日友好绿色产业园９月２５日落户北京高端

制造业基地。国能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和国能纳

米科技有限公司将成为首批入驻园区企业。项

目投资总额２０亿元，年产值约２００亿元，年

纳税２８亿元。海聚基地有投资超过１２亿元的

高新技术项目签约入驻，建成后可实现产值

５０亿元。

（房山区）

【加大企业服务力度】　截至年底，到位担保

项目２３９个，到位担保金额１１．３亿元；累计

办理担保项目９２８个，到位担保金额３５．９亿

元。举办大型企业经验交流会，按照项目落

地、政策扶持、担保融资、企业管理、企业上

市的发展轨迹，择取房山区典型企业进行经验

交流，起到了政府引导、企业互动、共促提高

的作用。

（房山区）

【淘汰落后产能】　年内，为完成在年内关闭

年产３０万吨以下水泥厂、所有石灰厂、石板

厂和石材加工厂９５２家的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房山区政府５月１９日印发了 《房山区淘汰落

后产能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了区领导亲自

挂帅的房山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指挥部，抽调

专人成立了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办公室；建立了

联席会制度，定期对淘汰落后产能工作进行研

究部署；建立了信息报送制度，及时上报信息

和工作进展情况；积极与市级部门沟通，争取

政策、资金支持。１２月１０日起启动全面验收

工作。截至年底，已关停各类企业９５０家。房

山区实现了低端采掘业的全面退出，实现全区

非煤矿山的有机整合，改变过去无序采掘造成

的自然环境、天然植被遭破坏的局面，实现了

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房山区）

【信息化建设】　年内，投资８５０万元建设房

山经济与信息化融合精品工程———房山经济信

息港。目前已完成了前期方案设计、调整和资

金安排，项目一期建设于９月２２日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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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获得了全国城市管理创新奖。与中国移动北

京分公司签署 “无线城市”建设框架合作协

议，推进 “智慧房山”信息化进程。推出了

“波龙堡葡萄酒质量追溯体系”、“北京石油交

易所交易平台”、“北京窦店高端现代制造业产

业基地管委会招商展示门户网站”等一系列试

点示范工程。

（房山区）

通州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通州区工业企业完成工业

总产值６８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销售

收入７４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７％；实现利

润３４．７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９．４％；增 加 值

１６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７．４％；上缴 税金

４２．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４％。其中，规模工

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８９．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５％；销售收入 ６３６．４ 亿元，同比 增长

１２．７％；实 现 利 润 ３０．７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１．６％；增 加 值 １４１．８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３．２％；上 缴 税 金 ２８．５ 亿 元， 同 比 增

长２０．５％。

在区域规模企业中，光机电、都市、汽车

零部件３大产业完成产值３９４．８亿元，同比增

长１２．１％，低于区域规模企业增速０．４个百

分点，占区域规模工业产值的６６．９％。规模

以上现代制造业完成产值２３３．１亿元，同比增

长７．９％，占区域规模工业产值的３９．５％。在

全区规模企业涉及的行业中，有２３个行业同

比实现了正增长，其中有１３个行业增速在全

区规模企业平均增速以上。增速在２０％以上

的行业有６个，较快的如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

２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７．９％。食品制造业完

成产值２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９％。通用设

备制造业完成产值 １９．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２．１％。有４个行业同比下降，分别是木材加

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其中，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下降了８．２％，而

上年是增长了１８．４％，主要是受百纳威尔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形势不好的影响。电气机

械及器材制造业同比下降了２．９％，而上年是

增长了１８．９％，主要是受中轻太阳能电池有

限公司、中轻昊宇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影

响。产值排在前五位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烟草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完成产值２７２．４

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５％，占区域规模企业产

值的４６．２％。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

成产值８０．８亿元，同比仅增长８．１％，增速

比上年下降了１３个百分点。化学原料及化学

制品制造业完成产值５９．５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７％。专用设备制造业完成产值５１．９亿元，

同比增长１０．２％。烟草制品业完成产值４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５％。金属制品业完成产

值３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６．４％。

（金绍光）

【招商引资和大项目引进】　年内，全区共引

进投资１０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５０个，协议投资总

额３８５亿元。其中，引进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１９个，投资总额３８０亿元。截至年底，已竣

工项目１１个，竣工面积２４．４万平方米；在建

项目１７个，投资８７．３亿元，建筑面积１９９．９

万平方米；新开工项目１８个，投资９４亿元，

建筑面积９８．４万平方米；拟开工项目３４个，

投资１８０．３亿元，建筑面积１４５．６万平方米。

宝德伟业、北京医疗器械、利丰雅高二期、凯

隆分析等１１个项目竣工投产；动力总成、利

星行奔驰、珠江ＣＢＤ等一批续建项目进展顺

利；摩比斯三期、卫星导航三期、苏宁二期等

一批项目如期开工；宝联、婷美、京开产业

园、汉威电子、动向集团、四环制药等一批项

目加快办理开工手续。同时，华北油田北京产

业园、中国仿真城、奔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

一批重大项目正在深入洽谈中。

（金绍光）

【农民就业产业基地】　年内，批准全区７家

农民就业产业基地的规划土地面积为２０８５公

顷，实际开发面积１５１５公顷，入区企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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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６６９公顷，剩余可利用土地面积

１１５０公顷。７家基地基础设施投入达到１５．６

亿元，其中年内新增投入６３４５万元。入区企

业达到４４０家，累计总投资２７３．５亿元，年内

新增投入１１亿元。基地内用工人数３．７万人。

７家基地年内实现销售收入１６８亿元、利润

７．９５亿元、税金１０．４亿元、增加值３４．５亿

元，分别占全区工业指标的２２．５％、２２．９％、

２４．７％和２０．４％。

（金绍光）

【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题】　年内，共组织北京

五木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艾迪尔助剂厂、

辉煌家具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完成上报融资

计划。经过反复核实与协调，融资１．０２亿元

已全部到位。其中，集合信托项目７家，资金

总额５８００万元；协调银行融资类项目３家，

资金总额４４００万元。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

度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及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指南》的精神要求，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

级改造。从上报企业中遴选出北京佩特来电器

有限公司、北京京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长源

朗弘科技有限公司等进行了申报，全年共申报

２５个项目，申请专项资金３３６０万元。增强了

企业的发展动力，保证了企业的正常生产。

（金绍光）

【项目申报】　年内，对区内相关企业进行了

调查，经核实对７个项目进行了核对和申报。

截至年底，已有５家企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评

审，支持资金已到位。推荐新材料产业重点企

业及 “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项目。共确定新

材料产业重点企业２１家，推荐 “十二五”期

间新材料产业重点项目１２个。为推进汽车与

装备产业发展，推荐了２个汽车与装备类项

目，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企业。

（金绍光）

【企业培训】　年内，做好企业信息化培训工

作。组织７家农民就业产业基地有关负责人参

加了 “北京市中小企业信息化”培训班。走进

园区为企业开展业务培训。会同通州开发区

（东区）、信用担保机构，对开发区内１３家有

代表性的企业就做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

申报工作及集合信托等相关融资知识进行了

培训。

（金绍光）

【重大工业项目跟踪服务】　年内，通州区工

业项目列为北京市２０１１年重大工业项目共计

６个，项目预计总投资５９亿元。截至年底，１

个项目竣工后正在进行设备调试，３个项目正

在进行施工建设，２个项目正在办理前期手

续，总体进展顺利。

（金绍光）

【核准、备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年内，

完成核准、备案项目６８件，总投资达９４．４亿

元。从项目类型看，完成核准项目７件、备案

项目６１件。从投资情况看，核准项目７件总

投资４．８亿元，其中新建４家，增资扩建３

家。备案项目６１件总投资８９．６亿元，其中工

业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３８家，投资８３．７亿

元；技术改造项目２３家，投资５．９亿元。

（金绍光）

【节能工作】　年内，制定了通州区工业节能

降耗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大节能降耗的宣传力

度，指导各乡镇、园区建立专门节能协调机构

对４０家耗能大户进行监测，积极督促１３家

“三高”企业退出及协助５家企业进行了节能

技术改造工作，继续引导高耗能产业的转型及

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确保了２个 “１万吨”指

标任务的完成。

（金绍光）

【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　年内，积极配

合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认证工作组，对本区北

京福东气体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市碧水污水处

理厂、伟翔联合环保科技发展 （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方化工厂４

家企业进行资源综合利用认定。对各乡镇、开

发区的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项目进行摸

底、汇总，指导各乡镇、开发区做好相关项目

的申报工作。年内通过了对２家企业的清洁生

产审核，分别是北京展辰化工有限公司、北京

京通奥得赛化学有限公司。

（金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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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顺义工业产销双双突破

２０００亿元，成为确保全市工业经济增长的有

力支撑和重要区域带动力量。全区３３３家规模

以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０３４．９亿元，占全

市工业总量的１４．３％，同比增长１１．９％，高

于全市工业增速４个百分点；完成销售产值

２０１８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２．６％；实 现 出 口

３１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２％；完成属地财税

收入１４５．３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２１．９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２９％和６０％，分别占全区

总量的３７．７％和２７．１％。区内有产值１亿元

以上企业１２７家，占规模工业企业总数的

３８．１％，累计完成总产值１９４４．２亿元，占全

区工业总量的９５．５％。其中，完成１００亿元

以上的企业３家，１０亿元～１００亿元的企业

１９家，１亿元～１０亿元的企业１０５家。

（顺义区）

【主导产业实现平稳增长】　年内，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稳中求进。全区整车企业生产汽车

８０．２万辆，销售汽车７９．８万辆。汽车及零部

件企 业实 现产值 １１３０．４ 亿元，同比 增长

１２．２％，完成销售收入１１４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３．７％。贡献税收 １１２．２ 亿元，同比 增长

３４．１％，其中顺义区留成１４．６亿元。吸纳就

业２３８７４人，本地用工１１７７０人，本地化率

４９．３％。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稳定。电子

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１８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２５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４．６％，完成销售产值

２５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７．１％。完成出口交货

值２２６．８亿元，同比增长７％。都市工业各产

业平稳运行。都市工业企业９４家，完成工业

总产值２３９．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１％，完成

销售产值２２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完成

出口交货值２１．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６％。通

用设备制造业增速有所回升。通用设备制造业

企业３２家，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２．５亿元，同

比增长５．１％，完成销售产值９７．５亿元，同

比增长６．６％，实现出口交货值２２．９亿元，

同比增长１９．２％。基础工业平稳运行。基础

工业企业５１家，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２９．４亿元，

同比增长９．１％，完成销售产值２３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１％，完成出口交货值２０．６亿元，

同比增长２９．７％。生物医药产业持续高位增

长。生物医药企业２１家，完成总产值２５．２亿

元，同比增长３８．６％，完成销售产值２０．１亿

元，同比增长３０．３％。

（顺义区）

【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年内，全区投资

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产业项目１００个，总投资

８８７．０５亿元。其中，５０亿元以上项目４个，

１０亿元～５０亿元项目１２个，５亿元～１０亿元

项目１０个，１亿元～５亿元项目６２个。１００

个产业项目分属在装备制造、都市、基础与新

材料、软件信息、总部等１２个产业类别。１００

个产业项目开工建设５８个，总投资６３４．４６亿

元，年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０．７亿元，其中

年内完工项目２１个，完成投资２１．９亿元。

（顺义区）

【经济功能区建设扎实推进】　年内，１５个经

济功能区完成工业产值１２１３亿元，主营业务

收入２３４５亿元，利润１９５．６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１２．４％、１９．７％和１２．３％。全年完成属

地财税收入２１６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４５．１亿

元，分别占全区总量的５６％和５５．７％。引进

项目３８４个，计划投资额３５４亿元，当年实际

利用外资２．４４亿美元。区镇合作共建进展顺

利。空港开发区与木林镇、赵全营镇开展合作

共建，加快土地一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招

商引资，为承接空港产业外溢做好土地和项目

储备。物流基地携手大孙各庄镇，加快推进物

流基地东区发展，新建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

（顺义区）

【百强企业引领经济发展】　年内，获得 “顺

义区域经济百强企业”称号的企业１２０家，其

中工业５８家，金融及服务类２４家，航空及物

流业１５家，建筑业７家，区属８家，商业及

其他企业８家。“百强企业”实现属地税收

２４１．２亿元，地方财政收入４９．６亿元，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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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区总数的６２．６％和６１．３％。工业仍占据

税收主导地位，属地税收中工业企业完成

１５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６％，占 “百强企

业”税收总数的６２．３％。汽车产业占绝对优

势，汽车类企业１２家，占２０．７％，实现属地

税收１０９．５亿元，占工业百强税收的７２．９％，

占百强企业税收总数的４５．４％，其中北京现

代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属地税收９６亿元。

（顺义区）

【镇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年内，全区镇村

二、三产业企业总数２．５８万家 （含个体），从

业人员２２．３万人，当年实现总收入１１０５．２亿

元，利润７１．１亿元，税收９８．７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２３．４％、２１．５％和２４％。是年，镇村

二、三产业为职工提供的劳动者报酬总额

５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６．４％。各镇在建产业

项目１１０个，完成投资３０．２亿元。各镇引进

外商投资项目２６个，协议投资额１．７６亿美

元，当年外商实际投资额１．６亿美元。镇村规

模企业达到４７２家，全年实现收入９１５．２亿

元，同比增长２６．１％，占到镇村二、三产业

总收入的８２．８％，其中收入１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

万元 （不含）的企业１８７家，５０００万元～１亿

元 （不含）的企业８２家，亿元以上企业１２０

家。全区１９个镇实现地方财政收入２７．３亿

元，同比增长２６％。农村人均纯收入１４３１４

元，同比增长１４．５％。各镇二、三产业基地

完成基础设施投入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４％，

当年新增入驻企业６２家。截至２０１１年底累计

入驻企业５４２家，当年完成总收入４４６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５％，占镇村二三 产 业 总 收 入

的４０．３％。

（顺义区）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　年内，全区共引进

５００万元以上项目３０６个，投资总额７４８．４亿

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６７个，１０亿元以上项

目１５个。总投资１１１亿元的北京航天科工产

业园、３０亿元的正德人寿、２２．６亿元的中国

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２０亿元的北京汽车

集团汽车模具中心、１５亿元的中信银行等一

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总部型项目相继

落户顺义。

（顺义区）

【企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年内，企业创新

驱动能力不断提升。新发展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１０家，江河幕墙成为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品牌培育成效喜人。 “百强企业”争

创中国驰名商标，“江河”、“鑫大禹”成功获

得北京市著名商标称号。企业上市力度不断加

大。朗姿服装、江河幕墙成功上市，区内上市

企业达到１２家。北京临空创业投资公司运营

全面展开，为重点企业增资３３２８万元。发行

２期中小企业集合信托，为２２家中小企业融

资１．７３亿元。

（顺义区）

【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年内，全区工业系统

产业项目核准备案６５项，项目总投资１６０．５１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７．５７亿元，占地面积

２３０．２２公顷，建筑面积１５９．１７万平方米。中

航工业北京航空产业园、临空国际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等６个区域共１２平方公里纳入中关村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范围。５家企业完成区级

“三高”企业退出工作，３家企业完成市级

“三高”企业退出工作。１０家计划淘汰区级

“三高”企业，完成统计上报、实地调查和准

备退出申请材料工作。出台 《顺义区关于进一

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顺政发

〔２０１１〕３０号）、《顺义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

扶持办法》 （顺政办发 〔２０１１〕２１号），修订

《顺义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资金使用办法》，２

项扶持资金共计８０００万元。

（顺义区）

【信息宣传工作成绩突出】　年内，区经济信

息化委系统刊发 《经济和信息化普刊》１１期，

《工作动态专刊》４２期， 《经济运行分析》１２

期，《重大产业项目专报》５２期， 《汽车产业

专刊》１２期，《基地建设专刊》４期，《重点经

济功能区运行及建设情况》４期。信息调研被

区内媒体采用，《顺义区情》采用３０条，专刊

采用５期，调研专刊采用２期， 《顺义网城》

采用４２条，顺义调研采用１期。被市级以上

媒体采用的信息有：《昨日市情》、《京郊信息》

采用４７条，市级及国家级行业媒体采用８条，

市级以上新闻网站采用１２条，其他新闻媒体

采用１８条。

（顺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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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

成２７４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６．８％。其中，大

兴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４６９．８亿元，同比

增长１８％；工业总产值完成６０９．５亿元，同

比增长２０．３％。全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３８．９

亿元，同比增长４９％。

（大兴区）

【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年内，实现开工项目１４

个，总投资５８亿元，占地１２４．２７公顷。实现

竣工项目 １５ 个，总投资 ６９．５ 亿元，占地

１３５．２７公顷。

（大兴区）

【军民结合产业基地建设】　３月，“北京市军

民结合产业基地”获市经济信息化委批复。大

兴区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各相关单位为成员

的加快推进军民结合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

了军民结合产业基地筹备办公室，由区经济信

息化委副主任担任筹备办公室主任。各项工作

有序推进，一是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筹备

办公室与市经济信息化委联合成立了招商工作

组，先后与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海军总部、航天科技一院７０３所等单位就

有关项目进行了洽谈。航天科技一院十五所新

能源汽车项目、市政中燕项目、嘉捷恒信项目

即将进入起步区建设。二是积极推进基地土地

开发。起步区Ａ３－０１等６个地块 （３１．０７公

顷）已完成了土地一级开发手续，即将挂牌上

市。２２．２７公顷腾退土地正在准备一级开发立

项手续。三是完成了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 （军民结合）申报工作。四是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完成了起步区企跃路 （部分）、长通路、

长建路的改造，制定了靳北路、企跃路、企融

路、长恒路的建设计划，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大兴区）

【土地开发项目落地】　年内，大兴区与开发

区总公司合作，共投入１４．６亿元用以工业用

地一级开发，已上市挂牌和具备上市条件的产

业用地共１４７．０７公顷。采育新能源汽车产业

基地中的采伟路、育政街、育英街、育祥街４

条道路和３个电力开闭站及供热厂改造工程等

已全部完工。

（大兴区）

【调整结构促产业发展】　年内，大兴区加强

低效闲置资产腾退和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制定了 《关于２０１１年大兴区工业发展资金 （２

亿元）使用办法》，盘活及腾退低效、闲置产

业用地８０公顷，符合政策要求的园区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１亿元。

（大兴区）

【退出 “三高”企业】　年内，８家 “三高”

工业企业退出污染环节，其中５家申报市级

“三高”奖励资金。加强镇、村级产业结构调

整力度。配合城乡结合部改造，探索产业转移

模式，制定了 《城乡结合部整体改造中相关产

业的处理办法》。

（大兴区）

【推进企业上市】　年内，大兴区经济信息化

委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 《关于加快推进企业上

市工作的意见》、《关于推进企业上市的若干政

策意见》。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上市中遇到

的困难，形成了梯队化管理的格局。是年，中

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舒泰神 （北京）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

公司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４家企业

上市成功，共募集资金４３．５亿元。

（大兴区）

【帮助企业融资】　年内，大兴区经济信息化

委制定了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兴区工业企业贷

款贴息政策实施细则》，利用区级１０００万元资

金，鼓励企业融资、扶持企业发展。不断完善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困

难，通过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新增

担保贷款３．２亿元。

（大兴区）

【推进遗留问题解决】　年内，新区 “未批先

用”产业项目土地遗留问题取得新突破，３月

市规划委到大兴调研，提出按照 《北京市禁止

违法建设若干规定》（２２８号令），对未批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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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行规划处罚后办理了土地手续，并将权

限下放到区规划分局。市经济信息化委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加快推进重点企业补办手续，１０

个项目土地手续已补办完成，２３个项目已补

交土地罚款。

（大兴区）

【科技创新内涵增长】　年内，大兴区经济信

息化委利用市、区２级相关政策，积极引导企

业进行技改和自主创新，加大技改投入。年内

共有２家企业获得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创品牌、创著名商标工

作，共有２５家企业获著名商标认定，其中新

批４家，复评２１家。４家企业获得了 “北京

知名品牌”的称号。

（大兴区）

【做好中小企业服务】　年内，为企业争取各

类资金６０００万元，惠及５０多家企业。完善中

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在融资、培训、技术创

新、政策咨询等方面提供支持。积极组织开展

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工作。是年，共培训８５０人

次，其中６７５人获得了初、中、高级技能认

定。继续加大对企业服务力度，深入企业调

研，化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大兴区）

【信息化建设】　年内，区级实事工程———高

清交互数字电视网络建设改造工作顺利完成。

是年，共完成９．２万户高清机顶盒发放工作，

提前一个月超额完成了计划任务。开展大兴区

“网格化”城市服务管理系统建设工作，配合

相关部门逐步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

务纳入网格化社会管理范畴。完成城市服务管

理系统中应用软件的开发、部署、测试和系统

集成工作。积极推进 “数字城市”建设。是

年，区启动了 “无线城市”建设项目、区综合

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新媒体产业基地管委

会大楼等３家单位率先开通无线网络，建工学

院、大兴一职等５家大中院校无线网络正在建

设中。提升信息化公共服务水平。大兴信息网

在全市区县政务网站考核中名列第三名，获中

国区县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第六名。建设了综合

行政服务网络管理平台等近１０个政务应用系

统，进一步提升了区政务信息化水平。组织企

业进行信息化专题培训，提升中小企业对信息

化的认知度；开展企业信息化应用试点工作，

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为区内委

办局、１４个镇、５个街道办事处及所有行政村

的网络、硬件提供维护，为区级近３０套应用

系统正常运行提供保障，为９５家网站提供技

术支持，促进全区信息化建设健康、有序

发展。

（大兴区）

昌平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昌平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３２０家，资产总额９３０．６亿元；完成工业总产

值１１３９．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９％；完成销售

产值１１２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２１．１％；主营业

务收入完成１０９４．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４％；

利润总额８５．７亿元，同比增长３．５％。

工业经济运行主要特点：一是重点企业支

撑有力。年产值５亿元以上的２０家重点企业

完成工业产值８９１．７亿元，增长２５％。尤其

是驻区央企贡献突出，其中北京神华完成产值

２３５．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９％；国电燃料完成

产值１３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８％。２家央企

对全区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３９％。三一公

司完成产值８４．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２．８％。

二是６大产业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基础产业

完成产值４６７．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７％；交

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成产值３０２．８亿元，同比

增长４．３％；机电产业完成产值２２８．３亿元，

同比增长５８．７％；生物医药产业完成产值

６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３％；都市产业完成

产值５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电子信息

产业完成产值１８．４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３％。

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增势强劲。中关村示范区昌

平园完成工业产值７２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１％，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的

６３．５％。四是３大支柱产业所占比重增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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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科技、现代高端制造、生物医药３大支柱产

业，共 完 成 产 值 ９３８．４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２．７％，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的

８２．３％。其中，能源科技产业完成产值４８６．６

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３％；现代高端制造业完

成产值３８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６％；生物

医药产业完成产值 ６３．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３％。五是工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工

业企业逐步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单体完成产值

３．６亿元，同比提高了０．６亿元。亿元企业

１００家，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１４家，累计完成产值

１０５１．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６％，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９２．３％。六是中小型工业企业

运行质量明显改善。３１７家 （除北汽福田、诺

华制药和中油测井３家大型企业外）中小型企

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８０２．７亿元，同比增长

３１．３％。其中，中型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１６８．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４％；小型企业完成

工业总产值６３４．５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１％。

七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从业人员９０１８５人，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

７６１５人。按照工业总产值计算，劳动生产率

１２６．４万元／人，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１３．１万元／

人，提高１１．６％。

全区加大了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工作力度，

重点抓好三一北京制造中心、北汽福田发动机

扩能技改项目、修正药业、中国移动国际信息

港等３７个投资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重点工业项

目，其中１８个项目列入北京市２０１１年重大工

业项目。在相关部门和项目方的共同努力下，

３７个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投

资２５亿元的三一北京制造中心电气园２号、５

号厂房等５个项目已投产，投资２．９亿元的中

国移动通信一期数据中心工程等１２个项目开

复工建设，投资３１．３亿元的中国石油科技创

新基地石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２０个项目正

在积极办理各项审批手续。

企业技术进步取得了新成果。投资百万元

以上技术改造项目８１项 （包括２０１０年结转

１５个），计划总投资４０．９亿元，项目全部达

产后可增加产值１４６．８亿元，税金６．４亿元，

利润１４亿元。其中，６１个项目竣工投产，累

计完成投资３３．９亿元。新增产学研一体化合

作项目２０余项。全方位做好创建品牌工作，

新增７件 “北京市著名商标”。全面推进企业

技术中心建设，重点培育了爱协林热处理系统

（北京）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企业技术中心申报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

以节能减排为主的循环经济实现了较快发

展。企业退出 “三高”工作取得进展，有４家

“三高”企业转产或关闭。协助区发展改革委

对全区５４家工业重点用能单位进行调查，并

对１８家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考核工作，１８家单

位全部通过考核。对全区循环经济试点企业标

准重新认定，确定了华业阳光、华丽联合等

１０家企业成为试点企业，对符合要求的企业

进行重点管理和支持。为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

公司、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

发放２０１０年北京市节能攻坚突出贡献企业奖

励资金。

开展帮扶企业工作。为全区相关企业申请

国家、市级以上扶持资金９２９５万元，申请区

级配套资金支持５８１．９万元。认真执行 《中小

企业贷款贴息实施细则》，共落实５０家企业，

贷款贴息７７８．９万元。深入开展集合信托工

作，共有４家企业信托融资３３００万元。

加快促进两化融合，信息化水平不断提

升。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建设通信

基站２５０个，通信管道５５沟公里，有线电视

新建网１．２万户，双向网络改造３０万户，高

清互动数字机顶盒推广１７万户，完成无线热

点覆盖３９７３个。完成３９个 “信息化村”和

４４个 “宽带小区”建设项目验收工作。完成

《昌平区 “十二五”时期信息化发展规划》、

《未来科技城信息化发展规划》和 《未来科技

城入驻央企信息化建设指南》的编制工作。推

进昌平区草莓种苗基地精确农业集成与示范工

程。完成软件正版化自查整改工作。

（于凌燕）

【国资监管和国企发展改革】　年内，昌平区

监管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２５９．３６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７％；所有者权益３１．４３亿元，同比

增加１３．３７％；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１７．４８亿

元，完成税金上缴７００６万元，区属国有经济

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完

成多家企业调整优化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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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能力，晨光投资担保公司为企业提供担

保金额同比增加５．６亿元，昌鑫公司支持项目

单位资金２２．５１亿元，有力地保障了全区重点

项目建设。完善国资监管体系，进一步深化现

代企业制度，在８家重点企业中系统建立了企

业内控体系，着力实施了董事会定期汇报制度

和国资委审议监事会报告制度，初步形成了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收缴方案。严格履行国

有资产处置审核手续，年内共办理国有资产产

权登记、转让、变更等项目４２个，进一步升

级了国有资产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国资监管效

率明显提高，监管机制逐步趋于完善。

（许正兴）

【小汤山工业园区】　年内，园区共有入区企

业４２家，入区项目到位资金７．３亿元，已完

成建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投产企业达３０家，

完成总产值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５％；实现利

润１．８亿元，同比增长１２％；上缴税金９９７２

万元，同比增长５％；现有职工２４６７人，本

地职工６０９人；完成招商引资项目４个，引进

资金８０３万元。

园区市政基础设施已达到 “八通一平”，

累计投资２亿元，市政投资主要完成园区南侧

边界路顺沙路的改扩建工作，道路红线宽５０

米，上下４车道，道路总长１０公里，至此园

区南、北、东３面边界规划道路已基本建成，

进一步保障了园区交通通行能力。

为承接未来科技城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有关

问题，整合小汤山工业园区和兴寿镇工业园

区，推进土地一级开发，昌平区政府将小汤山

工业园区确定为未来科技城成果转化基地，并

重组北京小汤山兴汤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作为

未来科技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

１亿元，并对小汤山园区资产进行清产整合，

按照成熟一块、授权一块的原则，抓紧推进小

汤山工业园区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一级开发授权

工作。

年内，园区正式投产的企业有一家，北京

鸿威竭诚商贸有限公司占地面积２．６７公顷，

项目已投资８５０万元，预计年产值３０００万元，

是从事汽车用品仓储与分装的汽车服务企业。

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燃油精３００万瓶、柴油防

凝剂１２０万瓶，同时容纳直接从英国、德国等

地进口原液储存，与世界５００强霍尼韦尔国际

公司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张 新）

【中关村科技园区昌平园】　年内，昌平园经

济稳定较快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快速增

长。工业总产值１０００亿元，同比增长６０％以

上；实缴税费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０％以上，

超额完成了任务。通过建设人才公租房、博士

后工作站、留学生创业园等方式聚集各类人

才，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像素软件等２１家

企业入选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康得新等２６

家企业入选 “十百千工程”；中美冠科等１１家

企业入选 “Ｇ２０工程”；乐普医疗等３８家企业

申报了专利资金支持；新增９家２４项企业标

准登记备案；博奥生物等１２家１９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获得资金支持。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合

同成交总金额４８亿元。通过微型专业园项目

推介会、企业集中办公区建设、优化园区环境

等模式，进一步招商引资。新引进企业１７０

家，增加注册资金６０亿元，主要有国电海运

煤、普罗吉医药、天地融等公司，将成为 “十

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点。企业改制上市进展

顺利，雪迪龙公司已经上会通过，东方广视等

４家企业已提交材料，有１０余家企业准备上

市。“国高新”认定及复审工作稳步推进，新

申报企业４０家，复审企业１７２家，已认定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３６８家。宣讲落实 “１＋６”

等先行、先试政策，进一步健全产学研用一体

化的区域创新体系，石油大学科技园入驻园

区，完成大学科技成果转化３个，与大学科技

园共建联合试验室１０个，５０家企业入驻华

电、化工及石油大学科技园。编制完成昌平园

“十二五”产业发展规划，将构建能源科技、

高端现代制造、生物医药、科技商务、战略性

新兴产业５大产业板块的新格局，同时上报了

５１．２４平方公里的昌平园空间规模和布局调整

方案。

（王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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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全区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

产值２２０．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１％，高于计

划增速０．１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２３８．９亿

元，同比增长１０．８％；完成利润总额１２．４亿

元，同比下降５．２％；实现工业增加值４５．１

亿元，同比增长８．２％，占全区 ＧＤＰ 增长

（１３５．８亿元）比重的３３．２％，拉动ＧＤＰ增长

（１５．１％）２．９个百分点。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有９２家，完成

工业总产值１９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

占全区工业总量的比重为８９．１％，比上年降

低了２．３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６．４亿

元，同比增长８．９％，占全区工业总量的比重

为９０．６％，比上年降低了１．６个百分点；实

现利润总额１２．８亿元，同比下降５．９％，占

全区工业总量的比重为１０３．２％，比上年降低

了０．６个百分点。

（平谷区）

【积极扶植企业发展】　年内，平谷区及时宣

贯和实施 《北京市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政策实施细则》和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保增长

企业奖励政策实施细则》等有关政策。全年落

实资金２６６５万元，其中申报国家中小专项振

兴产业技术改造项目４个，资金３９０万元；北

京市中小专项 “三高”退出信息化试点村和集

合信托贴息１８个项目，扶持资金１００３万元；

扶持区内５０个项目资金１２７２万元。

（平谷区）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年内，共落实工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４５个 （含上年结转），计划总

投资５５亿元，年内完成１０．９亿元。韩国一志

车科技有限公司、日进汽车系统有限公司等新

建项目加紧建设，金麦邦功能饮料生产基地、

德御坊、星宇二工厂三期工程等１３个项目陆

续建成投产。

（平谷区）

【工业基础设施建设】　年内，兴谷经济开发

区６号电力开闭站于今年８月份投入运行，为

绿伞、迦南、升兴等项目建设提供了电力保

障。３５ＫＶＡ线路抓紧实施，１１月底完工，可

提高２６．６７多公顷土地的利用率。马坊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１１月底投入使用。中

国乐谷区域控规进入编制阶段。

（平谷区）

【重大工业投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年内，

开展重大工业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一是

加快推进北汽福田汽车平谷综合产业园项目建

设前期准备工作。区经济信息化委与兴谷经济

开发区落实了专门人员，具体负责项目整体推

进工作。９月２５日，区政府与北汽福田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入驻兴谷经济开发区协

议。已着手总投资２６亿元的一期工程前期准

备工作包括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土地征用

等。二是加快推进首都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建

设。区财政前期入股资金已准备到位，规划设

计工作着手进行，首期工程建设前期的准备工

作稳步推进。

（平谷区）

【拓展企业发展融资渠道】　年内，积极推进

企业上市工作。确定了普析、清大天达、峪口

禽业、老才臣、名品世家、富乐科技为近期培

育的拟上市企业。组织企业与市中小企业信用

再担保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

司等金融担保机构展开合作，先后为圣林工艺

品厂、泽龙兄弟制衣有限公司、谷丰化工制品

有限公司等企业融资１．２亿元。加强了区内企

业与金融部门的合作，金融机构为区内中小企

业共发放贷款８亿元，其中免担保的贸易融资

９０００万元。平谷区中小企业信用促进会建设稳步

推进，目前已有近２０家企业申请加入。促进会的

建立将提升企业信用水平，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平谷区）

【企业自主创新发展】　年内，组织３６家企业

实施技改扩规项目４０个，完成投资７．６亿元。

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关闭 “三高”企业１０家。

“博依格”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多利多”、

“保农宝”、“峪口禽业”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

商标。维达和立高防水２家企业申报北京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有序推进，前期准备工作陆

续完成。

（平谷区）

·４２１· 北京工业年鉴



怀柔区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怀柔区２６２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总资产达３４２．１亿元，其中固定资产原

值１２０．７亿元，分别增长１８．８％和１２．５％。

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５１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６．５％；销 售 收 入 ５７９．８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２．６％；完成增加值８８．１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２％；上 缴 税 金 ２７．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９．９％；实 现 利 润 ２７．９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１２．７％；实现出口交货值１９．１亿元，同比增

长３５．８％。全年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５３．２％，达到６年来的最高比重，比２０１０年

提高１．２个百分点。

汽车及零部件、食品饮料、包装印刷３大

主导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总产值４３２．９亿

元，同比增长０．８％；销售收入４９２．２亿元，

同比增长８．６％；工业增加值７１亿元，同比

增长５．４％；完成利润总额２３．２亿元，同比

下降１９．８％；上缴税金２３．７亿元，同比增长

２２．５％。３大主导指标的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均

占全区规模工业同口径指标的８０％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逐渐成为怀柔区工业经济新

的增长点，全年完成总产值８５．１亿元，同比

增长３５．４％，拉动规模工业增长４．６个百分

点；实现 销 售 收 入 ９９．２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３９．８％；增加值１．９亿元，同比增长４７．７％；

完成利润８．８亿元，同比增长８．９％；上缴税

金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５．８％。其中，产值、

销售收入分别占规模工业比重的１６．４％和

１７．１％，分别提高了４个和３．３个百分点。

２６２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销售收入亿

元以上企业达５７家，较２０１０年增加４家。其

中，超百亿元企业１家，为欧曼重汽厂；超

１０亿元企业８家，分别是玛氏公司、红牛饮

料、奥瑞金包装、统一饮品、福斯汽车、怀柔

肉联厂、红星股份、太平洋制罐。

（姜学昆）

【首都酒业公司成立】　２月２２日，北京首都

酒业有限公司在怀柔区挂牌成立。北京市政

府，怀柔区政府，市经济信息化委、一轻控

股、北京控股集团、怀柔区经济信息化委等相

关单位领导出席挂牌仪式。

北京首都酒业有限公司由北京一轻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和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京泰

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汇集了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龙徽酿酒公司等

多家北京知名酒企，旗下拥有 “红星”、 “龙

徽”、“夜光杯”、“古钟”、“六曲香”、“中华”

等著名品牌，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及几十个国家

和地区。北京首都酒业有限公司的成立打造了

既统一又各具特色的酒业品牌，有助于发挥整

体优势，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并重，资本化、

国际化并举，将使首都酒业的品牌在北京、在

全国乃至世界市场进一步提升知名度，扩大影

响力。

北京首都酒业有限公司是怀柔区积极争取

引进的总部型企业，对怀柔总部经济发展、优

势产业集群的培育、地方经济增长以及加快转

变增长方式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姜学昆）

【欧曼二工厂投产】　４月９日，福田汽车欧

曼ＧＴＬ新型节能重卡数字工厂 （欧曼二工

厂）正式举行投产仪式。原国家机械工业部

等、怀柔区委、区政府领导出席投产仪式。

欧曼二工厂是怀柔汽车产业面向全球化发

展的一项重要工程，被纳入２０１０年北京市重

大项目和怀柔区重点建设工程。该项目投资

２６亿元，占地面积４６．６７公顷，建筑面积

１９．２万平方米，最大产能１０万辆／年。达产

后，每年可新增销售收入２３６亿元，新增利税

１０．７亿元，直接安排就业３０００人。项目自

２０１０年１月正式启动，顺利完成厂房车间及

附属设施建设、设备安装与调试，２０１１年１月

１日试生产。欧曼二工厂的建成投产使怀柔重

卡生产能力扩大到每年２０万辆，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最大的重卡生产基地。

欧曼ＧＴＬ重卡是福田汽车与国际标准接

轨的首款产品，设计研发、设备工艺、服务体

系均达到欧洲先进水平，具有品质领先、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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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高安全性、高舒适度和节能环保的

特点。

（姜学昆）

【招商引资】　年内，怀柔区引进各类工业项

目３６个，计划总投资６６．８亿元，完成投资

１６．３亿元，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配件、食品

饮料２大支柱产业和新技术、新材料、节能环

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项目总体呈现投资规

模大、科技含量高、优势产业链延伸性强等

特点。

（姜学昆）

【重点项目】　年内，总投资２５亿元的福田重

型机械项目入驻怀柔。该项目占地４１．７３公

顷，以福田重型机械产业全球管理总部、研发

制造总部、营销结算总部的模式入驻，生产汽

车起重机、履带起重机、泵车等重型机械产

品。预计产能将达到２万台套／年，实现年产

值３００亿元，利税３０亿元，增加就业５０００

人。年底，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正式

注册成立，项目总投资６３．５亿元，注册资金

５６亿元，将生产福田欧曼中重卡和ＯＭ４５７重

卡发动机。统一饮品公司增加投资２．４亿元，

完成５条方便面生产线和一条饮料灌装线建

设，年内生产方便面３４８４万箱，增产饮料

１１００万箱，促使企业年营业收入突破１５亿元

大关。

（姜学昆）

【汽车及零部件业】　年内，怀柔区共有规模

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企业４４家，从业人数１．４２

万。全年实现产值 ２７４．１ 亿元，销售收入

２９６．８亿元，利润９．１亿元，税金５．９亿元，

分别占规模总量的比重为５２．８％、５１．２％、

３２．７％和２１．５％，产值占全市汽车工业总量

的１０．５％。其中，３５家规模零部件企业实现

产值３０．８亿元，销售收入３２．２亿元，同比增

长分别是１４．４％和１０．３％。欧曼重汽厂全年

共生产重卡汽车９６２５６辆，产值达２２７．７亿

元，销售重卡１０２１４８辆，销售收入达２４４．１

亿元，位居国内重卡市场第四位，市场占有率

为１２．２％，出口覆盖非洲、东南亚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

（姜学昆）

【食品饮料业】　年内，怀柔区规模以上食品

饮料企业共有４８家，从业人员１．５６万人。全

年实现产值１２４．３亿元，销售收入１５３．１亿

元，利润９．９９亿元，税金１５．１亿元，其中产

值占全市同行业总产值的１６．５％，拉动全区

规模工业产值增长５．３个百分点。４８家规模

企业中，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有２０家，过１０

亿企业有５家，其中玛氏公司销售收入突破

５０亿元居首。玛氏、红星、红牛３家企业共

上缴税金１２．３亿元，占行业总量的８１．６％，

位列区内同行业前三甲。目前，怀柔已成为华

北地区最大的饮料生产基地，聚集 “玛氏”、

“红星”、 “红螺”、 “御食园”、 “丘比”、 “健

士”、“颐园”、“天惠”、“禧宝露”等众多知名

商标和品牌。

（姜学昆）

【包装印刷业】　年内，受食品饮料业发展带

动，怀柔区包装印刷业亦呈跨越发展之势。全

年累计完成工业产值３４．４亿元，拉动工业增

长２．１个百分点；实现销售收入４２．３亿元，

利润总额４．１亿元，税金２．７亿元。２２家规

模以上包装印刷企业从业人员２９００人，瓶、

罐、纸包装年生产能力达上百亿只，以奥瑞

金、波尔亚太、太平洋为代表的制罐企业生产

易拉罐３５．７亿只，产量已占据国内制罐市场

１０％以上的份额。

（姜学昆）

【科技创新及品牌建设】　年内，怀柔区新增

高新技术工业企业４家，总数达４６家，主要

集中在生物医药、新材料、先进制造等行业。

全年共开发工业新产品１７３项、申请专利１８４

件、获授权８５件。新增市级技术中心１家，

累计达９家，４家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认证，２２

家企业实施节能降耗项目３６个，完成投资

６９００万元。新增 “中国驰名商标”１个， “北

京市著名商标”３个。截至年底，全区工业企

业 “中国驰名商标”达３个，“北京市著名商

标”达１９个，“中华老字号”企业３个，“北

京知名品牌”３个。

（姜学昆）

【中小企业服务】　年内，怀柔区继续加大中

小企业综合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在落实优惠政

策、资金扶持、企业减负等方面，多渠道推动

企业发展。组织工业企业参加国内外人才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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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活动１０余次，组织融资、信息化等各

类咨询培训活动２０余次，为１７个项目争取各

级扶持资金１３７５万元。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需

求，引导企业运用新型金融产品，与市投融资

服务平台合作，与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合作，６０

余家企业通过集合信托等服务不同融资模式融

资８亿余元。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备

案４个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姜学昆）

密云县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密云工业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２７７．６亿元，同比增长３１．３％；工业总产

值２４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３９％；销售产值

２４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３２．７％；产销 率为

９８．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２２２．３８

亿元，占全县工业９０．５％；销售产值２２０．１

亿元，占全县工业９０．６％。从主要行业看，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成产值７１．３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３２％；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完成产值２９．１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１３．１％；饮料制造业完成产值２４．１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１０．９％；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完成产值１５．７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７．１％。

（密云县）

【国资监管】　年内，监管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为６１．５亿元，与年初 ５４．７亿元相比增长

１２．４％；负债总额为２９．２亿元，与年初２７．１

亿元相比增长７．７％；所有者权益总额为３２．３

亿元，与年初２７．６亿元相比增长１７％。资产

负债率为４７．５％，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县

属国企共实现销售收入３９．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８％；实 现 利 润 １０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３１．８％；上缴税金６．２亿元。

（密云县）

【产权管理】　年内，制定了 《密云县企业国

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划拨、转

让、出售、抵押贷款、出租等行为进一步规

范，建立健康、有序、规范的企业国有产权管

理机制。对所属企业经营状况和管理层级进行

调查，进一步摸清企业资产分布与结构，全面

了解和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和管理级次。完成

２０１０年度县属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年检，

截至２０１１年初，纳入产权登记年检范围的企

业有５３户，共年检资产总额７３．２０亿元，负

债总额４２．３３亿元，所有者权益３０．８６亿元，

国有资产总额２３．７６亿元，占所有者权益总额

的７６．９７％；实收资本１１．３２亿元，其中国有

资本金９．０４亿元，占实收资本的７９．８５％。

收缴２０１０年度国有资产收益１．０８亿元。加强

首云矿业 “矿山维简费、安全生产费及环境治

理费”使用管理，开展专项审计，２０１０年对

相关企业单位实际支出６６５０．７１万元进行了专

项审计。为县社沿湖综合楼、果园西路３１号

院有偿转让，粮油公司燕宇恒远公司办公楼转

让，北京云政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办理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密之云 （北京）呼叫产业基地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等１７个项目办理资产转让手续。

（密云县）

【经济开发区建设】　年内，开发区整合提升

一、二、三期，做大做强四期，在加快体制机

制改革的同时，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强

服务体系建设，加快 “总部结算＋标杆工厂”

企业的引进力度，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加

快闲置土地厂房的盘活力度，为企业发展提供

宽松的环境。开发区各企业结合自身优势，积

极进行新品研发，拓展销售市场，取得明显效

果。预计全年开发区完成工业收入１５９亿元，

同比增长３３．２％；上缴税金１３亿元，同比增

长３７．６％；形成县级财政收入３．６亿元，同

比增长７０％；新增就业近３０００人，就业总数

突破３万人。

（密云县）

【产业基地建设】　年内，出台 《关于提升乡

镇农民就业产业基地建设水平的指导意见》和

《农民就业产业基地企业准入标准》，５个镇的

农民就业产业基地按要求和本区域的实际，分

别制定了基地提升方案、后２年的重点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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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任务分解表及时间进度措施。结合各镇功能

定位和资源优势，确定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园

区扩规、新建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重点工

程，由专人负责，建立台账，建立倒排工期预

案制度，确保工程按进度完成。７个农民就业

产业基地入驻企业２４８家，实现销售收入６１

亿元，实现利润１．２亿元、税收１．４亿元，安

置就业２．４万人；４个增收平台入驻企业４２

家，实现销售收入２．７亿元，实现利润２５８０

万元、税收１１４１万元，安置就业２０００余人。

（密云县）

【品牌建设】　年内，认真贯彻 《密云县品牌

战略实施意见》、《密云县关于实施品牌战略的

奖励办法》，积极引导工业企业申请商标认定，

加大培育力度。２家公司被新认定为北京市著

名商标，３家公司经过复审认定为北京市著名

商标，１家公司获得北京知名品牌称号，并分

别获得５０万元奖励。同时，筛选符合条件的

２８家企业作为 “北京市著名商标”梯队培育

对象、１２家 “北京知名品牌”梯队培育对象。

（密云县）

【引进投入】　年内，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入

２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签约工业项目

４４个，协议投资额７６．１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１５个，协议投资额６８．０亿元。

（密云县）

【技改创新】　年内，６家企业的 “室内／外两

用ＦＴＴＨ光缆技改扩规”、 “密云工厂”等项

目获得市级工业企业技改扶持资金７２７万元。

１９家工业企业获得密云县促进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财政支持资金。其中，北京康辰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国家一类止血新药 ‘苏灵’产业化

技术改造项目”，达产可年增销售收入５４００万

元，净利润１８４０．９万元，税金１２０１．１万元。

北京以岭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符合欧美

ＣＧＭＰ标准的药物制剂车间建设项目，通过

欧盟ＧＭＰ认证且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５

亿元，利润总额１亿元，税金４０００万元。

（密云县）

【节能减排】　年内，以创新方式开展节能减

排。一是完善责任制。成立节能降耗领导小

组，制定 《关于对监管企业实施节能降耗目标

责任制考核管理的办法》，并与１０家监管企业

签订节能降耗目标责任书，根据监管企业节能

完成情况给予相应的奖励和惩罚，对节能５００

吨标煤的监管企业推荐申报市级扶持资金，对

未完成责任制的企业予以５万元罚款并通报批

评。二是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对全县能耗

１０００吨标煤以上企业进行走访，邀请专业节

能服务公司进行节能诊断，积极引入合同能源

管理工作模式，促成首云铁矿、今麦郎等第一

批５家企业签订合同能源管理协议，通过对空

压机系统、锅炉、热水管网等改造，每年可节

约２４２４吨标煤。三是争取市级奖励资金１０４

万元，对今麦郎、威克、云冶、万都等１３家

“２０１０年度节能攻坚突出贡献企业”进行奖

励；北京威克冶金有限责任公司退出金属球团

生产环节项目获得２３０万元奖励。四是推进

“三高”企业退出。积极协调建华铸钢厂退出

“三高”企业工作通过验收，每年可减少综合

能源消费量２０１１吨标煤，节约新鲜水６．９万

吨，减少废水排放量１．１万立方米、废气排放

量１６８９万标立方米、固废排放量１０１４吨。

（密云县）

【服务平台建设】　年内，积极发挥中小企业

融资服务平台作用，以 “三创三促”解决企业

融资难题。一是创平台、促合作。通过组织召

开中小企业融资洽谈会，对接企业与银行，１０

余家企业成功签约，融资９３００万元。二是创

环境、促联系。根据金融部门和企业需求，召

开银企协调会，积极争取金融部门信贷支持，

银行新增企业贷款４４户，金额４．６亿元。三

是创方式、促融资。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融

资难的问题，采取 “集合信托”方式，拓宽企

业融资渠道，成功融资５３００万元。

（密云县）

【非公经济】　年内，全县私营企业发展到

９４７２家，同比增长８．７％；私营企业总数占密

云企业数的９０．３％；个体工商户有２１４６１户；

同比增长 ２．３％；私企个体从业人员已达

１００６０７人，占全县就业人数的９０．１％。

（密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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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县工业

【综述】　２０１１年，延庆县工业和信息化实现

了平稳较快增长，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２．８亿元，

同比增长２８．６％；完成销售产值５９．６亿元，

同比增长２８．７％；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５．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７．３％。

紧盯目标任务，加大运行监测力度。认真

落实配套政策措施，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

调沟通，分解落实责任，强化重点企业跟踪服

务，积极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

问题。加强工业经济运行动态分析，认真做好

预测、预警和预控工作。积极推进上下游企业

产业链对接，为企业拓展市场做好服务，充分

调动了企业增销扩产积极性。

聚焦主导产业，提升传统优势工业。抓住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契机，深入实

施新能源环保产业发展３年行动方案，积极支

持京能清洁能源、京城环保、北京玻钢院复合

材料等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新能源环保产业进

一步发展壮大。加快食品、服装、医药、基础

新材料等产业技术的改造和升级。积极培育行

业骨干，三吉利、雪莲时尚、金果园老农等一

批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传

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取得明显进展。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以县折子工程任务书为抓手，加大统筹协调和

并联推进力度。京仪绿能 （一期）、紫光嘉纳

环网柜 （一期）、新能源孵化器 （一期）等项

目如期完工；北京玻钢院复合材料叶片模具、

佳时代环保设备、鼎瀚恒海医用敷料等项目加

快建设；中科院１兆瓦光热示范电站、京能集

团３１兆瓦光伏示范电站、八达岭开发区２兆

瓦屋顶光伏电站等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浩华

科技测控系统及组件产业化、欧罗科技机械加

工中心 （一期）、京城环保基地扩建等项目前

期手续稳步推进；双鹤药业车间及系统改造、

九龙药品仓库建设等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积极

开展重大项目签约活动，浩华科技、欧罗科技

等重点项目签约落地。主动加强与项目方沟通

接洽，密切跟踪京仪集团光伏产业基地、金果

园老农生产加工基地、合力清源新能源装备制

造等重点在谈项目。

加快园区建设，提升产业集聚效应。继续

深化与中关村、朝阳区的合作共建，推进八达

岭经济开发区绿化、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发

挥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功能作用，一批新能

源环保产业研发示范、高端制造项目加速集

聚。积极开展东部山区农产品加工基地招商引

资工作，盘活重组引进投资实体，推进供暖、

道路、供电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全力做好

土地一级开发、招商引资等相关工作。完善延

庆开发区深化方案，积极培育金融保险、信息

服务、研发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开

发区向中小企业总部基地转型升级。

开展示范应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城乡信息化步伐，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示范工

程和社区信息化创新示范应用。认真做好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

息公开和诚信体系建设。研究建立基站建设协

调机制，进一步规范基站建设。新建３Ｇ基站

７９个，发放高清数字机顶盒２．９万台，城区

居民用户基本实现全覆盖。２０兆光纤入户覆

盖所有城区及２７３个行政村。加强沟通协调，

积极研究２０１４年世界葡萄大会信息化建设。

积极开展行政办公区域无线局域网建设，推广

“市民主页”。

完善政策体系，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认真

贯彻落实国发 〔２００９〕３６号、京政发 〔２０１１〕

１７号等文件精神和政策措施，把中小微企业

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延庆县实际，制

订了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

稿）》。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成立了延庆县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明确了融资担保、人才培训、

信息咨询等职能。完成了延庆县中小企业网升

级改版，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协会、数据库建

设，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综合服务能力。拓宽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探索集合信托等融资

模式，加强企业融资培训及银企对接，努力缓

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积极组织２个开发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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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服务中心申报北京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继

续做好企业减负、科技对接、镇村企业管理者

培训等工作，努力营造中小企业良好发展

环境。

（宋 强）

【亿元企业】　年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产值过亿元企业达到１２家，累计完成产值

５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８．３％，占工业总产值

的８１．７％，拉动工业总产值增长２９个百分

点。新增产值过亿企业２家，分别是雪润羊

绒、双鹤药业。

（宋 强）

【科技创新】　年内，中材汽车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北京艾瑞机械厂等５家企业取得了市级

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延庆县高新技术企业共达

１５家。中材科技、北京玻钢院被认定为市级

企业技术中心。

（宋 强）

【节能环保】　年内，对重点耗能企业严格执

行目标管理，签订责任书，推进企业清洁生

产。落实相关政策，鼓励 “三高”企业有序退

出。初步核算，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０．８吨标

准煤，同比下降１６．３％，优于全县万元ＧＤＰ

能耗降幅１３个百分点。

（宋 强）

【园区建设】　年内，八达岭和延庆２个开发

区实现税收１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３．２％；完

成 县 级 财 政 收 入 ４．１１ 亿 元， 同 比 增

长２２．３％。

（宋 强）

【优化政策环境】　年内，紧抓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空间规模和布局规划调整的契

机，经市、国家等相关部门逐级核定，延庆县

拟纳入中关村示范区总面积４９１．２公顷，其中

八达岭开发区３０４．７公顷，延庆开发区１２９．３

公顷，康庄产业园５７．２公顷，为延庆县享受

示范区 “１＋６”和人才特区等先行先试政策创

造良好条件。

（宋 强）

【产业发展】　年内，新能源环保产业继续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完成产值１５．５亿元，占工

业总产值的２４．６％。食品、服装、医药、基

础新材料产业，完成产值分别同比增长３０％、

２１．８％、３１．２％和８５．７％。

（宋 强）

【招商引资】　年内，积极盘活１１家企业闲置

资产，引进了八达岭酒业、合锐清合环网柜、

鸿森鹏程科技股份、翔鸣博瑞新材料等实体项

目。全年累计签约工业项目１８个，协议投资

总额２２．８亿元。

（宋 强）

【编制 “十二五”规划】　年内，编制完成

《延庆县 “十二五”工业发展规划》及 《“十二

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并发布实施，进一步明

确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使之成为一个凝聚各

方智慧、统一思想认识、指导招商引资、统领

未来５年工业和信息化科学发展的行动纲领。

（宋 强）

【中小企业体系建设】　年内，延庆县中小企

业服务中心正式启动，注册资金９５万元，总

资产２１３．７万元，定编１０人。主要对延庆县

中小企业进行政策指导，信息服务，创业辅

导，信用担保和筹资融资、教育培训、技术引

进，管理咨询，技术交流和产品展销７个方

面，为延庆县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宋 强）

【１０家企业通过认证】　 年内，延庆县继续加

大力度组织企业申报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北京华都阳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金果园

老农 （北京）食品有限公司等９家企业通过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中能绿康 （北京）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翔鸣博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等８家企业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宋 强）

·０３１· 北京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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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区延续近年来平稳

较快的增长势头，整体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土

地高效集约利用，招商引资有序进行，产业结

构不断调整，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开发区已成

为首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土地开发集约利用，产出效益速度增快。

截至年底，北京市１９家开发区土地规划总面

积达 ３４６．２ 平 方 公 里，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０．３％。其中：国家级开发区３家，规划面积

２５９．６平方公里；市级开发区１６家，规划总

面积８６．６平方公里。截止到２０１１年，全市开

发区累计土地开发施工面积和完工面积分别达

到１３８．９平方公里和１２４．９平方公里，同比增

长４．５％和２．５％，土地开发完工率达８９．９％。

全市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效率进一步提

高，地均产出水平继续保持增长。截至年底，

开发区每公顷土地实现总收入６６９３．４万元／公

顷，同比增长２５．５％；实现利润总额５００．７

万元／公顷，同比增长１９％；应缴税金３１５．９

万元／公顷，同比增长１５．５％。

招商引资成效显著，项目规模逐步扩大。

年内，全市开发区共招商入区企业４５４１家，

同比增长２４．４％。其中，总投资亿元以上企

业１７８家，同比增长６９．５％。国家级开发区

总投资亿元以上企业所占比重较大，占比

６８．５％。招商项目总投资１１８３．５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５％，项目平均投资达２６０６．２万元。

招商工作的有序进行，为开发区的经济带

来新的生机和活力。截止年底，全市开发区累

计招商企业个数达４２９７４个，入区企业累计项

目总投资达９４７２．８亿元；注册资本７４６９．６亿

元；其中累计招商三资企业４６７４个，招商项

目总投资３０４４．１亿元；累计合同外资金额

２５３．４亿美元；累计外商实际投资１９２．４亿

美元。

经济效益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截至年底，全市开发区共有投产开业企业

２３９４４家，比２０１０年增加１５４８家。

年内，全市开发区共实现总收入２３１７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９％，增幅同比提高４．１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级开

发区实现总收入 ２０６４９．９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市级开发区实现总收入２５２３．２亿元，

同比增长１７．５％。近年来，国家级开发区发

展速度明显高于市级开发区，占全市开发区比

重也逐步提高，年内国家级开发区总收入占全

市开发区比重达到８９．１％，比２０１０年提高了

０．８个百分点。年内，全市开发区其他主要经

济指标也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其中，实现利

润总额１７３３．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４％；实现

应 缴 税 金 总 额 １０９３．８ 亿 元， 同 比 增

长１５．９％。

全市开发区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年

内，全市开发区第三产业实现总收入１３２７７．２

亿元，同比增长３５％，占全市开发区比重达

５７．３％，同比提高了３．８个百分点。工业企业

实现总收入８０８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６％，

占全市开发区比重比２０１０年下降了２．５个百

分点。

工业产销结构匹配，新产品产值比重下

降。全市开发区工业产销仍保持高速增长，产

销结构基本平衡。年内，全市开发区完成工业

总产值７２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８％。工业销售

产值７１６４．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２％，其中，

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１３０８．３亿元，同比

下降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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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达３２１５．４亿元，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达４４．２％，同比下降了３．３

个百分点。其中，国家级开发区新产品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５１．３％，比２０１０年下降了

４．７个百分点。

中关村示范区经济高速发展，对全市开发

区带动作用明显。中关村示范区继续坚持园区

全面建设，不断完善多项优惠政策，在税收减

免、人才引进、科技金融等方面给予企业帮

扶，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形成了一系列有

效的工作机制；先行先试政策取得成效，中关

村现代服务业项目试点有序推进。

年内，中关村示范区发展势头良好，主要

经济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对北京市开

发区总体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统计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总收入１９６４６亿元，

同比增长２３．２％，对全市开发区总收入贡献

率达７７．７％，拉动全市开发区总收入增长

２０．１个百分点；完成工业总产值５８３１．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６．９％，实现利润总额１５３３．９

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１％。

（唐燕　武睿琦）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综述】　２０１１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经济发展保持快速增长，创新发展取得新突

破，１．５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超过

１．９６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２０％。企业做强

做大明显加快，收入过亿元企业总数达到

１５５０家，新增１４０家，其中近百家企业收入

比上年翻一番以上。创新创业进一步活跃，新

创办生产型和研发型科技企业近４０００家，数

量比往年增加近千家。已披露的中关村创业投

资案例３００多个，投资金额约３００亿元，占全

国１／３。创新带动能力不断增强，企业专利申

请量超过１．９万件，专利授权量近１．２万件，

增长均超过３０％。技术合同成交额达１８９０亿

元，同比增长约２０％，其中流向京外地区的

技术合同成交额约占８０％。新增上市公司２６

家，上市公司总数达到２０２家，其中创业板上

市公司４４家，形成了 “中关村板块”。目前，

中关村已经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能

源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航空航天为代表

的产业集群，进一步发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策

源地的作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科技与文

化融合发展，初步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服务

业增加值占示范区的比重达到６６％。

贯彻落实国务院批复的示范区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年１月，国务院批复了 《中关村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３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要把北京中关村逐步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出台了实施意

见，重点实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等９大

工程。

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的 “１＋６”新

政策。成立了中关村创新平台，建立了跨层

级、跨部门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创新平台下

设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审批、科技金融、

人才、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政

策先行先试、规划建设、中关村科学城、现代

服务业８个工作组，共有１９个国家部委的３７

名司局级和处级干部参与平台工作，北京市相

关部门和区县的１１０名派驻人员到平台办公，

共同推进政策先行先试工作，联合支持重大产

业化项目。平台运行以来，开展了一系列重大

机制创新，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

志的充分肯定。围绕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

权、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中央单位股权激励

审批方案、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体制、完善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６项政策的落实，中央部委共出

台了１２项政策文件，推动股权激励、科技成

果处置权和收益权等改革试点等取得重大突

破，初步形成了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

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贯彻落实中组

部等１５个中央部门和北京市联合印发的支持

中关村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北京市制定

了行动计划，提出了６大建设工程。围绕聚才

和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的目标，积极开展试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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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取得了显著成效。２０１１年中关村人才

特区引进海内外人才１９６２人，其中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４３６人。目前，北京地区共引进

“某某计划”入选专家４６７人，占全国入选总

数的２８．２％。示范区企业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人才超过１４万人，其中２０１１年新增１．５万

人，同比增长１１．７％。加快推动高端人才创

业基地和人才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目前已启用

人才公共租赁住房６０４５套。

建立部市会商工作机制。北京市分别与科

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卫生部和教育部６部委开展部市会商，

联合支持中关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北

京市与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科

技部联合开展中关村现代服务业试点，中央财

政３年投入１５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北京市

１∶１配套。大力培育信息服务业、电子商务和

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节能环保服务业等

先进服务业态发展，探索发展新模式。目前已

经确定了现代服务业试点项目６４个，项目总

投资７５．４亿元。

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北京市与总参谋部、

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和海军签署了战略合作协

议，建立了军地会商工作机制。２０１１年共有

军事采购、科技项目、科技基础设施等３００余

项合作项目，涉及金额近５０亿元。

启动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落实国

务院批复的中关村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要

求，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８个国家部门

和北京市共同研究制定了中关村建设国家科技

金融创新中心的指导意见，目前正在会签

之中。

加快建设中关村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中

关村科学城启动了中关村航天科技创新园、北

航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等３７个新型产业技术

研究院和特色产业创新园项目建设，实施了龙

芯、普罗吉、绿色打印制版等５０余项重大科

技成果产业化项目，支持高校院所、企业、高

端人才、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协同创新。未来

科技城的神华集团、国家电网、中国商飞等

１５家入驻央企正在加快建设研发中心和成果

转化基地。

建立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资金统筹机制。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每年统筹１００亿元，

支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配套、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和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２０１１年

共支持重大项目３０３个。支持模式实现了由各

部门独立支持向多部门统筹协同支持转变，支

持方式由补助、贴息向股权投资、共享知识产

权等方式延伸。

实施了 《中关村示范区条例》。制定了３２

项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强了有利于创新创业的

法制环境建设。

（王 锦）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召开

第七次会议】　１月１２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七次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郭金龙出席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中关

村管委会关于首都创新资源平台工作进展情况

的汇报，市财政局关于有关事业单位科技成果

使用、处置、收益管理改革工作和税收政策贯

彻落实情况的汇报，市科委关于科研项目经费

管理改革试点等政策协调确定情况的汇报。会

议还就进一步建设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进行了讨论。郭金龙讲话说，在中关村先行

试点 “１＋６”政策，为示范区创新发展营造了

更加良好的环境，也是示范区建设新的里程

碑，对加快示范区建设乃至首都创新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抓紧修改和完善有关工作

方案，特别是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

抓好落实。对需要上报国家批准的政策要加快

工作节奏，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沟通与配

合，争取尽快将政策落实方案出台实施。对属

于市级批准权限内的政策，要进一步细化政策

落实方案，完善各项配套措施，加快推进落

实，争取早日见到成效。要加强政策宣传，充

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升政策的影响力。常

务副市长吉林、市委常委赵凤桐、副市长苟仲

文出席。

（王 锦）

【中关村诞生全球首台超百英寸ＬＥＤ电视】　

１月１３日，全球首台１０８英寸的ＬＥＤ电视在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诞生。市委常委赵凤桐出席首发仪式。这次首

发的ＬＥＤ电视，由ＬＥＤ模块组成的显示单元

可按需求组成任何尺寸的电视；其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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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发光组件直接发光显示，ＬＥＤ电视的亮

度比液晶电视要高出５倍，无论光线强弱都能

清晰播放视频。此外，剔除了传统液晶电视中

含汞和铅等重金属污染物的部件，采用无污染

半导体硅材料构成的ＬＥＤ发光组件也更加环

保。据了解，这项技术已申报３０项发明专利，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王 锦）

【《示范区条例》宣传贯彻落实会议召开】　１

月１４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宣传贯彻落实会议在皇苑大酒店召开。会上，

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办公室主任梁平介绍了 《示

范区条例》的立法情况，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李富莹介绍了 《示范区条例》的相关配套文件

制订工作，中关村管委会、市工商局、市知识

产权局、海淀区政府等单位领导以及示范区内

企业、高校、院所代表分别就贯彻落实 《示范

区条例》进行了发言。会议要求北京市各有关

部门要根据具体要求和职责分工，抓紧贯彻落

实条例。４月，要完成条例的条文释义工作，

５月要发布第一批配套实施政策文件。市委常

委赵凤桐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柳

纪纲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成主持会

议。赵凤桐提出，配套文件的制定实施是贯彻

落实条例的核心环节，要根据条例的核心内容

和示范区发展需要，对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

权、人才资源、科技金融等各方面政策进行梳

理和分析，尽快制定或者新修订相关配套文

件，使条例的各项创新性规定能够落到实处，

使示范区内企业、高校、院所等切实得到

实惠。

（王 锦）

【展讯推首款４０纳米ＴＤ芯片】　１月１９日，

展讯公司生产的全球首款商用４０纳米ＴＤ手

机芯片正式面世。该芯片已经通过工信部的入

网测试和中移动的入库测试。相比目前市场上

６５纳米技术的ＴＤ芯片，４０纳米芯片具有体

积更小、功耗更低、成本更低的特点。

（王 锦）

【刘淇就加快落实 “科技北京”战略进行调研】

　１月２４日，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就

“加快落实 ‘科技北京’战略，率先形成创新

驱动发展格局”主题进行调查研究。刘淇在中

关村创新中心，逐一察看了受理大厅和重大科

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审批联席会议办公室、政策

先行先试工作组、科技金融工作组、规划建设

工作组、人才工作组、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

和应用推广工作组运行情况。在相关国家部委

和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部门派驻平台

人员已全部到位，来自全市２５个委办局、中

关村１０个分园的４７位同志常驻办公。刘淇勉

励大家，首都创新资源平台非常重要，在这里

工作很光荣、责任大。希望大家以昂扬的精神

状态、一流的工作水准，努力建设好首都创新

资源平台，为进一步推动北京科学发展，加快

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做出

更大贡献。市委常委赵凤桐，副市长苟仲文一

同调研。

（王 锦）

【国务院批复北京中关村十年规划】　１月２６

日，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国务院批复强调，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要坚持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为动力，按照 “需求拉动、机制创

新、重点突破、开放合作”的建设原则，大力

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切实把创新作为发展的核

心动力，推动激励自主创新政策的先行先试，

搭建首都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发挥在推进创新

型国家建设、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的

示范作用。国务院批复要求，示范区部际协调

小组要加大统筹力度，研究解决示范区建设和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好纲要实施的组织协调

和督促检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工

作职能，加强对中关村示范区建设和发展的指

导，在规划实施、项目安排、体制创新、政策

先行先试、人才特区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金

融服务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北京

市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特色和优势，做好规

划纲要的具体落实工作，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王 锦）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印发】　１

月２６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发 〔２０１１〕４号）。该方案主要包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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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改革后的机

构和职责两大部分内容。根据该方案，各区

（县）政府分管园区工作的副区 （县）长兼任

分园管委会主任，并同时兼任中关村管委会副

主任。中关村管委会将实行定期会议制度，建

立统筹协调、联动推进的工作机制，加强 “一

区十园”的整体统筹。方案明确指出，中关村

科技园区实行 “双重领导、以区 （县）为主”

的领导体制。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中关村管委会）对各分园的整体发展规

划、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准入标准等重

要业务实行统一领导，区 （县）政府对所属分

园管委会实行全面领导。方案进一步理清了中

关村管委会与各分园管委会的工作关系。中关

村管委会按照 “调研、规划、协调、督办、服

务”的职能，主要负责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宏

观管理，侧重于督办重大决策事项和重点工

作、优化软环境及统筹重大项目。分园管委会

负责具体实施中关村管委会会议议定事项，推

动本园的产业化、招商引资、社会服务体系建

设、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市场监管、企业服

务等工作。方案明确了示范区领导小组的职责

是：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

示，研究审议建设示范区的重大事项；提出需

要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组织、协调推进示范区有关发展战略、政策法

规、体制创新、空间和产业规划、重大项目等

实施工作。中关村管委会主要职责是：贯彻落

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拟订园区的

发展战略和规划，参与组织编制园区有关空间

规划，组织研究园区相关改革方案，促进可持

续发展；研究制定园区发展和管理的相关政

策，起草相关地方性法规草案、政府规章草

案；协调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开展园区创新创

业、高新技术研发及其成果产业化、科技金

融、人才资源、中介组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的促进和服务工作；负责管理市财政拨付的

园区发展专项资金，并协助有关部门监督专项

资金的使用；根据市政府授权，对北京中关村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级财政投入资金履行

出资职责，依法对其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并加强业务指导；统筹产业空间布局，对各分

园整体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项目

准入标准等重要业务实行统一领导；承担示范

区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负责园区内各类协会

组织的联系工作；开展园区国际交流与合作，

提升园区国际化发展水平；承担园区外事、宣

传、联络等工作；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等。方案还明确了各分园管委会的主要职责，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示范区企业家

顾问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等。

（王 锦）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发布】　２月２４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印发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简称 《纲

要》）。该 《纲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

部、财政部及其他有关部门，会同北京市政府

研究制定。《纲要》对中关村示范区赋予了全

新的战略定位，即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要秉承面向世界、辐射全国、创新示范、引领

未来的宗旨，坚持 “深化改革先行区、开放创

新引领区、高端要素聚合区、创新创业集聚

地、战略产业策源地”的战略定位，服务于首

都世界城市的建设，力争用１０年时间，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技术产业

基地。《纲要》提出，要把中关村建成为 “人

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重要引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

市奠定基础。《纲要》以５年为一个阶段，提

出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５年，中关

村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初步形成有利于自

主创新的体制机制，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中关村人才特区基本建成，创新创业高度活

跃，产业国际竞争力居世界前列，创新国际化

水平大幅提升。到２０２０年，示范区创新环境

更加完善，创新活力显著增强，创新效率和效

益明显提高，总收入达到１０万亿元，在软件

及信息服务、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中形成

２个～３个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培育

出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跨国企业，形成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

构，培养和聚集一批优秀创新人才特别是产业

领军人才，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为了实现发展目标，

《纲要》围绕提升持续创新基础能力、搭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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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发展平台、聚集整合核心创新要素、推

进开放创新与合作、统筹规划空间布局、营造

创新友好环境等６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做出相应

的规划部署。

（王 锦）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 “１＋６”政策和

规划纲要动员大会】　２月２５日，示范区部际

协调小组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中关村 “１＋６”政策和规划纲要动员

大会。动员全市力量，加快中关村国际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

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刘延东，科技部部长、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组

长万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郭金龙主持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国务院副秘书

长项兆伦出席会议。副市长苟仲文作中关村示

范区自国务院批复以来创新发展情况和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中关村 “１＋６”政策和规划纲要

工作报告。财政部部长助理王某某、科技部副

部长曹健林分别对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系列政策

作了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宣读

《国务院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

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的批复》。联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柳传志，中国普天信

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名文，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胡和平，钢铁研究总院党委书记才让发言。

刘延东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中关村示范

区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

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按照 “需求拉

动、机制创新、重点突破、开放合作”的原

则，整合创新资源，挖掘创新潜力，促进科技

教育经济有机结合，努力把中关村建成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刘淇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务必要从全局

的、战略的高度，认真学习、深刻理解中央关

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振

奋精神，坚定信心，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这件大事抓紧抓好，抓出更大的成

效。一是要深刻理解、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要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创新驱动是建设创新

型国家、建设科技北京的必然要求，是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增强我国国际

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进一步加大示范区建设

力度，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形成创新

驱动的发展格局，提高服务国家科技创新的能

力。二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支持中关村的

“１＋６”政策。中央同意在中关村实行新的先

行先试政策，是对在中关村不同部门所属的科

技资源的有效整合，是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

企业活力的有效突破，是中关村深化改革、创

新体制机制的重要标志。全市上下要以改革的

精神，加紧落实 “１＋６”政策，发挥首都创新

资源平台的资源统筹作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

化，服务企业做强做大，实施一条龙的政策服

务。要加大对 “１＋６”政策的宣传，调动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

动各项先行先试改革试点。三是要认真贯彻落

实国务院批复的中关村发展规划纲要。营造良

好的创新环境，研究示范区空间规模调整和布

局事宜，认真实施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条例》，确保实现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

万钢在讲话中指出，要充分发挥部际协调机制

的作用，加快落实发展规划和 “１＋６”政策，

并高度重视以下四点工作：一是以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为核心，加大力度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各

项政策，着力推进相关重点领域改革和政策先

行先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

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培育现代产业体系，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二是以服务企业技术创

新为重点，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中关村各高

校院所科研设施向企业开放、共享；完善科技

中介服务体系；延伸服务链条，提升科技服务

业水平。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吸引国际

知名企业在示范区内设立研发机构和总部，培

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有全球影响力的大企

业，抢占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四是认

真总结示范区建设经验，科学评估政策执行效

果，以更好地发挥中关村等３个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聚集、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所有国

家高新区的发展水平。

（王 锦）

【研发成功质量和效率更高的 “吉星”地震成

像技术】　１月２９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和北京吉星吉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

制成功 “油气勘探ＧＰＵ （图形处理器）／ＣＰＵ

（中央处理器）协同并行计算系统”———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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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成果会汇报会举行。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洪任组长的课题组经过多

年的努力，研制成功的地震成像系统为更准更

快地石油勘探提供了可能。该系统运用超强异

构并行计算、逆时偏移等高端技术，大幅提高

了地震成像质量和效率。在多种复杂地质类型

的测试中，表现出高速运算、高速存储、高速

通信的特点。与普通成像系统相比，使用该系

统可使每节点运算能力提高１５０倍，每千瓦耗

电运算能力提高３７倍，每万元采购运算能力

提高５０倍。该系统的最大突破是 “计算换存

储”，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 “绕开”存储 “瓶

颈”，从而使我国叠前逆时偏移图像处理器加

速技术大大领先于国际同行。

（王 锦）

【１３项特殊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　３月４日，

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余部

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发布 《关于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要采取 “两步走”的方针，将中关

村示范区率先建成国家级人才特区。第一步是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初步形成机制新、活力大、

成果显著的人才特区政策体系，聚集包括 “海

归”人才在内的３万名左右高层次人才。第二

步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布局

全面形成，国家级人才特区全面建成，成功探

索出具有全国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人才政策

体系，初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才战略高

地，聚集包括 “海归”人才在内的５万名左右

高层次人才。意见明确指出在中关村实施１３

项优惠政策，如具有中国国籍的高层次人才，

可不受户籍所在地的限制，直接落户北京。人

才特区的高层次人才享受医疗照顾人员待遇，

由市卫生行政部门为其发放医疗证，到指定的

医疗机构就医。本市建设 “人才公寓”，为高

层次人才提供一万套定向租赁住房等。

（王 锦）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会召开

第九次会议】　３月２８日，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召开第九次会议。市长郭

金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中关村管委会

关于 《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的批复〉实施意见》的汇报，听取了市委组织

部关于贯彻落实 《〈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实施方案》

的汇报，并就进一步建设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进行了讨论。郭金龙讲话说，要高度

重视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

要》、《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

才特区的若干意见》。这２个文件是中央对示

范区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新形势下

推动示范区科学发展的行动纲领，对于示范区

未来１０年创新发展，特别是构筑高端人才发

展战略高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市有关

部门和各区县一定要深刻理解、充分认识，把

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加快示

范区创新发展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和紧迫感，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示范区发展各项

工作做实、做好，做出成效，努力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聚集更多人才，做好服务。郭金龙强

调，要抓好两个文件的落实。研究制定落实示

范区规划纲要的折子工程和完成目标任务的时

间表，明确牵头单位和工作要求，把任务和责

任逐级分解到具体单位和人员，分阶段、分步

骤地开展相关工作。切实把中关村人才特区建

设摆在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落实建设中关村人

才特区的行动计划，全方位推进各项人才政策

的落实，不断探索出人才、出机制、出成果、

出效益的有效途径。郭金龙要求，要密切跟

踪，多渠道跟踪了解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高

等院校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争取通过及时的跟踪、沟通和协商，建立

政策不断完善、措施及时调整、工作持续推进

的机制，确保规划纲要以及人才特区建设目标

的落实，为示范区创新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市委常委赵凤桐，副市长苟仲文，市政府秘书

长孙康林出席会议。

（王 锦）

【中组部领导调研中关村人才工作】　３月３１

日，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陪

同下，来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国家作物分子设

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联想研究院，详细了解

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情况，肯定他们在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发挥人才作用方面取得的成

绩。接着又在联想研究院召开座谈会，听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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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村管委会和园区企业负责人对建设人才特区

的意见。李源潮指出，要解放思想、推进改

革，积极探索和创新人才政策与体制机制，大

力引进和用好海内外高端人才，将中关村人才

特区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创业人才特别集聚

区，为科学发展、自主创新提供人才支撑。李

源潮指出，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是落实人才优

先发展方针，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举措。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教育、

科技、人才资源最密集地区，具有建设人才特

区的扎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要认真落实国家人

才发展规划，落实中央有关部门和北京市 《关

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

若干意见》，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努力把中

关村建设成为全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试

验区。李源潮指出，要着眼于解放人才、解放

科技生产力，采取务实灵活的措施，推进人才

政策创新，先行先试有利于人才引进、人才成

长和创新创业的政策实施。要借鉴世界知名科

技园区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经验，拓宽人才政

策创新的思路。要以政策创新带动人才体制机

制创新，及时将成熟的人才政策上升为制度规

范，逐步形成有利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

好人才的体制机制。要充分发挥人才特区的优

势，更好地集聚海外高端人才包括外国高级专

家，努力把中关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化

人才集聚区和科技自主创新示范区。中组部副

部长李智勇、中组部秘书长邓声明，市委常委

赵凤桐，副市长苟仲文参加调研。

（王 锦）

【刘淇察看北京同仁堂中药现代化产业园】　４

月８日，市委书记刘淇深入中关村科技园区大

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察看北京同仁堂中药现

代化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卫生部党组

书记张茅，市长郭金龙一同考察。刘淇等领导

仔细察看了产业园沙盘模型和同仁堂生产的药

品样品，并听取了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关于产业园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

报。刘淇强调，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发

挥首都优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要充分发挥首都科

技、人才优势，积极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把生物医药产业

做大做强。政府各相关部门及区县要进一步转

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积极帮助企业解

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

境。生物医药企业要紧紧抓住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加

大研发力度，大力推进研发成果产业化；要加

强自主创新，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不断丰富

产品种类，提高科技含量，努力打造北京的医

药产业品牌。张茅指出，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入，中医药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中

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凸显。北京同仁堂是我国中

医药行业的著名老字号企业，在海内外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要精心设计、精心施

工，把北京同仁堂中药现代化产业园建设成为

国家级医药产业基地示范工程。郭金龙指出，

市有关部门和区县要全力支持北京同仁堂中药

现代化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努力为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创造一流的环境和条件。希望同仁

堂企业坚持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相结合、做强

存量与做大增量相结合、扩大国内市场与培育

国际市场相结合，大力推进新药研发和产业

化，不断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实力，为我国生物

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做出新贡献。市委常委吉

林、赵凤桐，副市长苟仲文，市政府秘书长孙

康林一同考察。

（王 锦）

【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年度第一次会议】

４月１４日，中关村示范区企业家顾问委员会

（以下简称顾委会）２０１１年度第一次全体委员

会议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召开。会上，顾委会

主任委员、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

传志代表顾委会做２０１０年度工作总结，肯定

了顾委会在帮助企业做强做大方面发挥的积极

作用，详细介绍了 “中关村１００”企业家俱乐

部举办的主要活动，并针对顾委会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工作建议。顾委会副主任委

员、时代集团总裁王小兰，北极光创投创始合

伙人邓峰，清华科技园总裁徐井宏分别代表顾

委会专门工作小组介绍了顾委会在中关村高端

领军人才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的挖掘和推

荐、风险投资政策研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以

及创新创业环境营造等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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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工作设想。会议增选创新工场创始人李

开复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市委常委赵凤桐出席

此次会议并讲话，他首先对顾委会在过去一年

开展的主要工作以及中关村企业家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简要介绍了中关村

最新发展情况，同时指出，顾委会是推动中关

村建设与发展的智慧库，是整合中关村创新创

业要素的一个重要平台，委员们要继续发挥高

层次、跨领域、多行业的优势，在中关村人才

引进、投资环境建设、企业家培养、重点项目

推荐、创新创业政策研究等方面发挥特殊

作用。

（王 锦）

【贾庆林参观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４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贾庆林参观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暨博奥生物有限公司。贾庆林听取了中国工

程院院士程京关于博奥公司生物芯片项目研发

应用情况的介绍，观看了生物芯片和配套仪

器，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公司自主

创新、产品生产销售、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

出，实现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关键要靠

科学技术，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博奥公司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科技事业发展中大有

可为，要不断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

科学发展贡献力量。他希望博奥公司按照 “自

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方针，坚持把企业技术进步与国家发展战略、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重视

新技术产品的应用，为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

平提供科技支撑。要遵循科技人才的成长规

律，建立健全开放流动、竞争合作的科技人员

管理制度，营造生动、活跃、民主的研究氛

围，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中国生物医学工业

造就更多的创新人才和管理人才。要积极利用

全球创新资源和最新科技成果，进一步扩大与

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加快企业 “走出去”步

伐，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着力打造国际品牌，

为国家争得更多更大的荣誉。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全国政协副主

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等一同参观。

（王 锦）

【联想推出高端商务精锐版笔记本】　４月２６

日，联想集团推出 ＴｈｉｎｋＰａｄＥｄｇｅ精锐版笔

记本新品———Ｅ４２０ｓ和Ｅ２２０ｓ。该款笔记本专

为高端商务个人用户量身打造，采用的第二代

智能英特尔酷睿处理器，不仅性能强劲，更在

处理多任务时充分发挥出多核多线程的强大优

势，充分满足高端商务人士注重办公效率的基

本需求；搭配４ＧＢ的ＤＤＲ３内存、高达２ＧＢ

显存且完美支持ＤＸ１１的 ＡＴＩ独立显卡，更

是让复杂的图形处理不再显得捉襟见肘；可选

的 ｍＳＡＴＡ极速混合硬盘系统，在面对大容

量数据的传输时格外轻而易举。外观方面，

ＴｈｉｎｋＰａｄＥｄｇｅ精锐版首次采用了防眩光技术

的无界金刚屏，为用户带来绝佳的视觉体验，

最薄 处 仅 为 ２１．９ｍｍ，最 轻 可 至 １．５８ｋｇ

（Ｅ２２０ｓ），堪称轻薄便携的典范之作。

（王 锦）

【九大云平台全方位服务中关村】　５月６日，

百度———云计算服务中心、用友软件———企业

云服务平台、联想———中关村云计算服务中

心、世纪互联———公有云基础设施平台、中科

讯飞互联 （北京）（筹）———语音云服务平台、

网通宽带———中关村软件园云服务平台、亿赞

普———全网全屏云媒体平台、新浪———应用云

平台、金山软件———金山快盘云存储应用平台

等９大云平台建成并挂牌。这９大云服务平台

涵盖了超级计算、软件研发、企业管理、办

公、存储服务等各个层面，可以为中关村示范

区企业乃至全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这９家挂牌的云服务基地能达到这样一个

效果，就是一个企业哪怕是一个对计算机性能

要求高的软件研发企业，可以不需要购买高性

能的计算机，不需要购买财务管理等各种企业

管理软件，从研发、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都

可以借助云服务平台来实现，降低中小企业信

息化的成本。

（王 锦）

【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

法】　６月２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研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记办法

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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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研究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登

记办法 （草案）》时指出，要切实用好国家工

商总局的支持政策，认真贯彻落实 《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中有关企业登记的创

新规定，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国际接

轨原则，制定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

业登记办法，规范示范区内的企业登记。

（王 锦）

【市委常委会研究中关村科学城建设】　６月

２５日，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中关

村科学城建设等事项，市委书记刘淇主持会

议。会议研究中关村科学城建设时认为，中关

村科学城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

的核心，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聚集了一批重大

项目，在落实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创新型国家战

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绩，显现出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中关

村科学城在不进行大规模土地开发的前提下，

通过 “腾笼换鸟”等方式，充分利用建成区现

有存量空间资源，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同

时，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了中关村

科学城建设步伐。中关村科学城充分发挥首都

创新资源平台作用，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整合

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科研机

构、高校院所、中央企业、民营企业、高端人

才、社会组织和政府协同创新的良好局面，推

动了军民两用技术转化，促进了军民融合式发

展。会议要求，中关村科学城在 “腾笼换鸟”

过程中，要加强统筹协调，鼓励和引导 “腾”

出的项目向适宜发展的其他中关村产业园或区

县转移、落户，充分发挥中关村科学城的溢出

辐射效应。要进一步编制好发展规划，加快重

大项目建设，推进政策先行先试，为北京率先

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王 锦）

【首个中国自主研发浏览器内核Ｕ３面世】　６

月８日，ＵＣ优视公司发布适应于下一代移动

终端和网络环境的全新手机浏览器内核 Ｕ３。

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浏览器内核，集云端架

构手机浏览器及 Ｗｅｂｋｉｔ（浏览器引擎）内核

手机浏览器的优势于一身，是目前最快、最智

能、最安全、最省电省流量的手机浏览器内核。

（王 锦）

【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工作会召开】　７月１２

日，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市

委、市政府召开的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工作大

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出席

并讲话。李源潮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

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大力引进国际科技

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使中关村人才特区

成为中国集聚世界一流人才的国家基地。要积

极探索和创新人才政策与体制机制，营造有利

于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环境，努力把中关村人

才特区建成全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试验的先行

区。刘淇指出，要把人才工作作为面向未来、

开创未来、赢得未来的大事，以更加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落实好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的任

务。要紧紧盯住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以政

策、以事业、以感情广泛吸引世界高端领军人

才，把中关村人才特区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创

业人才集聚区，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高端人才

聚集之都。要以业聚人，深化改革，积极创新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切实做好人才服务的各项

工作。要为激发人才活力创造条件，创新体制

机制，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不断完善人才创新

创业环境，充分用好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北

京市长郭金龙主持大会。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

对 《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进 行 了 解 读； 中 关 村 管 委

会党组书记赵凤桐代表中关村管委会发言，中

关村人才特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

人，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大会。

（王 锦）

【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年）发布】　７月１２日，在中关村人才

特区建设工作大会上发布了由北京市委、北京

市政府制定的 《加快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该计划包括中关村

将推进 “拔尖领军人才开发工程”、“自主创新

平台搭建工程”、 “高端成果转化扶持工程”、

“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工程”、“科研学术环境创

建工程”和 “北京人才公寓建设工程”等６大

建设工程以及 “资金奖励及财政扶持政策”、

“股权激励政策”、“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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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政策”、“居留与出入境政策”、“落户政策”、

“进口税收相关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

策”和 “配偶安置政策”等１０项支持政策。

其中，有关税收支持政策中规定，符合规定的

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境内

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研、教学物

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

税。人才特区将为符合条件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及随迁外籍配偶和未满１８周岁未婚子女办理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对尚未获得 《外国人永

久居留证》的高层次人才及配偶和未满１８周

岁子女，需多次临时出入境的，为其办理２～

５年有效期的外国人居留许可或多次往返签

证；还将为具有中国国籍，愿意落户北京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直接办理落户手续，如海外高层

次人才愿意放弃外国国籍、申请加入或恢复中

国国籍，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为其优先办理入

籍手续。此外，人才特区的高层次人才还将享

受医疗照顾人员待遇，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就

医，所需医疗资金通过现行医疗保障制度解

决，不足部分由用人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解

决；享受定向租赁住房，“人才公寓建设工程”

未来３年内将建成不少于１万套的人才定向租

赁住房。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将采取 “两步

走”方针，２０１２年，将初步形成人才特区政

策体系，聚集包括海外留学人员在内的３万名

左右的高层次人才，２０１５年则将全面建成国

家级人才特区，聚集包括海外留学人员在内的

５万名左右的高层次人才。

（王 锦）

【新一代网络学习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

ＡＴＥＬ２．０发布】　９月２７日，北京全景赛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京召开 “携手拥抱 ‘云学

习’———２０１１全景赛斯 ＡＴＥＬ２．０产品发布

会”，对外公布了基于 “云计算”技术的新一

代网 络 学 习 平 台 的 新 版 本———ＡＴＥＬ２．０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ＴＥＬ２．０继续延续云计算中的ＳａａＳ模式，在

技术架构以及服务模式上进行更新升级，充分

利用负载均衡、分布式架构等先进设计，进一

步实现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网络化、云端化，具有

成本低廉、实施快捷、维护简便、安全稳定等

突出优势，可广泛应用于大型企业、政府协

会、教育机构、高等院校等各类机构的远程教

育及网络培训业务。ＡＴＥＬ２．０在ＡＴＥＬ１．０

的基础上新增了多项功能或服务来满足各类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用户的不同需求。除了更加美观

的用户界面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外，针对教育培

训机构用户，ＡＴＥＬ２．０提供了众多培训运营

管理功能，让培训管理者轻松管理培训业务。

针对众多用户的课程资源需求，ＡＴＥＬ２．０同

时新增课件资源共享与在线交易功能，用户可

以在线采购众多门类丰富的在线课程。据了

解，目前在ＡＴＥＬ已经可以提供３５００多门课

程，共计２万多学时的网络课程资源，已经拥

有课程资源的用户还可以作为卖家，在交易平

台上出售自有课件的使用授权，提高课件资源

的利用价值；针对已经拥有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

的培训机构，ＡＴＥＬ２．０的提速扩容服务可以

为用户实现系统内嵌，让用户不必更换平台即

可体验到 ＡＴＥＬ２．０的强大性能。２００９年该

公司发布了基于云计算技术的新一代网络学习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平台———ＡＴＥＬ１．０，成为国

内首个成功上线的同类产品。

（王 锦）

【甲骨文新园区落户软件园】　１０月２１日，

甲骨文 （中国）公司在北京宣布，甲骨文北京

园区正式启用。该园区位于中关村软件园，占

地面积约３万平方米，工作人员１５００人，是

甲骨文公司在中国业务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园区将作为支持中国业务运营的多个甲骨文

部门的办公场所，包括甲骨文研发中心、解决

方案中心、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中心以及服务团

队等。甲骨文北京研发中心 （ＣＲＭ）是甲骨

文在中国最大的研发机构，负责开发创新技术

以及行业解决方案和产品，以满足甲骨文客户

的需求，专注于 Ｏｒａｃｌｅ应用无极限、融合应

用软件和融合中间件、Ｏｒａｃｌｅ虚拟化技术、

Ｓｏｌａｒｉｓ等。甲骨文解决方案中心 （ＯＳＣ）提

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生态系统环境，便于客

户、合作伙伴和甲骨文共同设计、测试及部署

解决方案，以解决客户的业务难题，并使客户

在方案正式部署前有机会进行全面的测试。甲

骨文合作伙伴解决方案中心 （ＰＳＣ）是甲骨文

在中国做出的重要投资之一，使合作伙伴能利

用研发资源以及集成设计的Ｏｒａｃｌｅ系统，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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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ａｃｌｅ产品开发本地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王 锦）

【中关村科学城发展规划发布】　１０月１８日，

由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中关村管委会、市发展

改革委、市教委、市科委、市人力社保局、市

国土局、市规划委、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

金融局、海淀区政府等共同编制的 《中关村科

学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发布。 《规划》

共分为发展基础与面临形势、指导思想与发展

目标、主要任务、发展路径和保障措施５个部

分。 《规划》提出了中关村科学城发展目标，

要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科技与金融融合、科

技与文化融合，在 “十二五”末实现 “三个提

升、四个一流”。力争用５～１０年时间，把中

关村科学城打造成为世界高端科技人才集聚、

企业研发总部云集、高技术服务业发达、科技

创新创业和国际科技交流活跃的现代科学新

城，巩固提升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龙头地

位。到２０１５年，中关村科学城技工贸总收入

超过１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２０％左右。

规划提出，要依托中关村 “十百千”工程，培

育形成４～６家规模超过千亿元的大企业，同

时孵化壮大上万家 “专、精、特、新”中小微

型科技企业。 《规划》重点部署了三大任务，

一是承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项

目，取得一批世界级的原始创新科技成果，建

成世界一流的科研高地；二是承接实施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和８６３计划，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

术，发展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科技企业总

部运营、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等高端环节，带

动国家和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三是以国

家在中关村开展的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和高技

术服务业基地建设为契机，做强做大研发设计

服务、工程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服

务等高技术服务产业。为了实现这三大任务，

《规划》明确了科学城的发展路径，要围绕机

制体制创新，依托中关村创新平台，打造人才

集聚平台、资本配置平台、特色产业园、产业

技术研究院、平台型大企业、创新创业孵化平

台、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等七大类平台，把相对

稀缺的空间资源盘活利用起来，把相对封闭的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起来，把密集的创新要素与

产业发展对接起来，实现基础研究、技术研

发、产业转化、辐射发展等创新环节有机衔接

互动，政府、企业和高校院所资源共享、协同

创新的新局面。

（王 锦）

【郭金龙到中关村调研】　１１月８日，市长郭

金龙到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调研。他勉

励高技术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支撑企业做大做

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形成一批

具有重大技术突破、产业引领作用和规模化前

景的科技成果，努力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

点。在中钢集团，郭金龙对企业取得的成就表

示赞赏。他说，北京正在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欢迎包括中钢集团在内的更多大型企业总部落

户北京，北京一定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祝中钢集团兴旺发达。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郭金龙对该公司去年进入世界５００强

企业表示祝贺，称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勉励

企业继续加大创新力度，努力提高竞争力，争

抢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郭金龙在微软亚太研

发集团了解产品研发情况和信息技术发展趋

势，并饶有兴趣地体验了 ＫＩＮＥＣＴ乒乓球游

戏独特的人机互动设计，称赞这些新技术充满

了创意，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市委常委赵凤

桐、副市长苟仲文、市政府秘书长孙康林一同

调研。

（王 锦）

【人才特区扶持政策办理流程】　１１月２１日，

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加快建设

中关村人才特区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有关特殊扶持政策办理流程及试点方案》 （京

人才发 ［２０１１］５号）。该 《方案》指出，为

落实市委、市政府印发的 《加快建设中关村人

才特区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有关特殊

政策，市相关部门研究细化了各项特殊政策办

理流程及相关政策试点方案，将工作职责落实

到具体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其中包括财政扶持

政策、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人才培养与

兼职政策试点方案、居留与出入境政策、落户

与国籍变更政策、进口税收政策、医疗政策、

住房政策、配偶安置政策等。

（王 锦）

【刘淇到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调研】　１２月

１０日，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到中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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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科技示范园内的部分企业，就 “践行北京

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重大项目

建设”主题进行调查研究。刘淇强调，要充分

发挥首都优势，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京

加大投入、拓展业务，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

以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带动小城镇建设。刘

淇、郭金龙首先察看了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

公租房项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了海淀区在加

强公共服务保障、吸引和汇聚高层次创新人才

等方面的情况。刘淇一行到华为数字技术有限

公司 （华为北京研究所）的ＩＰ研究中心一楼

展厅，察看蜂巢平板电脑、云手机、云终端等

技术创新成果和民用终端产品，并走进云计算

机房，了解云计算中心服务器运行情况，对技

术人员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

赞赏。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刘淇听取华为

公司的介绍后，关心地询问公司目前在京发展

有何困难，并对公司的开放、创新理念给予肯

定。他说，作为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华为公司代

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形象。北京将继续做

好服务工作，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企业发展

创造良好环境。当前，北京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正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 “双轮

驱动”发展战略，率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

局，在更高水平上推动首都科学发展。希望你

们积极推进在京项目建设，进一步扩大在京业

务，并把业务向富有发展潜力的郊区拓展。北

京郊区的发展思路之一，就是依托大企业投

资，用重点项目带动小城镇建设，带动第二、

第三产业发展，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

体化新格局。同时希望他们积极参加北京的相

关产业联盟，和其他企业一起制定行业标准、

研发产品，并尝试配套发展高端、环保的制造

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郭金龙说，华为公司

为北京的科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吸引和汇聚高

端人才以及开放、创新的公司理念也非常契合

首都科学发展要求。希望他们利用在京的环

境、资源等优势，进一步加大在京发展力度。

北京市将继续支持企业发展，共同把环保园打

造成国际化的产业综合服务功能区。市委常委

赵凤桐，副市长苟仲文参加调研。

（王 锦）

【水晶石成为首家中标伦敦奥运的中国企业】

１２月１２日，水晶石公司成功中标２０１２年伦

敦奥运会、残奥会官方数字图像服务供应商，

成为首家中标伦敦奥运的中国企业。水晶石公

司将为伦敦奥运会、残奥会提供一系列数字图

像服务，其中包括为３６个比赛、训练场馆和

奥运村、主新闻中心、国际广播中心等提供数

字图像服务。

（王 锦）

【新增４家留学人员创业园】　１２月２３日，

中关村雍和航星留学人员创业园、博雅留学人

员创业园、昌平园留学人员创业园、７９８创意

产业留学人员创业园挂牌。这４家留创园各有

特色。７９８艺术区被朝阳区和北京市认定为首

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园区现有各类文化艺

术机构４５５家；博雅留学人员创业园所在的中

关村多媒体创意产业园，是北京率先以多媒体

创意产业为核心发展方向的跨媒体专业园区，

目前已聚集企业及机构８００余家；中关村雍和

航星科技园拥有以光线传媒为代表的文化创意

产业，以诺基亚西门子通信、网秦为代表的信

息技术企业；依托昌平园多年来集聚的科研优

势和在高新技术转化方面积累的经验，昌平留

创园将重点支持能源科技、高端现代制造、生

物医药领域企业发展。截至目前，中关村留学

人员创业园已扩展为３３家，累计接待海外人

才超过５万人次，近５０００多家留学人员企业

选择落户中关村。

（王 锦）

【曙光公司研制成软硬件全国产服务器】　１２

月初，曙光公司成功研制出基于国产龙芯处理

器的全自主知识产权服务器———曙光龙腾服务

器。曙光龙腾服务器采用中国独立自主研制的

龙芯３Ａ四核处理器，操作系统采用中标麒麟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和中科方德的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

统。该服务器从基础架构到操作系统软件都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此外，该产品中还采用

了多项节能措施。由于曙光龙腾服务器采用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因此具有独特的安

全性。采用该产品将有助于消除我国在电子商

务、国防等众多领域的安全困局，加强我国在

信息安全方面的自我掌控能力。

（王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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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述】　２０１１年是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是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度融合的关

键之年。开发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发

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着力推动一体化、高端

化、国际化发展，积极克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的影响，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实现了 “十二

五”的良好开局。开发区在高端产业、服务环

境、社会民生、资源利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和标志性成果。全国第一条液晶显示８．５代线

如期投产；奔驰汽车全球首个海外发动机厂开

工建设；承载国家级新药创新孵化基地和国家

生物产业基地重任的亦庄生物医药园正式开

园；当年获批、当年竣工、当年验收封关的全

国领先的亦庄保税物流中心正式运营；首批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申建成功；国家级海外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批准建设；全市最大规

模的示范性公租房项目率先启用。是年，新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２７６３．２亿元，同比增长

５．１％，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１９％；汽车制

造、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产值增长

率分别达到７１．９％、４４．３％、１５．９％；新区

生产总值１１３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２％，其

中开发区完成７８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７８５．８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３％，其中开发区完成３２０．２亿元，同比增

长４２．２％。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年

度任务。新区工业增加值５８４．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７．７％，增速在全市区县中排名第一。开

发区工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提 高到

６８．６％，比上年增长１５．４个百分点。新区税

收收入３５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４％，其中

开发区完成２４５．４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６％。

开发区财政收入２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２％。

（研究室）

【十二五产业规划】　重点发展十大产业，其

中包括四大主导产业、三大新兴产业和三大支

撑产业。

四大主导产业：

电子信息产业。以构建移动通信、数字电

视、集成电路３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重点，推

进星网工业园、移动硅谷产业园、数字电视产

业园、中芯微电子产业园持续升级。

生物医药产业。坚持研发创新、高端制造

和流通服务并进，打造以生物药、中药、化

药、医疗设备等为主导，检验检测、流通、服

务与健康管理为辅助的产业格局。

装备制造产业。以推进产业集聚、完善配

套体系、促进两化融合为主线，推进跨区域产

业互动，打造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城市化与

民生发展的高端装备制造体系，中国 “高端

化、特色化、协同化”的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区。

汽车制造产业。以打造品牌和技术双领先

的汽车产业集群为目标，增强汽车产业链协同

程度，大力实现汽车制造、研发、生产三大领

域的跨越发展。

三大新兴产业：

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聚焦发展以风电、

太阳能光伏、绿色电池、ＬＥＤ为主的新能源

产业，以满足航空航天需求的高性能结构材

料、化工新型材料、光电子材料、生物材料为

主的新材料产业。

航空航天产业。重点吸引航空航天领域的

研发机构和总部，培育以航空技术应用、航空

服务、通用航空、航空电子为主的航空航天产

业。文化创意产业。汇聚影视制作各环节企

业，重点发展以数字信息技术支撑的新媒体产

业，延伸发展影视制作、创意设计、出版印

刷、动漫网游等产业，培育发展文化旅游业及

文化休闲体育业。

三大支撑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地铁沿线五大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区和产业基地，重点发展金融服

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和现

代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科技创新服务业。加快建设 “四大板块、

三大组群”，培育科技研发服务、科技金融服

务、科技信息服务和科技商务服务，扶持孵化

器、产业化基地和工程技术平台的专业化和综

合化发展。

都市产业。以形成具有品牌影响力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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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产业群为目标，重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

业、都市特色工业和都市服务业。

（研究室）

【保增长】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引导企业争取订单扩大产能。经过努力，新区

４５５家企业产值实现增长，占工业企业总数的

６７．６％，共增加产值４６１．４亿元。在１４７家产

值亿元以上的重点企业中，７４％的企业都保持

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增产值３５５亿元。

（研究室）

【招商引资】　新批企业投资总额 （含增资）

６３．６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１７．１亿美元，同

比增长１．３倍。引进央企项目１３个，累计超

过６０个；引进世界５００强项目１２个，累计达

到１０８个。开发区累计入区企业已达４６７２家

（不含分支机构），投资总额３２０．１亿美元。

（研究室）

【开工投产】　奔驰越野车、北汽新能源汽车

等２５个项目实现投产，当年新增产值５０亿

元。中电华通、协和药厂等４０个产业项目实

现开工，涉及投资总额２９１亿元。

（研究室）

【园区建设】　数字电视产业园、冠捷等１３个

项目开工建设，入园配套项目总数达到２２个。

移动硅谷产业园、移动硅谷创新中心等４个项

目签约落地。中国云产业园引入百度云计算中

心等近２０个重点项目。

（研究室）

【绿色发展】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６％，继续保持全市领先水平。国家太阳能光

伏发电集中应用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加快，华北

地区最大的５兆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在京东

方８．５代线建成并投入使用。

（研究室）

【拓展发展空间】　１２平方公里功能拓展区拆

迁工作基本完成，实现征地３．５６平方公里。

调整完成２６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加大土地 “腾笼换鸟”工作力度，全

年腾退项目４个，盘活土地０．２２４平方公里。

（研究室）

【节能减排】　根据２００４年编制的水资源综合

利用规划，开发区开展了创建亦庄节水示范区

工作。按照规划，开发区所有项目都要采用自

来水和市政再生水双水源，新建项目需建设雨

水利用工程。开发区还编制了雨水利用专题规

划，成为北京市首个编制雨水利用规划的区

域。已完成各类雨水利用工程３０余项。到

“十二五”期末，开发区将实现自来水用量零

增长、全区再生水利用率５０％的目标。其中，

水资源综合利用结构逐步实现６０％再生水、

３０％自来水、１０％雨水和地下水的格局。

中芯国际北京公司在建厂之初就植入了节

能、环保的理念，无论是自有冷却系统的建

设，还是节能设施的选用，都特色鲜明、优化

成本，在节水、节电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芯国际自２００９年开始

使用再生水，起初只是在冷却塔上使用，后来

进一步引入到废气处理装置中，此举大大降低

了自来水的消耗量。截至２０１０年年底，中芯

国际总计节约自来水６０多万吨。

２００９年，施耐德集团开发并率先在开发

区的施耐德工厂应用了能效管理系统。２００９

年当年就比２００８年节约６６．３万元，每平方米

能耗从２００８年的２３６元降低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５０

元。２０１０年，在年销售额 （量）比２００９年提

高了８％的情况下，电力消耗仅增长了４％，

节约成本１５．４７万元。２０１１年１至７月的统

计数字显示，在销售额继续保持增长８％的情

况下，电力消耗反而降低了８％，节电２８．５

万度，直接节省电费２４万元，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２８５吨。

华润协鑫 （北京）热电有限公司实行集中

供冷，可为企业年节电５０００万度。２０１０年，

公司经过技术改造与自主研发，投资３０００万

元建设制冷规模达到５０００冷吨的制冷工程，

成为北京第一个蒸汽、热水、制冷、发电四联

供分布式能源企业，并形成了高效的能源梯级

利用系统。

卡夫食品北京工厂节能减排已细化分解到

每个环节。雨水回收用于实施绿化，锅炉烟囱

热量回收烧热水，中央空调大小机组联动制冷

等。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节能举措，卡夫食品

北京工厂为公司每年节约近百万元的支出。卡

夫食品北京工厂投资１０５万元，于２０１０年建

成雨水回收利用工程，包括雨水收集系统和用

水循环项目。该工程获得北京市节水办公室划

拨的节能减排项目专用基金３０万元。

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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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通过采纳员工建议的各种改善与革

新，每年节水２０多万吨，为企业节约成本上

百万元。京东方集团陆续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资

金增设节水设施和污水处理设施，降低水耗。

京东方的节水方案有４０多项，企业每日纯水

使用量从最初设计的１．６万吨降至８０００吨，

产品单片消耗水量比行业平均水平降低３４％。

企业通过回收工艺使得水回收率超过５３％，

相当于一年节省出了一个昆明湖的水量。

（研究室）

【生物医药企业集体腾飞】　随着悦康药业集

团 （四期）化药国际化产业园项目的奠基，开

发区生物医药产业新一轮增资扩产趋向高潮。

生物医药产业是开发区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之

一，聚集了包括拜耳、泰德制药等数十家国际

著名制药企业，及康龙化成、义翘神州等一大

批专业化生物医药服务外包企业在内的百余家

生物医药企业，被誉为北京市的药谷。２０１１

年，舒泰神筹资扩建新生产线，泰德二工厂筹

建、康龙化成新基地建成，各企业增资扩产的

步伐加大，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对新区规模以

上工业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８７．６％。

（研究室）

【重大项目签约】　１月４日，北京·亦庄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生物医药、新媒体、新

能源汽车、新材料、微电子等领域的７个项目

落户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涉及总投

资额１３５亿元。这是２０１０年初两区行政资源

整合以来的又一重大成果。市委书记刘淇，市

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吉林等出席签约仪式，副市长苟仲文讲话。

本次签约的７个项目多属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额均达到或超过１０亿元。

（研究室）

【北斗导航孵化器落户开发区】　１月１８日上

午，北斗卫星导航产业 （北京）有限公司、中

国嵌入式系统产业联盟、北京北工大软件园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协议，在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北工大软件园合作建设国家卫星导航产业

技术创新孵化器。作为北斗卫星导航民用开发

的重要举措，该平台将加快培育我国自主创新

的卫星导航产业集群，从而尽快扭转我国卫星

导航被国外导航技术长期垄断的局面。

（研究室）

【数字电视产业园获奖】　１月１８日，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信息司和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联合举办

的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运行暨彩电行

业研究发布会在京召开。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

荣获 “中国彩电行业最具成长潜力园区”奖。

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是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单体

建设项目。园区平板显示产业链初具规模，包

括京东方在内的１６家企业签订了入区协议。

（研究室）

【英飞凌集成电路开业】　１月２０日，英飞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全资子公司———英飞凌集成电路 （北京）有限

公司正式开业。新公司注册资金１５００万美元，

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高能效、移动性和安全性

的关注。新公司不仅具备销售、市场、应用研

发及辅助职能，还建有一座１５００平方米的制

造工厂，专门从事ＩＧＢＴ组件的生产。英飞凌

集成电路 （北京）有限公司将专注于三大核心

业务领域：汽车电子、工业与多元化电子市

场、智能卡与安全芯片。

（研究室）

【重奖纳税大户】　１月２４日，开发区２０１０

年纳税５０强、纳税增长５０强企业颁奖典礼举

行，开发区拿出５０００万元资金重奖诺基亚、

北京奔驰、拜耳医药、金风科创、同仁堂等纳

税大户。获奖企业既涵盖了开发区电子信息、

汽车制造、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四大主导产

业，又有新能源与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

业，其中诺基亚、拜耳医药等２５家企业连续

４年蝉联纳税５０强，天诚同创、龙源环保等

新能源企业成为纳税增长新锐。

（研究室）

【３个项目奠基】　３月２９日，合众思壮卫星

导航产业基地、三盈联合加油设备生产基地及

国家级技术中心清大科华创意港３个项目集中

奠基。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市政府副秘书长

戴卫，大兴区委副书记、副区长、开发区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伯旭，市经济信息化委

副主任王学军等出席奠基仪式。国内最早进入

卫星导航定位领域的专业技术公司、卫星导航

定位领军企业———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将在开发区投资兴建卫星导航产业园。集

科技、教育、设计、影视、展览、论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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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休闲等９大文化创意产业平台于一体的清

大科华 “创意港”科技文化产业园，由清大科

华创意港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清大科想等

９家公司共同投资建设，主要致力于创新科

技、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１８个行业内建

设３６个工作室，为青年学子提供良好的创新、

创意、创业平台。北京三盈联合石油技术有限

公司专业从事燃油加油机及加油站自动化设备

的研发、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位居国内行业前三。该公司将在开发区建

设加油设备制造基地及国家级行业研发中心。

（研究室）

【移动硅谷龙头企业获投资】　３月３１日，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移动硅谷产业园龙头企

业———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与韩国ＳＯＭ 投

资公司、三星电子在首都大酒店举行了投资签

约仪式。根据协议，韩国ＳＯＭ 公司将分三期

向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投资１亿美元，三方

将共同推进以北京为主的新一代无线宽带网络

及智能交通的建设。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市

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白新等出席签约仪式。移

动硅谷产业园定位于移动通信产业的总部、研

发、交易和服务型园区，充分利用区位、政策

及产业优势，建成一个以京芯世纪、中电华通

无线宽带物联网产业园等龙头企业为核心，依

托３Ｇ～４Ｇ核心芯片技术，集聚移动通信产业

链优秀企业，形成每年１０００亿元销售规模的

高端移动通信产业园区。

（研究室）

【耐世特公司中国区总部落户开发区】　４月８

日，耐世特汽车系统公司中国区总部正式落户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郭

金龙，察看了该项目，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国务院国资委

副主任邵宁等参加相关活动。刘淇、郭金龙详

细察看了耐世特汽车系统公司的电动助力转向

系统、驱动轴及动力中间轴等产品。２０１０年１

月，通用汽车正式宣布出售耐世特公司。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牵头组织了此项收购，面对众

多国际竞争对手，中国航空汽车工业控股有限

公司、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手成

功收购了该公司。收购的主要资产包括耐世特

位于美国、中国等７个国家的２０个制造工厂、

３个研发中心、１１个技术和客户服务中心以及

２个试车场，１１９７项专利、商业机密等知识产

权和完整的数据库等。

（研究室）

【国内最大流感疫苗企业落户】　５月，华兰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华兰生物工程技

术 （北京）有限公司落户开发区，公司注册资

金８０００万，计划在开发区建设研发新型疫苗

和血液制品的大型疫苗研发中心。华兰生物是

从事血液制品、疫苗、基因产品研制、生产和

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创新型试点

企业，是国内最大的血液制品、流感疫苗生产

企业。目前，公司市值３００亿元，２０１０年被

评为中国资本市场２０家最具持续成长能力的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百家榜第一名，全球第一

支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在该公司诞生的。

（研究室）

【悦康药业获北京市著名商标】　６月，悦康

药业荣获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著名商标”。悦康

成立１０年以来，潜心于药品研发和制造，公

司以创新促发展，以品牌促市场，自主品牌

“悦康”系列药品投放市场后，深受业界和消

费者的欢迎。“悦康ｙｏｕｃａｒｅ”品牌药品已出口

到俄罗斯、东南亚、中东、南美、非洲等３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２００２ 年申请商标注册，

２００４年获得商标注册证书。自２００４年 “悦康

药业”牌药品上市以来，悦康保持着年均

５０％以上的复合增长率。

（研究室）

【京东方８．５代线】　６月２９日，中国大陆首

条自主设计与自主建设的８．５代线———京东方

北京第８．５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在开发区正式

点亮投产。由此，京东方实现了从１．８英寸到

５５英寸全系列主流液晶面板的国产化，有效

缓解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困扰多年的 “缺屏之

痛”，标志着我国在平板显示这一战略性新兴

产业取得重大突破性发展。总投资２８０亿元的

京东方北京８．５代线，是中国大陆首条自主建

设的最高世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是北京市有

史以来单体投资额最大的电子工业项目，也是

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宣布后投资规模最大的

电子信息产业项目。９月２７日，京东方第８．５

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正式量产。８．５代线主要

生产２６英寸至５５英寸显示器和液晶电视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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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屏，设计产能为９万片玻璃基板／月，达产

后，将实现年产液晶显示屏１３００万片，年产

值近２００亿元。

（研究室）

【安迅获最大服务订单】　安迅公司 （ＮＣＲ）

８月１０日签署了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最大一

单ＡＴＭ服务合约，这也是 ＮＣＲ持续扩展其

在全球，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软件和服务业务

方面取得的一项佳绩。ＮＣＲ将为中国农业银

行已安装的约一万台 ＮＣＲ品牌 ＡＴＭ 提供硬

件维护服务，协助农行提高ＡＴＭ 开机率，提

升客户满意度。位于开发区的安迅 （北京）金

融设备系统有限公司是ＮＣＲ全球重要的生产

基地之一，国内银行几乎所有订单乃至国外客

户的一些订单都是由北京工厂负责生产的。

（研究室）

【数字电视产业园添新丁】　８月２９日，在第

三届投资北京洽谈会上，北京皓海嘉业精密钣

金公司与开发区签订入区协议，拟投资３亿元

在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建设生产基地，为冠捷

科技提供配套材料。这使数字电视产业园配套

签约企业达到１６个，配套项目数额超过２５

个，产业链条日趋完善。北京皓海嘉业精密钣

金公司的前身是成立于２００３年的北京皓海金

属机箱厂，目前已成长为北京一个初具规模较

有实力的精密钣金加工企业，是冠捷、施耐

德、ＡＢＢ等知名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与开

发区签约后，将在开发区投建一个占地４．７万

平方米的生产基地，为冠捷科技 （北京）有限

公司亦庄新项目提供液晶电视大尺寸后壳、支

架等原材料的配套。

（研究室）

【默克雪兰诺中国研发实验室启用】　８月３１

日，Ｇ２０工程重点招商企业德国默克集团旗下

默克雪兰诺，在开发区正式启动中国研发中心

首个研究实验室，实验室将作为中国研发中心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药

品研发工作提供支持。中国研发中心实验室面

积１０００余平方米，设有标准生物标记物检测

室、细胞培养室、Ｐ２实验室等，可提供蛋白

质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组化及

细胞免疫学等全方位高端实验研究平台。

（研究室）

【合康变频获奖】　９月１９日， “第八届变频

器行业企业家论坛暨第九届电力电子论坛”举

行，合康变频荣获 “中国高压变频器市场十大

品牌”、“中国ＥＭＣ十大品牌”两大奖项。合

康变频连续５年获得 “中国高压变频器市场十

大品牌”这一重要奖项，充分体现了行业和用

户对合康变频高压变频器产品、技术和服务的

高度认可。荣获 “中国ＥＭＣ十大品牌”称号

也是对合康变频致力于节能减排事业的肯定与

鼓励。

（研究室）

【携手建设中小企业创新基地】　９月１９日，

北京工业设计院与嘉捷企业汇 “共建中小企业

创新基地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双方将

进行优势资源整合，合力打造中小企业创新基

地。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姜贵平、北京投促

局副局长周旭、大兴区副区长绳立成等领导出

席签约仪式。嘉捷企业汇作为专业的科技园区

运营商，定位于为中小企业建设创新基地和服

务平台，先后建设了４个高水平的科技园区，

吸引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入驻。嘉捷企业汇加大

力度在大兴区进行中小企业创新基地的建设，

已经签约和立项的项目总开发面积超过４０公

顷，建设面积５０万平方米以上。这次嘉捷携

手北京工业设计研究院是一次强强联手。

（研究室）

【航天科技合作备忘录】　１０月１４日，在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与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举

办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 《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建立合作推进工作小组，共同推动中国

运载火箭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和航天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园项目落户新区。开发区将规划２

平方公里产业发展用地，建设航天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将发挥航天高科

技优势，优先考虑航天高端制造装备新项目落

户园区，其中，总投资１００亿元的中国运载火

箭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产业园首批项目

落户。

（研究室）

【新区汽车产业持续提升】　１０月２５日，北

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有限公司新厂奠

基仪式在开发区河西区举行。这也是继奔驰发

动机工厂项目后，开发区汽车产业迎来的又一

个重要项目，必将进一步夯实新区千亿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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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带的基础。新厂 （含北京德尔福技术中

心）投资３．６亿元，占地近３万平方米，主要

建筑包括办公楼、技术中心实验楼、生产厂房

等。项目建成后，ＢＤＷ 将充分扩充现有产能。

（研究室）

【两联盟成立】　１０月２８日，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物医药创新服务联盟、孵化器创新联

盟在北京亦庄生物医药园揭牌成立。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服务联盟由开发区内专注于生物医药

科技创新和自主发展企业及相关金融、投资、

专利、咨询机构组成。孵化器创新联盟是集结

政府、孵化器、中介服务资源的一个集中体

现，利用孵化器的特有模式集结各方资源为高

端人才引进，创新型科技项目落地，创造适合

项目、人才、科技发展的成长环境提供支持。

（研究室）

【北方微电子公司新厂房落成】　１０月２９日，

北方微电子公司新厂房在开发区落成，进一步

完善了开发区微电子产业链。成立于２００１年

的北方微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半

导体照明和太阳能光伏高端工艺设备研发与生

产的本土微电子装备制造企业，是国家０２专

项的主要承接单位。在２０１１年北京市首批６１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中，北方微电子占

据４个。北方微电子新厂房占地面积１．６万平

方米，厂房面积是原来老厂房的１０倍，同时，

还建设了２条中试生产线，为北方微电子产业

化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研究室）

【移动硅谷获授 “４Ｇ产业创新基地”】　１１月

６日，在 “北京高端数控装备产业技术跨越发

展工程 （即精机工程）”和 “北京新一代移动

通信技术及产品突破工程 （即４Ｇ工程）”启

动仪式上，移动硅谷获得 “４Ｇ工程智能终端

产业创新基地”授牌，成为北京市４Ｇ工程重

要实践基地。开发区打造的移动硅谷产业园定

位于移动通信的总部、研发、交易和服务型园

区，将建设包括研发基地、企业办公、交易平

台等在内的配套设施，旨在依托３Ｇ～４Ｇ核心

芯片技术，集聚产业链优秀企业，建设产值达

到千亿级的高端移动通信产业基地。

（研究室）

【国内环保餐具 “龙头老大”落户】　１１月２９

日，国内环保餐具行业龙头企业———迅宝总部

研发基地正式在开发区奠基动工。基地建成

后，将有更多、更安全、更环保的新型餐具走

上首都市民餐桌。迅宝集团是一家生产新材料

及食品容器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序列包括：

餐盒系列、碟碗盘系列、托盘系列等，北京项

目作为集团北京总部，计划投资超过８亿元，

是一家集管理、研发、检测、生产为一体的综

合性总部及生产基地。

（研究室）

【保税物流中心通过验收】　１２月９日，北京

亦庄保税物流中心 （Ｂ型）一期通过海关总署

等国家四部门联合验收组的正式验收，举行验

收合格颁证和揭牌仪式。北京亦庄保税物流中

心是国家四部委批准设立的全国第２５家保税

物流中心 （Ｂ型），总占地面积约２０万平方

米，一期工程建设仓储面积超过５万平方米，

于２０１１年３月开工建设，１０月全部硬件设施

竣工并完成监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调试，创造

了当年获得批准、当年建设竣工、当年通过验

收的佳绩，建设速度之快在国内已批准的２５

家保税物流中心中首屈一指。中心内建有内外

卡口、查验库及查验场、保税仓库、围网及巡

逻通道、配套办公楼及报关大厅、视频监控及

红外报警系统、海关辅助监管系统等设施。外

卡口设有三进三出的货车专用通道，仓储区有

６座保税仓库。

（研究室）

【中航动科总部项目落户】　１２月２８日，开

发区与中航动力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中航动科）共同签署了中航动科投资协议及中

航动科落户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协议。中航动

科项目注册资金１１亿元，其中北京亦庄国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２亿元现金入股中航动科，占地

２．４９万平方米。中航动科将在开发区建设公

司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服务中心、工

程总包中心，打造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一

体化产业链条。该项目的入区对于提升区域装

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将成为军

民结合、央企与地方合作共建国家战略产业的

典范。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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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开发区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９．０亿元，同比增长

３４．１％；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７．９亿元，同比

增长２７．３％，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１７．３亿

元；完 成 利 润 总 额 ７．３ 亿 元，同 比 下 降

７８．２％；完成应缴各种税金４．５亿元。年内，

开发区招商项目４１个，比上年增加１４个；其

中三资企业９个，比上年减少１个。全年累计

总投资６４．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４．６％；其中

三资企业２０．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０．９％；合

同外资金额２．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７８．４％。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

区入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４７．６亿元，同比

增长４．４％；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４９．６亿元，

同比增长４．９％，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２３３．２

亿元，同比增长６．５％；完成利润总额３３．９

亿元，同比下降２７．０％；应缴各种税金２７．２

亿元，同比下降３４．４％。年内，开发区招商

项目７１个，比上年增加２２个；其中三资企业

５个，比上年减少３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２５．５

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９．５％；其中三资企业１．２

亿元，同比下降６２．６％；合同外资金额１２５２

万美元，同比下降９０．２％。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６３．３亿元，同比增长

８．９％；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６３．７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８％，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６．８亿元，

同比增长１２．５％；完成利润总额５．０亿元，

同比增长８６．５％；应缴各种税金７．１亿元，

同比增长５３．０％。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６

个，比上年减少９７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３０．８

亿元，同比下降７７．１％。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１．０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２％；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６４．４亿元，同比

增长１２．３％，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８．２亿元，

同比增长１９．４％；完成利润总额１７．９亿元，

同比下降１．７％；应缴各种税金１１．４亿元，

同比增长５．５％。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８

个，比上年增加３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５．０亿

元，同比增长２３．８％。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９１．１亿元，同比增长

２１．２％；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８９．３亿元，同比

增长２１．７％，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９．９亿元，

同比增长２２．７％；完成利润总额２０．４亿元，

同比增长５４．７％；应缴各种税金１７．４亿元，

同比增长４５．７％。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１０

个，比上年减少１１４个；其中工业企业１０个，

比上年增加７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１１．５亿元，

同比减少７９．７％。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２８．８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８％；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２６．０亿元，同比

增长３１．４％，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９．０亿元，

同比增长２１．０％；完成利润总额９．７亿元，

同比下降８．３％；应缴各种税金１５．４亿元，

同比增长６２．９％。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２４

个，比上年增加２０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７１．４

亿元，同比增长５５０．３％。

【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２亿元，同比增长

３０．８％；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９亿元，同比增

长２０．７％，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２３５６万元，

同比增长２６．７％；完成利润总额２５２２万元，

同比增长１４．３％；应缴各种税金９３００万元，

同比增长１３１．９％。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２

个，比上年增加１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２．１亿

元，同比下降３３．５％。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７．５亿元，同比增长

２０．６％；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６．１亿元，同比

增长１４．２％，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１．９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６％；完成利润总额４．２亿元，

同比增长４８．６％；完成应缴各种税金５．０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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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１５．１％。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

入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５．９亿元，同比增

长１８．６％；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０．１亿元，同

比减少６．１％；完成利润总额５．０亿元，同比

增长１．６％；应缴各种税金４．９亿元，同比增

长１６．７％。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１２６个，

比上年增加１７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４．９亿元，

同比下降１４．１％。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３６．７亿元，同比增长

５５．６％；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３６．７亿元，同比

增长４２．７％，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１６．１亿

元；完 成 利 润 总 额 ５．６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３８．８％；应缴各种税金６．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２．６％。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９７个，比上

年增加３９个，其中工业企业４个，与上年相

比无增长。全年累计总投资９．３亿元，同比下

降２２．８％。

【北京房山工业园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区

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０．３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４％；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０．５亿元，同比

增长２９．８％；利润总额１８９０万元，同比减少

１４６．４％；应缴各种税金４３０９万元，同比增长

１３１．４％。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２４个，比上

年减少１２４个，其中工业企业２４个，比上年

减少１２４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２７８６万元，同

比下降９５．８％。

【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７８．６亿元，同比增长

２５．８％；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７２．３亿元，同比

增长２２．７％，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６．６亿元，

同比增长８．０％；完成利润总额９．８亿元，同

比增长１３２．１％；应缴各种税金６．０亿元，同

比增长４３．８％。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１８

个，比上年减少１个，其中三资企业２个。全

年累计总投资１．７亿元，同比下降３６．３％；

合同外资金额４１万美元，同比下降９３．３％。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４９．２亿元，同比增长

７．２％；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５８．４亿元，同比增

长１６．７％，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４．７亿元，

同比下降０．８％；完成利润２５．４亿元，同比

增长５４９．２％；应缴各种税金２７．５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０．４％。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１７８０

个，比上年增加１５２０个。全年累计总投资

６８．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５．５％。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１亿元，同比增长

６．４％；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９．２亿元，同比下

降０．１％，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３．７亿元，同

比下降７．９％；完成利润总额３．７亿元，同比

增长４．２％；应缴各种税金１１．８亿元，同比

增长９．９％。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９８个，

比上年减少８８个，其中工业企业１个，比上

年减少７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１７．８亿元，同

比增长１７．３％。

【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

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２．９亿元，同比增长

５７．４％；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２３．６亿元，同比

增长７３．２％，其中完成出口交货值６４２８万

元，同比增长６７．６％；完成利润总额６３１２万

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３．１％；应缴各种税金３４９３

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８％。年内，开发区招商

项目３个，比上年减少２个。全年累计总投资

１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３．２％。

【北京昌平小汤山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年，开

发区入区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２７．１亿元，同

比增长７．７％；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２７．１亿元，

同比增长７．７％；完成利润总额６８８１万元，

同比增长８０．０％；应缴各种税金４４４４万元，

同比增长３１．２％。

【北京马坊工业园区】　２０１１年，开发区入区

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１７．７亿元，同比增长

３９．１％；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１６．８亿元，同比

增长３９．１％，其中出口交货值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１３６．２％；利润总额９３５７万元，同比

增长１８８．２％；应缴各种税金３０４８万元，同

比增长１９．５％。年内，开发区招商项目５个，

比上年增加２个；全年累计总投资９．４亿元，

同比增长１８３．８％。

（以上内容均为市经济信息化委规划处提供）

·１５１·开　发　区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

名　　称

投产 （开业）

企业个数 （个）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合计
工业

企业

高新

技术

企业

三资

企业
合计

新产品

产值

高新

技术

企业

三资

企业

总 计 ２３９４４４９６８１５２２５ ２５６１７２７６９７９６３２１５３５６３６１６５１１２０３８７２２４３８

一、国家级 １６８３５３３７４１５０２６ ２２０８６０４７９４９５３１０５０５９７５８３１５６１２３１０１０８３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２１９ ７１１ ４７４ ５９８２２８４７１１８ ９３６４５６１２０８７２７４１２０２９２６４２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１５０２６２８６９１５０２６ １７４４５８３１５６１２３１０５０５９７５８３１５６１２２８８５７７５２

　中关村示范区海淀园 ９３０６１１４９ ９３０６ １０８４１３９２８２８２ ８８３９２９９１３９２８２８２ ５３７１０９４

　中关村示范区丰台园 １５２２ ３３８ １５２２ ７８ ３５４０１５４ １２７４５６３ ３５４０１５４ ４５５７４１

　中关村示范区昌平园 １４６１ ６８４ １４６１ １４０ ９８０８３６２ ５０６８７６４ ９８０８３６２ １５３２７４２

　中关村示范区电子城科技园 １０８７ ２３３ １０８７ １９４ ６８３７３４０ ５４７２９９２ ６８３７３４０ １９２６９２０

　中关村示范区亦庄园 ４７４ ２２６ ４７４ １５８２０８７２７４１ ９３６４５６１２０８７２７４１１８３０９８１５

　中关村示范区德胜园 ３７８ ５０ ３７８ ２４ ８９７５７１ ５６４３７７ ８９７５７１ １７４８７２

　中关村示范区雍和园 １１３ ４ １１３ ９ ５１５９２ ２６３ ５１５９２

　中关村示范区石景山园 ５６６ ８４ ５６６ ３４ ４５１１３７ ９０５０１ ４５１１３７ ２２６８６６

　中关村示范区通州园 ７２ ６３ ７２ １５ １４４６４５２ １７４２３３ １４４６４５２ ７００９７９

　中关村示范区大兴生物工

　　程与医药产业基地
４７ ３８ ４７ ８ ４８１９８２ ２０１０４５ ４８１９８２ １５８７２２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６４ ２０ ２４ １８９５０６ １７０２５４

二、市级 ７１０９１５９４ １９９ ３５３１２２９０３０１ １１０２９６６ ３３３５５０８ ７７１１６０５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 ３３０８ ４８５ ２７ ４９１７００ １１２８７４ ７３７５５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 １２７７ ９５ ３ １３ １７１４２２ ４６５７０ ５４３９３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３５３ １１４ １６ ２７ ３７５００５ １３９０４３ １７４９４６ １１１３８７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 １５８ ８３ １５ ２６ ６３３１３３ ２４６３９２ ２４６５９８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２７０ ２４０ ４０ ６７ １９１０６０９ ７８１４３７ １２３０６２４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１６８ ７７ ６ ３７ １７１０１９７ １１２９０７ １３７９１０１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１６１ ９８ １４ ３１ １２８８０３９ ９４４１４ ３５９５０５ ８３４０４１

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 ８７ ５１ １１ ２６ ７８５５５６ ３５６２４４ ６２５２４９ ５０８９０７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２６３ １４５ ２６ ９６ ３４７５９９０ ２９９０６５ ３５５４８９ ３０９２１９５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４３８ ４８ ８ ８ ２５９０３０ １０７８１１ ３３５４７

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 １６ ９ ４ ３ ４２３９３ ２６５８０ ４６９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 ４９８ ５０ １２ １０ ３６７４３５ ２０２１０８ １７９０１８

北京昌平小汤山工业园区 ２９ ２４ ２ ２７１１２３ １０５７

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 ３５ ３５ ８ ３ ２２９２０４ ８４５１６ １３７５８２ ７４４４

北京房山工业园区 ８ ７ １ １０２６８０ １６８１０ ２１７５７

北京马坊工业园区 ４０ ３３ ８ ４ １７６７８５ ６３４２０ ３２８２４

·２５１· 北京工业年鉴



区主要经营指标

总收入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应缴税金总额 （万元）

合计
技术

收入

工业

企业

第三

产业

高新

技术

企业

三资

企业
合计

高新

技术

企业

合计
工业

企业

三资

企业

２３１７３０７９９２９０３１８８６８０８８０６３９１３２７７２４４５２００２１０３７２７５４２６５３４１７３３３９８５１５７２９０８７１０９３７５５０３９４０３６４ ４４１４８１６

２０６４９８５６７２８４６２８９６６７６８９３８７１２４５６４８６８１９６４６０１８８６５１６２２７４１５９００３８０１５３３９１６３９５０８０７１３２６３９９７ ３９４４４３６

４１４１１３７９１９７２３４２２３８０７９５８１５０３８８９３３２１２７２０６２７７６３４５６３３９７５４２２９０９７２３２４５３６３８１３７７３７１ １８２７１２６

１９６４６０１８８２８４５９０４４６５４７４３７７１１７６９４６０４１９６４６０１８８６２３１７８５３１５３３９１６２１５３３９１６２９２５８４３６３５５０２８９ ４００６０５５

８７８２８１６０１７５２３３８２１８９０４０４８６５２１４２３５８７８２８１６０２０９２３５８８７０８９１５６７０８９１５６３９０９５７２ ７４８８９４ １１５６８５０

２６４０８８３８３２０２６６８３９１１２２７１７５１８０９５２６４０８８３８１２８６３２１１０６３１７６１０６３１７６ ８１７２１４ １５８０９５ ９８１９６

１５０７０８７２ ６１０９２７１０１０９１３５４７６４４９９１５０７０８７２１９０５０７７１２３１３４３１２３１３４３ ７２８７０１ ４９５５９９ １３３９５８

１８６００７９６２８９２４３１７１４９０８５９９０５０２７１８６００７９６９３７４７１０１７７７０１２１７７７０１２ ８９８８７９ ２４９６６８ ５３４２１９

３２１２７２０６１９７２３４２２１７７５０３５８７４０７４８３２１２７２０６２５２８０９０４２９０９７２３２９０９７２３２２４８６５８１６７２４５１ １９０５６９４

３６９１０４６１１９６００９１０５１６４７２５７７９２３３６９１０４６ ２４８３７１ ５６６６６７ ５６６６６７ ２２４５５８ ７６０４０ ３０８００

３０３４５６５ ４４９８１０ １２０４０９２９１３７０４３０３４５６５１２８５０３４ ８４３７１ ８４３７１ ８６３７９ １４３８ ４２３９２

７１６２００６ ５８５１０１ ５０３９１１５４７３５５６７１６２００６ ５９９１８３ ４４５０４２ ４４５０４２ ２０６４５１ ３７２０１ ４６８７５

２０４９４３１ １９９２１１４７８０１５ ５７１４１６２０４９４３１１２６１３６９ １０４７２７ １０４７２７ １０１２３７ ７５０４１ ４９３０５

４８７２６９ ６４５３ ４７１８６７ １５４０１ ４８７２６９ １５３２９５ ６７９４４ ６７９４４ ３６７８７ ３５８６４ ７７６６

７５４２０６ ３８５２ １８２０８７ ５７２１１９ ３６１８６９ ７３３９８ ４４６５５ ８７８８ １６９５０

２５２３２２３２ ５６８９９０１３１９１２５２８２０７５７７３７５０１８４１０２６４２６０１４３３６０５ ３８９９２４１４２９４７９ ６７６３６７ ４７０３８０

９５７１００ ２３９２７５ ２８７１３０ ５２６４０５ １４３５６５ ２５４０７３ ２００９９ ２７４５００ ６８２００

２０８１４５７ ２１７９９４ １９２１８６ ４５６１４ ９５９８６ ３７３２４ ５６１１ １１７７４４ ８４９３ ６３９７

１５１２３９０ ２３０３４ ４２５９０７ ６２７２９４ ２１８７７４ １１８２２０ ４２４３４ ２４５６１ ５０４７１ ２７８４０ ６９９８

１３７００７６ ６６２８７８ ６３９５９０ ２４０７１４ ２５１９０７ ５０００９ ２５５１７ ７０５６５ ４０３７１ １３９５３

２２７８２０８ ２２０４０７９ ７４１２９ ８５５１０４１４８２２３５ ２０３６１０ ９３２００ １７３９１０ １６４８２９ １４２３９３

２０８７０７０ １８４７１０３ ２７６３６７ １０８５２８１６３４３７５ １７８７８３ ９９６８ １１４４５２ ７９９７５ ６６３０８

２３２６６６７ １５７３０３５ ６１４２３７ ４８６４２７１０６２１４９ ９６６６６ ５５５８０ １５４０４５ ７４６９５ ４２７３６

１５８２６３０ ８０９４８９ ４１１５１５ ６３６１３７ ５５１７９０ ９８１６７ ７３８７５ ５９９８４ ４１６５３ ２２８２５

８１３８４７５ ８６２２９３７３０６３１４３４８９６５ ４０６３１７４７２９０９３ ３３９２００ ３８８９１ ２７２００９ １２１７００ １５４５８２

８３１４６７ ３００９４５ １５２３０２ ５５７７３ ５０１３１ ７０７４ ４８６８７ ２１４４６ ５９７６

４４０６４ ３９４７３ ２９０１８ １７３０４ ２５２２ ２７８７ ９３００ １０３３ ５４１

１２２８３２２ ３６７０２２ ６８４４３３ ２０７５９６ ２２９３０９ ５６２４６ １８３７１ ６８５１８ １１５８８ ６８８５

２７１８６３ ２７１８６３ ７００ １０５７ ６８８１ ４４４４ ４４００ ３８

２４６４０６ ２４６４０６ １４６３３１ ６２９０ ６３１２ ４３４１ ３４９３ ３４９３ １１０

１０９２１５ ２４５８ １０５８９０ ２１６０７ １８９０ ６３４６ ４３０９ ４０５４

１６６８２２ １２７２１５ ３９４２ ５２１５０ ２８７７２ ９３５７ ３７０３ ３０４８ ２５９７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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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

名称

自开始至报告

招商企业个数 （个） 总投资 （万元）

合计
工业

企业

三资

企业
合计

工　业

企　业

总 计 ４２９７４ ８３９２ ４６７４ ９４７２８０１５ ２５５２８６６２

一、国家级 ３２１３４ ５７３２ ４１２２ ７５２４１９２４ １５５１００４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６７２ ７２３ ５８２ ２０６１４８６７ ８００５９３１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２７８６２ ５２２１ ３６７４ ６５４０２６１７ １２６４５１４４

　中关村示范区海淀园 １８１０６ ３３９３ ２９１２ ３２１８６２７５ ２０６７５１３

　中关村示范区丰台园 ３９３８ ３４３ １６８ ９８９３３４２ ４０７６０２

　中关村示范区昌平园 １６０１ ７１６ １５１ ４６３９１０８ １５０１６４０

　中关村示范区电子城科技园 １１２５ ２２７ １９１ ３３７９８８８ １９９６３１４

　中关村示范区亦庄园 ４７６ ２２１ １５３ １１６８４９６２ ５２２９８４５

　中关村示范区德胜园 ２８３ ４３ ２２ ６６３１１５

　中关村示范区雍和园 １１３ ４ ６ ３６３６５４ １１１７３

　中关村示范区石景山园 ２０７５ １４０ ５４ １３４０８５５ ２４５５０７

　中关村示范区通州园 ９７ ９３ １２ ９２９４５２ ９０９４５２

　中关村示范区大兴生物工程与

　　医药产业基地
４８ ４１ ５ ３２１９６６ ２７６０９８

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 ７６ ９ １９ ９０９４０２ ８８８１４

二、市级 １０８４０ ２６６０ ５５２ １９４８６０９１ １００１８６１８

北京石龙经济开发区 ３３０８ ４８５ ３９ ８３９０００ ４９９６５３

北京良乡经济开发区 １７０３ １０６ ２６ １３２４９４２ ９４２５２

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 ６７３ １１４ ２７ ４５２５００ ２６８４７５

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 ３３４ １０９ ２８ ２７００２４９ ２０８６６４７

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 １２４９ ３６１ １０８ ２３７１０９３ １２４４６９７

北京兴谷经济开发区 ２４１ １０８ ５０ ８５６７１７ ７０４７７６

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２０７ １４２ ３７ １８５８０００ １７７２３００

北京林河经济开发区 ９２ ５８ ２９ ７８９２８２ ３６７８９１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区 ５０２ １５８ １７１ ５４６３７４７ １２３２３４１

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 ９５７ ７３ ８ ５７５８５４ １８０２４５

北京永乐经济开发区 ２７ ２０ ３ ５８７６９

北京延庆经济开发区 ６５２ ７０ １０ ８１３６４０ ２３３４２７

北京昌平小汤山工业园区 ７８ ４３ ４ ５２８００ ５１４５０

北京采育经济开发区 ５３ ５２ ４ ６０４２７２ ６０２２７２

北京房山工业园区 ７１４ ７１４ ０ ３６８６６７ ３６８６６７

北京马坊工业园区 ５０ ４７ ８ ３５６５５９ ３１１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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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招商情况

期末累计招商项目

注册资本 （万元）

三　资

企　业
合　计

三　资

企　业

合同外资金额

（万美元）

外商实际投资

（万美元）

３０４４１１６２ ７４６９６０９６ １９６７７１５６ ２５３４０７８ １９２３９７３

２５６４９４１５ ６４４８６６６４ １６３２７６９６ １９９２８６２ １３８４６３０

１１３９９６５９ １５１６１１７２ ５７４５６６８ ６６６６３５ ４９２８２４

２３０２３０３４ ５４１４３２６５ １３８７５８８０ １５７１８２９ １１４３０３９

１１４７２１２９ ２８４８２９１４ ８０１９５６４ １０４０８３０ ６８８８４１

２２７２５３ ９８９３３４２ ２２７２５３ ２６９０５ ３３２３９

６４５９８１ ４４７３６２９ ４８０５０１ ３６９５２ ３６９５２

１２０３１８５ ３２６７７３４ １２０３１８５ １４７５５１ ８１４０７

９０７１８７９ ５２０１６２９ ３５１４９５７ ２７９３５２ ２５５４２８

１９４１３ ６６２９１４ １９５８３ ４３ ４３

７１７２８ ３６３６５４ ７０８４９ １６７８ １７９６

２２２３６６ １４２００４４ ２０３５０４ ３１３０８ ３４２１０

４１３７５ １９９３７８ １１３２８４ ２４６０ ６３７３

４７７２５ １７８０２７ ２３２００ ４７５０ ４７５０

２９８６０１ ３８３８５６ ２２１１０５ ３３７５０ ４１９５

４７９１７４７ １０２０９４３２ ３３４９４６０ ５４１２１６ ５３９３４３

１６５０６３ ８３９０００ ４１２６５ ７９９７ ６４２３

２３０７６ １３２４９４２ ２３０７６ ３５５０ ３５５０

１６６７４２ ３４１５９６ １３５１４３ １０６７５ ９４９１

３１３８５０ ５７２０６０ ２１４８７４ ３９１６５ ３６００３

４９３９９８ ８５１６７２ ４６０４８９ ２４０４７１ ２５２７８０

５３０１２５ ４００４５１ ２０７７１９ ４６６８７ ３６７７０

２０８０００ ４１０５７６ １１７１１７ ２３８０７ ３１９４８

１９０５３０ ４０７１７０ １１４２０４ １３７６２ ８４０４

２５１１９０４ ３５５７１４７ １９４７４３２ １４１４６１ １３９６４８

２０２８１ ４２５３６４ １９９８１ ６０ ６０

４７１３９ １４８７

２０３７２ ５５６７０３ ７４９７ ５８５７ ６４９４

６９００ ３４７３１ ６２４２ ９８９ ６５５

２５０６２ ８４６６２ ６９８１ １７３５ ７８０

２６５８１４

１１５８４４ ９０４０５ ４７４４０ ５０００ ４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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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钢 集 团

【综述】　首钢集团是以钢铁业为主，兼营矿

业、电子、机械、建筑、服务业和海外贸易的

大型企业集团，以首钢总公司作为母公司，下

属北京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钢股份

有限公司、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秦皇

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北京首钢特殊钢有

限公司、首钢矿业公司、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

程公司、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

首钢机电有限公司、北京首钢自动化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实业有限公司、北京首钢

国际工程技术公司、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共１３家子公司及其他独立经营单位。国内

其他钢铁企业７家，分别是山西长治钢铁公

司、贵州水城钢铁公司、贵阳特殊钢公司、新

疆伊犁钢铁公司、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贵州首

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和首钢凯西钢铁有限公

司。在香港有４家上市公司，分别是首长国际

企业有限公司、首长四方集团有限公司、首长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首长宝佳集团有限公司。

在南美洲有首钢秘鲁铁矿股份公司等海外

企业。

２０１１年，首钢集团实现利润１９亿元，与

上年持平；销售收入２３３４．９８亿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１％；资产保值增值率１００．５％，生铁产

量３０５１．９０万吨，粗钢产量３００４万吨，钢材

产量２８１２．１８万吨；钢产量 （扣除北京停产

４００万吨）同比增加２７５万吨。钢铁业挖潜增

效４３．２亿元，其中降低成本增效３１．５亿元，

依靠调整结构增效１１亿元。全年开发新产品

６０项，完成科技成果９４项。首钢总公司获得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称号。实施大客户代表

制，向中国石油等１７个重点战略客户派驻代

表。承担国家８６３课题 “钢渣活性固化与资源

化利用技术研究”，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编制

完成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规划方案》，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纳入中关村政策覆盖范

围。中国动漫游戏城建设项目取得土地一级开

发授权及项目外部路段实施主体授权，完成实

验区西区厂房改造和重点景观建设。“绿能港”

北京国际绿色展示推广中心、科技大厦项目达

成落户协议。首钢总公司在京唐钢铁公司的股

权由５１％增加到７０％。改革集团管理体制，

完成职能转换和定编定员工作，加强北京地区

转型发展管理，形成新的管理体制框架。首钢

与地方政府和大中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建设马来西亚钢厂项目。与石景山区建立

联合招商机制，利用信息沟通、招商合作、服

务与政策共享平台，推进园区项目落地。

非钢产业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全年首钢集

团各子公司、独立单位实现利润２０．９亿元。

杏山地采铁矿８月建成投产，承德地区磷、

铁、钛综合生产能力扩大，在丹东形成硼、

铁、铀资源综合利用格局，霍邱铁矿深加工项

目推进，在曹妃甸建成秘鲁矿石深加工生产

线。伊钢公司获得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铁矿风

险勘探权，湖北长阳铁矿联动试车。大功率机

车轮对全流程生产线项目完成生产线建设及产

品组合设计方案，房山减震器厂已具备向奥迪

等高端客户供货条件并批量生产，与北汽福田

合资生产的汽车空调器实现批量供货。锂电池

·６５１· 北京工业年鉴



隔膜中试及产业化技术研究通过专家评审，制

造安装纳米纤维锂电池隔膜生产示范线。北京

首钢工业区开展土地开发、园区工程建设、规

划设计、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招商引资等工

作。在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债券市场发行１０

亿元债券。秘鲁铁矿进行老区改造和新区建

设，全年产量９３６．９万吨。年产百万吨级的马

来西亚钢厂项目１２月举行开工仪式。印度布

山焦化等３大工程项目竣工交付使用。降低海

运成本４２１３万美元。钢材出口实现１００万吨

目标。组建首钢创意产业投资公司，举办首届

中国动漫游戏嘉年华、第１２届世界动漫大会

暨北京国际动漫周活动。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对接中国冶铁历史博物馆筹建工作，完善首钢

博物馆方案设计和布展大纲，开展工业文化遗

产、历史文物普查与征集工作，对重点文化遗

产进行挂牌保护。全年北京钢铁主流程停产人

员分流安置３．４万人，其中钢铁产业２．２万

人，非钢产业１．２万人；调整１万多名退休人

员的养老金，实施内退职工收入增长机制。首

钢集团在岗职工人平均年收入５．２３万元，同

比增长１０．６％。

（李淑萍）

【举行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　１月１３

日，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停产仪式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

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

淇，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出席

仪式。刘淇向首钢授予 “功勋首钢”牌匾。

２０１０年底，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主流程全部

停产，完成８００万吨钢铁企业的停产搬迁，进

入首钢工业区土地开发、产业转型时期。

（李淑萍）

【领导视察】　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委副书记、市

长郭金龙，副市长蔡赴朝，常务副市长吉林，

市委秘书长李某某、副市长苟仲文、陈某到首

钢 调研，视察首钢技术研究院。３月２６日

，苟仲文实地考察北京京西重工有限公司 （简称

京西重工）位于房山区窦店镇的减震器生产

线。５月２５日，北京市副市长鲁某等到首钢

炼铁厂三高炉实地了解首钢博物馆的规划设

计，到首钢厂区的北惠济庙了解文物保护等相

关情况。６月２４日，刘淇等在房山区调研，

并到京西重工了解项目建设及技术创新情况。

７月２０日，刘淇、郭金龙等到首钢中国动漫

游戏城就 “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首都

文化实力和竞争力”主题进行调研。１０月２２

日，刘淇、郭金龙等到首钢中国动漫游戏城调

研，参观北京首钢重型机器厂厂史馆。１２月３

日，刘淇、郭金龙到首钢原钢渣处理厂改建而

成的首钢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现场调研。

（李淑萍）

【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建设】　２月１０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

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到首钢调研，明确建

设 “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的定位。年

内，首钢制定 《首钢北京地区产业转型发展的

实施意见》，健全北京首钢工业区改造管理体

制。其中，首钢的汽车板、家电板产量增长，

质量水平提高；精密合金、高温合金和特殊不

锈钢材料以及高中温电热合金钢丝、微晶非晶

带材和机动车尾气净化器金属载体材料等制定

发展规划；首批减震器样件生产成功。房山汽

车减震器厂投产，１１月批量供货；鲁家山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顺利；“绿能港”北京国

际绿色展示推广中心、科技大厦项目达成落户

协议；“中国动漫游戏城”完成实验区西区厂

房改造和重点景观建设，举办首届中国动漫游

戏嘉年华、第１２届世界动漫大会暨北京国际

动漫周。

（李淑萍）

【焦炉处理废塑料生产线调试】　５月１０日，

利用焦炉处理废塑料生产线在首钢迁安循环经

济产业园调试成功。首钢承担社会责任，开展

焦炉处理废塑料的研发工作。该生产线于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８日开工建设，采用首钢自主开

发的专利技术４项、自主研发的新设备２项、

技术改造升级的设备２项。每年可以消纳废塑

料垃圾１万吨，生产炼焦用原料５万吨。焦炉

处理城市废塑料垃圾技术杜绝了传统废塑料处

理技术的二次污染问题，实现废塑料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同时，可以起到降低炼焦成

本、减少焦化废水排放等作用，对国内钢铁企

业及焦化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李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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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轧３号镀锌线热试成功】　６月，首钢京

唐公司２２３０毫米冷轧３号镀锌线热负荷试车

一次成功，第一卷镀锌卷下线。截至目前，

２２３０毫米冷轧两条镀锌线全部达到生产条件，

设计年产量１０５万吨。２２３０毫米冷轧３号镀

锌生产线年处理带钢能力５５．９万吨，处理带

钢宽度１０００毫米～２０８０毫米，带钢厚度０．４

毫米～２．５毫米，主要产品为纯锌镀层 （ＧＩ）

和锌铁合金镀层 （ＧＡ）产品，产品定位为高

质量的汽车板，包括冷轧低碳钢、超低碳钢和

高强钢系列。生产线还能生产不同规格的家电

用钢板。

（李淑萍）

【首钢集团跻身世界５００强】　７月７日，美国

《财富》杂志发布世界５００强排行榜，首钢集

团首次跻身其中，名列第３２６位；也是北京市

属国企首次跻身世界５００强。由美国 《财富》

杂志每年评选出的 “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

以上年度企业营业收入为依据排出座次。２０１１

年度世界５００强名单中，中国上榜企业由

２０１０年的５４家增加到６９家，其中钢铁行业

共有５家企业，另外４家企业是宝钢集团、河

北钢铁集团、武汉钢铁和江苏沙钢集团，分别

名列２１１位、２７８位、３４０位和３６６位。

（李淑萍）

【首钢在马来西亚投资项目开工】　７月２２

日，中首公司与马来西亚协德控股有限公司、

东钢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钢铁投资有限公司、

Ｃｈｉｎａｃｏ公司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

签约仪式，确定在马来西亚东部的丁加奴州经

济特区甘马挽建设东钢综合钢厂。９月２７日，

该项目获得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准。１１月１０

日，中首公司与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签订

“马来西亚东钢集团一期１５０万吨／年综合钢厂

ＥＰＣ总承包合同”。１２月５日，项目开工奠

基，一期工程启动。一期工程完工后年产量

１５０万吨。

（李淑萍）

【首钢重型机器厂厂史馆揭牌】　９月２７日，

北京首钢重型机器厂厂史馆揭牌。该厂始建于

１９５８年，原为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１９９２年

成建制划归首钢总公司，１９９７年分立法人更

名为北京首钢重型机器厂。该厂先后为国家电

站、船舶、矿山、冶金、建筑、石油、化工、

国防等基础建设，提供２０００多种大型铸锻件

热加工产品和１００００多台套机械设备。厂史馆

由铸钢准备车间改造而成，展览分７个部分，

实物、资料结合投影、厂区原貌沙盘等形式展

出，图文并茂。在１台６５英寸触摸屏里存放

着１万多名该厂职工花名册，输入名字后可查

询到该职工进厂时间、从事的工作岗位等工作

信息。

（李淑萍）

【卫建平获首都市民学习之星】　１０月１５日，

以 “学习、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七届北京

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音

乐厅举行。北京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机械厂机械

制造高级工程师、“卫建平工作室”主任卫建

平被授予 “首都市民学习之星”荣誉称号。一

同受到表彰的还有北京市２１个 “首都市民学

习品牌”和包括卫建平在内的８１名 “首都市

民学习之星”。卫建平坚持自学深造１４年，取

得大专和２个大学本科学历，成为机械制造高

级工程师和行业带头人。他的工作室２００９年

被北京市总工会和北京市科委授予首批十家职

工创新工作室之一，挂牌命名 “数控应用技术

推广与提高———卫建平工作室”。

（李淑萍）

【与一汽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１２月９

日，首钢总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长春南湖宾馆举行。

２００９年以来，首钢与一汽集团加强在汽车用

钢和零部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首钢汽车用钢

已批量应用于一汽的解放卡车和大众捷达，并

在一汽轿车、一汽夏利、一汽吉林、一汽通用

试制认证。首钢总公司投资的京西重工也是一

汽轿车Ｃ１３１与一汽吉林森雅和Ｖ７０、Ｖ８０制

动系统供应商，并且与一汽建立了双向沟通机

制，定期进行交流。

（李淑萍）

【朱继民获荣誉称号】　１２月１５日，在 “魅

力首都、世界北京”第五届北京影响力评选活

动颁奖仪式上，首钢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朱继民荣获第五届北京影响力 “影响百姓经济

生活的十大企业家”奖。该活动由北京电视

台、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新浪网等１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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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共同主办，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

京市新闻出版局等政府机构支持。朱继民发表

获奖感言。

（李淑萍）

【停产职工分流安置与机构调整】　年内，首

钢按照 “骨干有岗位、职工有渠道、分流有政

策、安置有秩序”４项工作原则，对北京厂区

生产单位人员分流安置意向进行调查，包括身

体状况、家庭状况、职业技能、分流意向等，

制定分流安置政策。《首钢北京钢铁主流程停

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在首钢第十七届二次职

工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全年分流安置北京钢

铁主流程全部停产后职工３．０２万人，其中钢

铁主业１．８１万人，非钢单位１．２１万人。转移

钢铁新基地和新产业安置８８７９人，从事留守

护厂巡逻、设备及设施拆除等３４３３人，办理

退休和内部退养１３３６人，职工与企业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１．０２万人。职能转换、机构调整

工作涉及机关行政系统１８个职能管理部门，

机关行政部厅定员从２２６９人调整到１５７７人，

共压缩６９２人，幅度为３０．５％。北京主厂区

停产单位整合为铁区、钢区、轧区留守处和动

力厂。下发 《首钢总部职能转化指导意见》、

《关于开展管理职能转化机构调整工作的通

知》、《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管理体系方

案》，设立和完善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和高端产

业开发部，成立 “首钢总公司新首钢高端产业

综合服务区管理委员会”，并在管委会下设立

管委会办公室、二通实验区办公室和特钢园区

办公室。

（李淑萍）

【钢铁生产】　年内，首钢集团生铁产量达到

３０５１．９０万吨，粗钢产量３００４万吨，钢材产

量２８１２．１８万吨。其中，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名优拳头产品产量１０２８万吨，同比增加

２０２万吨。热卷产品实现大批量稳定生产；冷

轧汽车板、家电板产量９９万吨，同比增加７２

万吨，汽车板拥有１６大类１８个品种；１５０毫

米高强水电用中厚板实现国内首次生产。２月

９日，迁钢公司４号、５号转炉采用首钢自主

集成的 “一键式”自动化炼钢核心技术，冶炼

出第８００炉优质钢水。京唐钢铁公司建成

１０００万吨规模的生产基地，首钢冷轧公司全

年产量１８１．２２万吨，首秦公司４３００毫米粗轧

机、３号铸机６月竣工投产，中厚板覆盖到桥

梁、造船、容器、管线用钢等５４个品种。贵

州水城钢铁公司建成５００万吨钢铁规模；开发

硬线钢、冷镦钢、焊线钢等一批拳头产品。山

西长治钢铁公司制定１４类７４项管理制度，主

导产品产量、销售收入和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

创出历史最好水平。贵阳特殊钢公司老区产品

开发及工艺创新取得重要突破，中高端产品占

总产量的８０％以上，实现盈利。首黔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一期一步２００万吨焦化项目取得立

项批复。

（李淑萍）

【重大装备国产化】　年内，首钢成立设备国

产化工作组，项目建设中除中国未掌握的核心

技术和关键设备进行引进外，其余为国内自主

研发和生产制造。京唐钢铁公司的７．６３米特

大型焦炉除焦炉、机车自动化操作控制系统引

进国外专利技术外，其余均采用国内技术和设

备。在焦化工程的３３个系统子项中，引进关

键设备８项，引进费用占焦化工程总费用的

１９．８％，设备重量国产化率９８．３％。京唐项

目总体设备国产化率占总重量的９７％以上、

占总价值的７０％以上。京唐一期工程国内设

备投资１９７．６亿元，其中５００平方米大型烧结

机全部设备为国内制造；炼铁系统５５００立方

米大型高炉中使用首钢自行研发的并罐无料钟

炉顶，投资为５０００万元。

（李淑萍）

【矿产业资源生产】　首钢矿产资源业全年自

产精矿粉４８０．６６万吨，实现销售收入２１２．４

亿元、利润６．４亿元。主要可比技术经济指标

保持行业领先。７月，杏山铁矿主井提升系统

建成投入试生产，达到日产１００００吨以上设计

能力。全年入选矿石２１０ 万吨，是上年的

２．１１倍。水厂铁矿实施矿石破碎站下移、采

场下盘运输公路改造、东帮界外矿石回收等工

程，改善采场状况。大石河铁矿对裴庄、二马

及马兰庄、杏山区域内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边

角矿进行挖潜回收，完成干选处理量１６４７万

吨，入选矿石１５４万吨；水厂铁矿利用回收排

土场、尾矿库的资源生产精矿粉８５万吨。扩

大沙石料生产规模，对裴庄４号干选生产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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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磁尾筛分及料台扩能改造，新增采磁尾筛分

生产线，改造建筑砂生产线。自主兴建水曹铁

路专线项目进入政府审批程序。在津唐地区与

多家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全年销售资源再

利用产品１４８．２５万吨。废弃物深加工利用取

得进展，新建蒸压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生产

线。丹东硼铁公司铁、硼、铀综合利用，铁精

粉产量增长，硼、铀资源综合回收，全年实现

利润１．７亿元。信通首承球团厂球团矿销量突

破３００万吨，实现利润１．８３亿元。全年完成

科技创新项目５５项、管理创新项目６３项；有

１１项科技成果申请国家专利。“露天地下相互

协调安全高效采矿工艺技术研究”获得国家冶

金科技成果一等奖，磁铁矿尾砂综合利用技术

被命名为 “中国尾矿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

尾矿库尾砂再选项目被认定为 “国家金属尾矿

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示范工程”。

（李淑萍）

【钢材产品销售】　全年首钢钢材销售量１７３３

万吨，其中热轧９７２万吨，冷轧４６７万吨，中

厚板２３６万吨，长材５８万吨；拳头产品销售

９９９万吨，其中管线钢销售１１１万吨，家电板

销售１１８万吨，冷轧汽车板销售９１万吨，中

板５０毫米以上特厚板销售５１．６５万吨；全年

销售收入７６６亿元，降低物流费用４６．１万元。

上海、广州、山东区域分公司全年完成订货

４３５．３４万吨，比上年提高１４３．１４万吨，增长

４９％。广州分公司实现中板销售 “零”突破，

山东分公司３月注册成立，６月投入运行，全

年钢材销量１８．３６万吨。首钢汽车板落料压力

成型线项目５月投产。全年首钢热轧拳头产品

７３２万吨，同比增加１７３万吨；冷轧拳头产品

２７２万吨，同比增加１４３万吨。生产冷轧汽车

板９０万吨，市场占有率９％，其中镀锌汽车

板１０万吨，同比增加４．９倍；生产高强钢１０

万吨，同比增加５．７倍。汽车板已成为北京现

代、北汽福田和长城汽车的最大国内钢板供应

商；家电板产量１１８万吨，市场占有率１５％；

家电板进入海尔、美的、格力等著名家电企

业；生产管线钢１１１万吨，市场占有率３０％；

生产集装箱钢５７万吨，市场占有率２２％。全

年各加工配送中心完成销量４５．８６万吨，加工

量３５．９万吨，全部实现盈利。首钢顺义冷轧

产品形成以汽车板、家电板为主导的产品格

局。针对北京地区停产，长材产品数量减少的

现状，按照 “品种高端、效益优先、渠道稳

固”的原则，全年国内线材销售量４６．９９万

吨，销售收入２０．０８亿元。全年首钢汽车板市

场占有率９％，与国内排名前１０位的汽车企

业集团建立合作关系，向２０家整车生产企业

和零部件配套企业供货，成为北汽福田、北京

现代、长城汽车、吉利汽车、通用五菱等汽车

企业的主要供应钢厂。８月，镀锌汽车板向神

龙汽车供货。年内，首钢向中石油等１７个重

点战略户派驻１２名大客户代表，指派６３名产

品工程师和研发工程师，为重点战略客户提供

“一对一”服务。成立首钢冷轧家电板技术服

务组，为用户服务。利用电子邮件向重点客户

提报发货动态信息。信息化平台上线运行，实

现订单动态查询、质保书信息查阅、在线互动

等功能。召开首钢板材客户座谈会。全年出口

钢材１００．７万吨。组织完成年度进口贴息申报工

作，获得国家拨发贴息资金３７２６万元。

（李淑萍）

【钢铁产品进出口】　全年首钢出口创汇８．５９

亿美元，钢铁产品出口量１００．８１万吨；首钢

集团进口矿石量２２６２．５５万吨。全年进口焦煤

６８．３万吨。全年冷轧产品出口量３４．２３万吨，

比上年增加１６．２５万吨；境外企业秘鲁铁矿股

份有限公司全年矿产品产量９３６．９万吨，销售

量９４６．４万吨，销售收入１１．１亿美元，实现

税前利润７．６亿美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首

钢控股 （香港）有限公司 （简称香港首控）发

行１０亿元债券，是第一例钢铁行业债券在香

港人民币债券市场上的发行，也是香港首控历

史上的第一次债券发行。中国香港地区首控经

营的首长国际对澳洲吉布森矿石包销量增加至

５００万吨／年。完善网络建设，营销网络、信

息网络、售后服务网络体系初步形成。全年铁

路发运４２９．４６万吨，公路发运５６８．１９万吨。

先后同美国斯坦科公司、韩国斗原公司、意大

利ＣＬＮ集团等进行接洽，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全年签订设备进口合同８９个，签约金额３．１３

亿美元；备件进口合同３９份，签约金额１０９０

万美元；设备进口到货 １４９ 批，到货金额

２．５６亿美元，办理减免税３４１０．２９万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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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布山烧结、印度ＪＣＬ６０万吨／年球团、印度

ＪＳＷ７００万吨／年料场和１０００万吨料场在内的

７个项目先后竣工投产。７月２１日，签约马来

西亚综合钢厂建设项目，合同金额达１４亿元，

全年承揽额２．２９亿美元。

（李淑萍）

【科技创新】　全年首钢共开发新产品６０项，

共１３．７万吨，包括直径２１．４毫米 Ｘ８０卷板

管线钢、超高强海工钢Ｅ６９０和合金化镀锌板

ＤＸ５６Ｄ＋ＺＦ等；１２项产品实现小批量试制。

汽车板通过德国奔驰供应商评审，通过北汽有

限域胜００７整车认证；Ｘ７０抗大变形管线钢首

批通过中石油的产品鉴定，７００兆帕级高强工

程机械用钢通过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２家龙头

企业的认证，直径２０毫米以上Ｘ７０管线钢通

过制管企业的认可。年内，新增５个 “金杯

奖”产品，总数２８个；２个产品获得 “冶金

行业品质卓越产品”称号；首钢总公司获得中

国质量协会授予的 “全国用户满意企业”称

号。全年短平快项目实施１９项，年直接经济

效益６３９８万元。全年完成科技成果验收评估

９４项，“京唐钢铁工程技术创新”获得北京市

科学技术一等奖。全年申请专利３７０项，同比

增长３２％；获授权专利２２２项，其中发明专

利１２０项。“一种解决连铸小方坯疏松缩孔偏

析的轧制方法”获得第１３届中国专利奖优秀

奖，“复合闪烁磁场精选机”获得北京市发明

专利奖二等奖。在国家认定的７２９家企业技术

中心评价中，首钢排名第八位，冶金行业排名

第三位。首钢负责的 “超大型高炉系统工艺技

术”、 “长寿高效集约型冶金煤气干法除尘技

术”、“高品质薄板生产技术”、“大型焦炉高效

能源转换”等４个国家 “十一五”科技支撑课

题全部通过结题验收。通过与北汽股份公司、

长安汽车公司、一汽集团公司签订全面合作框

架协议，实现与汽车板下游重点用户的战略合

作；与ＣＭＩ等企业开展镀锌汽车板生产工艺

技术合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铁道科学院

等多家国内知名院所合作，联合开发核电用

钢、大功率机车轮对等高端产品。长钢、水

钢、贵钢、通钢技术中心相继成为首钢技术中

心分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李淑萍）

【信息化项目建设】　年内，首钢汽车板信息

化项目包括在线质量判定、产品综合查询、一

体化质量管控、一体化计划排程项目取得进

展。４月，启动迁钢冷轧信息化项目。包括一

体化质量管控体系建设、三级系统建设、四级

系统建设以及ＩＴ基础设施建设等。硅钢一体

化质量项目已完成主要功能开发、ＥＲＰ蓝图

设计和系统配置、ＭＥＳ主要功能点开发、ＩＴ

基础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实施首秦公司 ＭＥＳ

二期项目。将该公司的设备纳入钢轧 ＭＥＳ系

统，建立统一的计划和生产执行平台。完成首

钢客户营销服务平台项目并投入运行，系统共

授权用户５７６个。完成首钢ＥＲＰＳＡＰ系统升

级和信息安全评估项目。加强信息系统运维管

理，邮箱系统进行更新改造；结合拆迁工作，

组织对北京地区三、四级系统用户和电话进行

清理工作，ＭＥＳ 三级用户封闭 ４００ 多个，

ＥＲＰ四级用户封闭１６０多个。首钢集团 “信

息管理平台实现一业多地运营”，被工业和信

息化部纳入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案

例选编》。首钢 “信息化支撑高端板材精细化

生产管控”获得冶金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二等奖。

（李淑萍）

【能源环保】　年内，首钢做好北京厂区设施

拆除过程中污染控制及放射源管理。实施拆除

现场监察４７４人次，发现并处理污染隐患４１

次。配合北京市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中心，完

成焦化厂、炼铁厂、源库共４６个放射源的收

储工作。组织降低北京厂区能源消耗，减少费

用支出。通过改变供电方式、改变用电性质和

加强电能监测等手段，每月减少电费支出４４６

万元。减少蒸汽及新水用量。修订能源环保专

业管理制度２８项，建立和完善能源环保计划

统计管理、清洁生产审核、能源环保监测、项

目建设管理等制度体系，建立和完善适应多地

专业管理的应急机制。组织国内能源专家开展

首钢各钢铁基地全流程节能诊断活动，举办首

钢能源管理高级培训班。成立 “迁安地区能源

协调组”，提高煤气利用量，提高自发电比例，

降低外购电费用。迁钢自发电比例三季度达到

５０％。４月１５日，《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

公司结构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获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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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同意建设的批复。组织开展首钢股份资

产置换环保核查工作。首钢迁安循环经济产业

园平稳运行，首钢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继续保持

全国冶金企业先进水平。高炉矿渣微粉、尘泥

集中资源化利用、废塑料型煤示范工程、渣罐

隔板回收铸余渣钢等项目陆续投产，煤气制乙

醇、氧化铁红磁性材料、废耐材综合利用等项

目推进，产业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

益开始显现。组织开展９项科研课题研究，其

中国家８６３计划 “钢渣活性组分固化与资源化

利用技术研究”、“钢渣显热回收及快速稳定化

技术研究”等４项前瞻性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资

金支持１８００万元。

（李淑萍）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　年内，首钢结

合北京厂区拆迁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在原钢

渣处理厂１０．４公顷土地上，利用已停产的原

钢渣处理生产线及公辅设施建设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项目。设计年处理规模１５０万吨，建设

年产８０万吨的固定式破碎筛分生产线，年产

７０万吨的移动式破碎筛分生产线，年产４０万

吨的预拌干混砂浆生产线，年产６万立方米的

节能及装饰砌块生产线。除处理首钢北京厂区

拆除产生的建筑垃圾外，还将处理石景山区、

门头沟区、丰台区及海淀区等北京西部地区的

建筑垃圾。截至年底，该项目焚烧间进行１号

炉１４米层和４号炉８米层结构混凝土浇筑施

工；５０个烟气净化间厂房独立柱基础施工完

成，进行设备基础施工；生产区结构部分施工

已基本完成，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北京首钢生

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完成主体设备采购

招标工作。垃圾焚烧炉和余热锅炉、汽轮发电

机组、垃圾抓斗起重机、烟气处理系统等主体

设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已完成勘察、设计、

监理、土石方施工招标工作。设备招标共完成

２６项，包含焚烧炉和余热锅炉系统、汽轮发

电机组、垃圾抓斗起重机、烟气处理系统、空

冷系统、综合水处理系统等。

（李淑萍）

【职工培训】　年内，首钢集团职工培训１８万

人次。开办转岗培训，职工转移新基地培训班

１３个，培训职工２１３６人。组织停产单位开办

了电子商务、高低压电工、外语、电气焊、计

算机、金融理财等再就业培训班１１个、多技

能培训班２６个。开办 “高端服务园区高级研

修班”、“高端产品销售高级研修班”、“首钢生

物质能源培训班”和面向技师、高级技师为培

训对象的数控加工、汽车、电工、钳工、焊工

技师研修班。开展以 ＴＳ质量管理通用知识、

专业操作知识和岗位素质标准为内容的培训。

在有２５个国家６５０家单位参加的全球网络虚

拟炼钢大赛预选赛中，迁钢公司代表队以吨钢

成本３１２美元的成绩取得东亚地区企业组冠

军。首钢通过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专家组的审核评估，成为北京市

第一家通过评估的职业鉴定站。全年开展技能

鉴定７４６４人。

（李淑萍）

【开放合作】　年内，首钢总公司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新的５年期战略合作协议。与北汽公司、长

安汽车公司、一汽集团公司、广西柳工机械公

司、中国银行、中铁物资公司等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与北京工业设计院联合建设马来西亚东

钢集团综合钢厂项目。首钢与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建立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市人民政府对

外联络服务办公室建立的与中央企业对接平

台，已就部分项目商议合作方案。与石景山区

建立联合招商机制，建立信息沟通、招商合

作、服务共享、政策共享的平台，推进园区建

设项目落地。

（李淑萍）

【房地产业项目开发】　年内，首钢地产业在

国家连续２０个月的宏观调控中，项目开发进

展正常。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开发已完成整体

定位、产业定位、空间规划布局、实施思路等

策略研究工作；总体规划方案已完成公示，并

得到市政府批准；开展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

究；４个城中村拆迁完成总建筑面积的８０％，

其中厂区庞村及养马场村已全部拆除完毕。中

国动漫游戏城项目已取得土地一级开发授权。

９月，首钢创投公司注册成立，开展二通实验

区环境治理、工业文物景观建设等工作。首钢

地产区域开发项目取得进展。河北大厂首钢装

备业制造基地项目，完成工业项目招商２００公

顷，合同总金额近亿元。同时完成约４６．６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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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房地产一级开发工作，收回结算资金近亿

元。安徽宿州汴河新区项目取得约８平方公里

土地的区域开发权。首钢总公司与安徽宿州市

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首钢重庆项目，美利

山一期全部售罄，二期御山别墅销售１３套。

南戴河鸥洲项目完成签约额约１亿元，销售回

款近亿元。万年花城项目在手的房源已全部售

罄，开展土地的一级开发工作。累计实现投资

回报近亿元。蛟河美丽城项目住宅销售、商业

地产和车库销售率分别达到９８％、８６％和

８８％，均超额完成任务。北京三期集资房建设

项目已启动２号、３号住宅楼基础施工，完成

部分管线拆改工作。金顶阳光学校工程竣工。

首钢房地产公司进入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连

续６年获得 “质量信得过品牌”称号。

（李淑萍）

【１项技术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年内，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行

的第１３届中国专利奖颁奖大会上，首钢开发

的 “一种解决连铸小方坯疏松缩孔偏析的轧制

方法 （ＺＬ２００５１０１２７８４４．３）”（８２Ｂ）获得 “中

国专利优秀奖”。首钢通过该技术成功采用连

铸１３０毫米×１３０毫米小方坯大批量生产出直

径１２．５毫米规格以上的８２Ｂ系列盘条。生产

规格大于１４毫米的盘条时，该技术省去二次

加热和二次开坯工序，生产的８２Ｂ金属收得

率最高，成材率大于９８％，成本降低１５％～

２０％。首钢在钢绞线用８２Ｂ盘条系列产品开

发过程中累计申请１０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其

中有８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首钢钢绞

线用８２Ｂ盘条系列产品已大批量生产，广泛

运用于青藏铁路、津京城铁、京沪高铁、北京

六环路、南水北调、奥运会鸟巢等国家重点工

程，累计生产４００万吨以上。自１９８９年以来，

中国专利奖评选活动已进行１３届。首钢共获

中国专利金奖３项、中国专利优秀奖１０项。

（李淑萍）

【光伏屋顶项目获批复】　年内，首钢中国动

漫游戏城２兆瓦太阳能光伏屋顶项目获得国家

能源局、财政部联合批复，被列入北京国家级

金太阳示范工程之一。该项目发电工程通过采

用用户侧并网的方式实现发电自用，项目年内

在园区内开工建设。９月３０日，首届中国动

漫游戏嘉年华开幕。

（李淑萍）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汽集团产销规模和经济

效益稳定增长，利润增幅高于收入增幅，收入

增幅高于销量增幅。全年集团销售汽车１５４．２

万辆，同比增长２．７％；完成营业收入２０１０

亿元，同比增长２７．４％；完成利润总额１５８

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１％。基本完成年度的各

项经济指标，其中效益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

利润总额大幅增长，收入和利润总额居行业第

四，收入和利润增幅居国内六大汽车集团之

首，主要效益指标跨入中国汽车行业第一

梯队。

在市国资委系统企业中，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以及相关评价指标再次名列前茅。

（徐永才）

【现代汽车】　年内，北京现代销量达到７４万

辆，同比增长５．２％；营业收入７２３亿元，同

比增长１４．９％；实现利润８９亿元，同比增长

２６．３％，成为北汽集团２０１１年效益贡献最大

的企业。

（徐永才）

【奔驰汽车】　年内，北京奔驰汽车公司与戴

姆勒集团签署北京奔驰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协

议，新发动机工厂奠基启动未来战略项目。继

新Ｃ级轿车上市、ＧＬＫ正式下线之后，又实

现国产长轴距Ｅ级轿车出口。北京奔驰累计

销售汽车９．３万辆 （含进口车１．５６万辆），同

比增长８６．２％；实现营业收入３１０亿元，同

比增长７７．２％；实现利润３９亿元，同比增长

２９１．６％，成为北京汽车集团２０１１年增长贡献

度最大的企业。

（徐永才）

【福田汽车】　年内，北汽福田公司加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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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投入，欧曼二工厂、北京多功能车厂、

南海欧辉二工厂等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产能压

力缓解。Ｈ４重卡、拓陆者、欧辉、专用车、

重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工作加快，北

汽福田完成整车销售６４万辆、营业收入６１７

亿元、利润１５．２亿元。

（徐永才）

【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　年内，北汽股份

公司自主品牌乘用车和新能源车的开发取得成

果。北汽股份株洲分公司６月份正式销售威旺

累计过万辆。北汽股份北京分公司加快基地建

设和产品开发，首款产品Ｃ７０Ｇ工程样车下

线。威旺３０６投入市场，３０１完成开发，消化

萨博技术开发的Ｃ７０高级轿车即将下线，二

代军车的改进项目Ｂ８０Ｖ 的开发得到军方认

可。动力总成公司消化萨博技术开发的北汽自

主品牌Ｂ２０５汽油发动机于１１月３０日下线。

在新能源车方面，新能源公司开发了Ｑ６０ＦＢ、

Ｃ３０ＤＢ 和 Ｍ３０ＲＢ 三 款 纯 电 动 车，其 中

Ｑ６０ＦＢ已小批量交付北京市政府进行公务用

车示范运行，Ｃ３０ＤＢ和 Ｍ３０ＲＢ即将投放市

场，在新能源车的开发上继续保持全国领先。

（徐永才）

【北汽黄骅基地汽车销量】　年内，北汽有限

公司在位于河北黄骅市的生产基地开始建设，

轻客销量有所提升。全年共销售整车５．８万

辆，实现营业收入２４．１亿元，出现了０．６亿

元的亏损。

（徐永才）

【零部件产业】　年内，海纳川公司实现萨博

样车９大模块化供货，完成北京奔驰装焊项目

２大车型、６０个分总成转产。海纳川实现营业

收入 １５６．４ 亿元，同比增长 ９４．９％；利润

１０．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９％，在集团内部整

车配套市场的份额由２０１０年末的６．８％上升

到２０１１年末的８．４％。

（徐永才）

【服务贸易产业】　年内，鹏龙公司汽车销售

及衍生业务，维修配件及用品销售，国际贸易

及集团采购三大业务板块同步发展。服务贸易

平台在宝钢产品上实现由鹏龙天创统一签约、

统一订货、统一结算的集团采购模式。实现营

业收入４９．４ 亿元，同比增长８．７％；利润

５０００万元，同比下降１０．８％。

（徐永才）

【资产运营】　年内，北汽集团与国内外各大

商业银行、国际投资基金深化战略合作关系，

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达到８３０多亿元，通过组织

银团贷款、发债、中期票据等各种方式为产业

发展筹集资金１１０亿元。北汽集团成功实现对

全球领先的天窗系统制造企业英纳法的收购。

北汽有限公司利用债务重组的方式与俄罗斯

ＡＭＳ集团设立合资公司，盘活了海外业务中

的不良资产，实现了国际化运营的突破。北汽

财务公司取得金融许可证并正式挂牌运营。

（徐永才）

【重点项目建设】　年内，北汽福田密云多功

能车工厂、欧曼二工厂、广东欧辉客车新工

厂、新能源公司总装车间、北京奔驰ＧＬＫ技

改项目等建成投产。北京汽车新研发基地基本

建成。北京高端基地、动力总成基地、北京现

代三工厂、重庆银翔基地、株洲一工厂二期工

程、北汽有限黄骅基地、福田潍坊多功能车工

厂、承德铸造中心等在建设。

（徐永才）

【国际合作】　年内，北汽集团与戴姆勒集团

签署了关于北京奔驰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协议以

及２个集团全方位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资公

司要建设发动机工厂、研发中心等五大项目。

（徐永才）

【海外战略】　年内，北汽福田东非ＫＤ生产

基地在肯尼亚奠基，成为首家在非洲大陆设立

生产基地的中国汽车企业。北汽福田印度工厂

项目完成注册。北汽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ＡＭＳ

集团在俄罗斯成立合资公司，计划生产、销售

北汽自主品牌轻卡产品。海纳川公司收购荷兰

英纳法公司１００％股权，为集团增加营业收入

４３．２亿元，利润１．９亿元。

（徐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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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北京电控）是北京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特大型

高科技企业集团，拥有京东方、七星电子、电

子城３家上市公司及２７家二级企事业单位。

主营产业有液晶显示、集成电路与光伏设备、

广电发射设备、自助服务设备、特种电子元器

件及精密仪器仪表等，产品应用于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等国计民生领域。旗下老工业基地转

型，培育了７９８艺术区、电子城ＩＴ产业园、

兆维工业园、７６８创意园等特色园区。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控实现营业收入１９１亿

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１８６亿元，同比增长

３４．８％，实现利润总额５．７５亿元，同比扭亏

增盈２３亿元，是近几年规模效益增长最快的

一年。其中，ＴＦＴ－ＬＣＤ产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１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９６％；其他产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６２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５．５亿元，同比增长８．７％。

（吕少辉）

【５００千瓦发射机及天线研制成功】　２月２２

日，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中国第一部

新型５００千瓦发射机以及天线试验播出，实现

了当年研制、当年生产、当年安装、当年

开播。

（吕少辉）

【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　５月２６日，在北

京市素质教育工程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 “颁布

实施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规划》暨

２０１１年工作部署大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

通过北京市素质建设工程办公室向北京市电子

工业干部学校颁发了 “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

点”的牌匾，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从 “首都职

工素质教育”培训的１００个站点中选拔出的优

秀站点，获此殊荣的首批站点共５家。

（吕少辉）

【ＩＴ产业园Ａ８楼结构封顶】　７月６日，北

京电子城ＩＴ产业园Ａ８楼结构封顶。ＩＴ产业

园Ａ８楼是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所属

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的重点项目。该楼位

于电子城ＩＴ产业园Ａ区，建筑面积１．６万平

方米，地上７层。由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

司、城乡建设总承包十五分部、大正建设监理

公司、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单位施工，用３个多

月的时间完成了该项目的地面结构封顶，该工

程申报结构 “长城杯”评选，通过专家组

评审。

（吕少辉）

【液晶面板８．５代生产线量产】　９月２７日，

京东方北京８．５代线实现量产，为中国大陆首

条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京东方北京８．５

代线总投资２８０．３亿元，玻璃基板设计产能为

９万片／月，可以实现从１．８英寸～５５英寸全

系列液晶屏的国产化。以京东方北京８．５代线

为核心，北京数字电视产业园已吸引国际知名

企业康宁、住友化学等上游企业以及冠捷科技

等下游企业入驻，拉动总投资达６５０亿元，聚

合了一个产值超过千亿元的产业集群。

（吕少辉）

【自主创新】　年内，北京电控全年研发投入

１７．５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９．４％；完成新

品研发项目４６７项，实现新品销售收入１０６亿

元，全系统申请专利１５４３件 （含发明专利

８２９件，申请海外专利１６５件），是过去２年

的总和。其中，京东方１２５９件，北方微电子

１２７件，七星８３件，兆维２６件，牡丹１９件，

北广科技１２件。全系统取得授权专利７０７件

（其中发明３０２件，海外授权５７件）。京东方

完成新产品开发２５８项，新技术研发项目结题

２３项。ＡＤＳ技术应用于大尺寸液晶面板，

９０６５纳米刻蚀机、立式炉项目通过整线工艺

验证和马拉松测试，６５４５纳米ＰＶＤ、超精细

清洗机设备、气体质量流量控制器研发项目完

成样机装配调试和工艺参数测试。 “十二五”

０２专项３２２２纳米刻蚀机、ＬＰＣＶＤ项目按计

划推进，４５２２纳米ＰＶＤ项目完成立项并正

式启动。七星全自动管式ＰＥＣＶＤ装备的主要

工艺指标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吉乐高度重视

ＬＥＤ封装工艺的研发，累计开发７０余种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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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系列产品，并获得４项发明专利。北广科技

首批５００千瓦发射机及转动天线项目通过广电

总局的鉴定验收。器件集团高精度运算放大器

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参数指标。北京无线电厂

推动新一代ＬＥＤ路灯结构设计，申报３项提

高防水性能的技术专利。飞宇公司完成大功率

驱动器系列型谱项目设计定型及验收，自主研

发的隔离放大器电路实现了替代进口。

（吕少辉）

【重点项目】　年内，北京电控数字电视产业

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配套能力增强。京东方

加快产线产品结构调整，北京８．５代线顺利实

现３０Ｋ产能量产，良品率超过９０％，改写了

大尺寸液晶屏依赖进口的历史。完成４．５代线

产品升级，初步完成５代线向中小尺寸产品的

增值化转型，６代线达到１００Ｋ产能。吉乐１０

英寸以下液晶屏用背光模组灯条配套数量比上

年增长２倍。七星弗朗特３２英寸液晶屏用电

源恒流板通过６代线认证。北广正红多款印刷

电路板产品通过京东方６代线认证并投入量

产。器件集团电子器件内配认证工作启动。北

广科技完成埃塞俄比亚数字电视对比试验项

目，二期工程有序推进。ＬＥＤ产业链快速发

展壮大。北方微电子ＬＥＤ图形化衬底中试线

达到预期建设目标。吉乐ＬＥＤ封装具备月产

８０ＫＫ只的制造能力，室内照明产品实现批量

供货。北无ＬＥＤ照明业务完成地铁九号线科

怡路站、七星天竺办公楼、北工大图书馆等

ＬＥＤ照明示范工程项目。七星启动锂离子电

池装备实验线项目，光伏设备逆势增长，实现

收入翻番，ＰＥＣＶＤ设备持续保持国内市场领

先地位。七星电子晨晶公司成为国防科工局首

批 “宇航级和高可靠”试点企业。器件集团超

小型器件生产线进展顺利，已实现月产销１．２

亿只。兆维无线地磁智能交通感知系统项目完

成望京地区实验网建设，自服整机中标多家银

行和通信运营商采购项目。

（吕少辉）

【园区地产】　年内，电子城投资ＩＴ产业园

Ｂ４、Ｂ５厂房已按合同要求交付客户使用，Ａ７

和Ｃ４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和 Ａ８厂房竣工备案

手续完成，国际电子总部３号地主体工程具备

竣工验收条件。七星光伏产业基地一期工程封

顶，净化车间建设完成。北广集团完成酒仙桥

科技园区整体改造和招租工作。正东设计师大

楼招商率已达８５％以上。牡丹数字电视产业

园、大华７６８创意产业园进入市文化创意产业

规划重点项目名录，成为科学城重点建设项

目。易亨完成易通时代广场改建工程。

（吕少辉）

【文化创意】　年内，北京电控探索符合自身

特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七星举办７９８

艺术节，成为北京标志性文化活动，正东时尚

设计广场开展近百场商业活动，时尚设计、活

动展演、科技体验等核心业态更加突出。方略

拓展新媒体市场，承接了西安世园会、北京科

博会等部分展馆项目。

（吕少辉）

【企业调整退出】　年内，电子城由２级管理

模式向一体化、扁平化管理模式转变。全系统

管理层级压缩，退出４１家劣势企业，通过提

升层级等方式减少４级及以下企业８家。

（吕少辉）

【资本运作】　年内，北京电控企业申请科研

项目资助，共计获得政府支持资金７亿元。与

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协调，理顺０２专项地方配

套资金拨付渠道，北方微电子、七星电子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地方配套资金到位。集团为

系统内企业提供资金、信贷支持，累计调配内

部资金近亿元。京东方利用地方政府招商政

策，通过与相关企业共同开发煤炭资源的方

式，获得５．５代ＡＭ－ＯＬＥＤ生产线建设支持

资金。七星电子非公开发行 Ａ股融资方案获

审批。

（吕少辉）

【集团化建设】　年内，北京电控新增制度２０

项、流程３７项，强化了总部专业化职能。财

务管控及国有产权变动监管，共办理各类产权

事务４０项，完成全系统资产清查。启动二级

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京东方科

技、电子城投资、七星电子、北广科技共４家

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要

求，建立或完善了内控体系。

（吕少辉）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北京电控加强领导

班子建设，修订对所属单位负责人的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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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善二级企业领导班子。全年共引进各类

专业人才１１２９人，其中博士２３人、硕士２５２

人，京东方、七星、北方微电子等企业积极申

报了国家某某计划和北京市海聚工程。全年各

类专题研修班共有５００人次参训，电控讲坛培

训超过２０００人次。电子党校、信息学院、高

级技工学校为全系统培训干部近万人次，培养

各类专业技师近３００人。

（吕少辉）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简称京城机电）实现营业收入１９４．５

亿元，完成年度激励目标的１０２．４％，完成年

度考核目标的１１１．１％，同比增长２３．６％；实

现利润总额７．５亿元，完成年度考核目标的

１０５．６％；应收账款净额为３１．８亿元，控制在

预算目标３２亿元以内。

引入航天产业基金等战略投资，制定了外

派财务总监管理办法，实施了非经企业集中管

控方案，２３．９６万平方米物业移交协议获得国

资委许可批复，部分非经资产移交房地集团。

组建了资产管理公司，完成北重厂供暖资产向

北京热力集团的移交，首次把系统企业与工业

物流公司之间协同采购指标列入企业考核内

容。成立北京京城华德液压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解决长期制约液压产业发展的体制问题。

按照优势互补原则，启动北京锅炉厂和机电院

股份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和业务合作。

实施总部组织机构改革。对本部组织机

构、部门职能、岗位职责和定岗定编重新梳理

和设置，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修订薪酬管理办

法、挂职人员管理办法。增加了总部市场营销

职能，启动了品牌战略规划项目，推进以市场

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大新产品研发

力度，对企业研发支持投入共计１．１４亿元，

重点支持新能源、环保、发电、机床、气体储

运等主要业务板块１４个研发项目。全系统研

发投入共计７．６６亿元，获得专利１２１项，其

中发明专利２６项，实用新型专利９５项。实施

重大研发项目７２项，其中承担国家级、市级

重点研发项目１９项，实施技术改造１０项。

（柳 娜）

【改革重组】　３月，北京市电线电缆总厂与

北京国际商务中心区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拆迁协

议，拆迁腾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郎家园８号

土 地 面 积 ３５２９７．９ 平 方 米， 建 筑 面 积

４１５０１．４２平方米。７月，电线厂搬迁到通州比

泽尔厂房，使用面积约８０００平方米，企业生

产正在恢复。３月，原北京建筑机械厂位于三

河市李旗庄的３４２２１．８平方米土地划转到京城

机电控股公司，取得新的土地证。８月３１日，

北京重型电机厂供暖锅炉房 （净资产１８２．７９

万元，土地面积２２９３０平方米）按照现状移

交、人随资产走、负债随着资产走的原则，无

偿整建制移交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北重厂动力能源部７５名员工整建制调出。

９月１５日，北人股份公司下属北京北人京延

印刷机械厂由联营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月２６日，北京京城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公司及企业１０块房地资产 （土地面积

约８．０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６．１１万平方

米）以１２月３１日为划转时点进行账务处理，

划入资产管理公司，具体包括公司比泽尔物

业、三河新北建物业、华威小区裙房、叉车厂

丰台地块，北起厂工具通州地块、嘉都大厦，

承发包公司华威西里８号楼底商、华威西里小

区配套楼，电线厂名敦道Ａ９商业楼，二机床

朗琴国际。

（张永君）

【技术改造与成果】　５月１８日，京城重工汽

车起重机底盘生产线改造试运行启动仪式在台

湖生产基地举行。实现２０吨～１００吨１３个规

格起重机底盘的设计、生产能力，实现了

８吨～７５吨汽车起重机设计、批量生产能力。

改造后产品可涵盖２５吨～７５吨汽车起重机底

盘，达到了年产１０００台的产能。

（昂登华）

【节能环保】　６月３０日，北京天海工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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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清洁审核工作顺利通过了市发展改革委、

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的清洁生产审

核阶段性验收，１１月２２日在市发展改革委网

站公示。此次审核工作共确定清洁生产方案

３６项，其中２６项无／低费方案全部实施完成，

８项中／高费方案实施完成５项。已实施的清

洁生产方案实现年节电２８．３３万千瓦时，节水

１９０吨，减少油漆消耗２６吨，减少废机油４８０

公斤，年经济效益达到６１．５４万元。

（王鸿志）

【工业园区建设】　７月２４日，北京京城机电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房山区与房山区人民政府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市副市长苟仲文及相

关委办局领导参加签字仪式。协议初步约定，

房山区人民政府提供８６．６７公顷土地供京城机

电打造 “京城机电高端装备制造工业园区”

使用。

（张永君）

【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　年内，北一数控与

韩国ＤＳＫ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北一德思凯技术

工程技术公司，进入机床再制造领域。北一数

控成功收购意大利Ｃ．Ｂ．Ｆｅｒｒａｒｉ集团，获取了

叶片铣床领域的高端技术。京城重工成功研发

了１００吨起重机、１６０吨全路面起重机等高端

产品，丰富了起重机产品系列。实施汽车起重

机底盘生产线升级改造，具备了年产１０００台

汽车起重机的产能。天海公司实施天津、廊坊

等生产基地扩建项目，推进车用铝内胆全缠绕

气瓶、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低温液体汽车罐

车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进程。巴威

公司研发百万超超临界锅炉，取得订单并投入

市场。启动百万无烟煤塔式锅炉和百万褐煤塔

式锅炉等新产品的研发。北重汽轮公司成功研

发３５０兆瓦超临界汽轮机、６６０兆瓦超超临界

汽轮机，６６０兆瓦水氢氢汽轮发电机组等产

品。３５０兆瓦超临界汽轮机投入市场，成功运

行。呼和浩特市生活垃圾生化处理厂升级改造

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台州固体废弃物再生利

用产业转型升级示范项目完成地勘，建筑方案

通过专家评审。华德公司推进工程机械关主液

压件项目实施，该项目工程阀、通轴泵相关设

备招标基本完成，通轴泵实现小批量生产。

（甘晖容）

【投资合作】　年内，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系统投资新设公司项目１１项。北京

京城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于１月１３日投资设

立北京京城新能源 （酒泉）装备有限公司；４

月７日投资设立北京京城新能源 （包头）装备

有限公司；４月１１日投资设立北京京城新能

源 （达茂）装备有限公司；４月１８日投资设

立北京京城新能源 （克什克腾）装备有限公

司。７月１５日，由北京北一数控机床有限责

任公司与韩国ＤＳＫ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北京北

一德思凯机床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７００万元，北一数控占７０％，韩国 ＤＳＫ 占

３０％。从事机床、生产线等机械设备再制造、

维修、改造、安装、售后服务和备品备件销售

等业务，并为用户提供机床设备的再制造、翻

新改造升级服务。８月２７日，由北京毕捷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能通租赁公司共同投资

注册成立北京京城电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毕捷电机占４９％，

能通租赁占５１％。开发和利用毕捷电机厂房

土地，将建设大型的园林式高端科研与创意产

业园。１０月２６日，由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与北京市电线电缆总厂共同投资成立

北京京城机电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２亿元，京城控股占６０％，电线电缆占

４０％。对京城控股经营性房地资产进行了集中

管控。１０月２８日，由北京京城环保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与南通天义环保能源设备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成立北京京城天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京城环保占８０％，

南通天义占２０％。在延庆县建设废塑料标准

示范生产线，实施生活垃圾废塑料综合处理与

资源化利用项目。１１月２日，由北京京城机

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成立北京京城华德液

压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２亿元。１１

月２日，由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成立北京京城长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２亿元，发展挖掘机业务。

（杨 岚）

【股权收购增资项目６项】　年内，京城机电

实现股权收购项目３项：７月２６日，北京西

海工贸公司收购上海裕生特种线材有限公司持

有的北京毕捷电机股份有限公司３．８％股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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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１１月１８日，北京北一数控机床有限责任

公司通过京城控股 （欧洲）有限公司整体收购

意大利法拉利机床集团项目；１２月２７日，北

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收购日本长野工

业株式会社项目。向现有企业增资项目３项：

７月２６日，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向上海天

海德坤复合气瓶有限公司单方增资２０１．７４万

美元，上海天海德坤复合气瓶有限公司总投资

额从１４０万美元增至３４１．７４万美元，注册资

本从１００万美元增至３０１．７４万美元，北京天

海占８７．８４％，韩国吴寿宗占１２．１６％；６月８

日，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向北京攀尼高空作

业设备有限公司增资１７２６．９２万元，攀尼公司

注册资本由２７３．０８万元增至２０００万元；６月

３０日，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向北

京市液压技术研究所增资２３２万元，液压所注

册资本由６８万元增至３００万元。

（杨 岚）

【自主创新与科研】　年内，重型立式铣车复

合加 工 中 心 系 列 中 ＢＶＴＭ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ＢＶＴ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 等 新 产 品 研 制 完 成，

ＢＶＴ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交付客户江苏兴业公司。

ＸＫＡ２８１０５×３００数控桥式龙门镗铣床在ＣＩ

ＭＴ２０１１国际机床展上，被国家能源局能源节

约和科技装备司授予优秀合作项目奖。国家科

技重大课题项目Ｂ２－Ｋ３０００高精度柔性复合

磨床通过了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的组终审验收。

自主开发的６６０兆瓦超超临界汽轮机通过了中

国机械工程联合会、中国动力工程学会联合组

织的技术评审。国内首创虹吸式低温液体贮罐

研发成功。自主设计研发的首台ＩＳＯ２０型罐

式集装箱研制成功并交付澳门客户。国内首台

５轴１６０吨全地面起重机 （ＱＡＹ１６０Ｅ型）研

制成功。污泥干化焚烧成套装备产品研发项目

完成课题任务目标，中标全国重点实施的污泥

项目之一 “上海竹园污泥处理工程主体工程设

备设计、供货及安装工程”。多功能塔处理设

备、星盘筛垃圾分选设备２项专利获得国家产

权局批准。

（昂登华）

【培训工作】　年内，京城机电人力资源部先

后举办一系列培训。４月，举办了控股公司人

力资源系统社会保险法培训班，培训内容涵盖

工伤、医疗、劳动合同等内容，培训人数８５

人。５月和１１月，对新加入本部的３１名员工

举办入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公司管理制度、

办公平台使用、财务行政等相关工作流程。３

月，与北京工业大学紧密沟通，共有二机床、

北开电气的２名技术人员考取了工程硕士。９

月，举办了工程硕士辅导班，６０名来自下属

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辅导，并参加工程硕

士联考，有２０人考取了北京工业大学工程硕

士。９月２２～２３日，系统内企业的３１８名刚

入职大学生参加入职培训，学习了企业文化、

公司制度等内容。８月１２～１３日，举办控股

公司本部员工团队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拓展、

ＣＳ、参观、主题晚会等。

（董志学）

【内部管理】　年内，全系统共开展经济责任

审计２８项、建设项目审计９０项、年报跟踪审

计２３项、内控评审３９项、专项资金审计２０

项、财务收支审计３７项、经济效益等其他专

项审计７５项。提出管理建议２９７条，已跟踪

改进落实２４７条。组织系统培训２次、座谈交

流３次、业务互动１０次。控股公司内部审计

荣获 “北京市内部审计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称号。

（王克强）

【效能监察】　年内，京城机电全年共立项４１

项，其中本部首次立项５项，所属单位立项

３６项，项 目 办 结 率 ９２％。总 体 实 现 效 能

１０８３５．４７万元，其中避免经济损失３４１２．２６

万元，挽回经济损失８７９．２万元，增加效益

６５４４．０１万元。查堵漏洞８项，健全制度完善

流程共８３项，提出改进管理建议１３０条。

（高虎男）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京仪集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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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工程设计

和系统工程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注册资金１０

亿元，拥有控股子公司１６家、科研院所３所、

科技孵化平台１家、高级技工学校１所，与

ＡＢＢ、艾默生、奥林巴斯等多家国际公司建立

了长期合资合作关系。

京仪集团重点发展自动化系统及仪表

（Ｃ）、科学仪器 （Ｉ）、电力电子和新能源 （Ｅ）

三大产业板块，并以此为基础向节能、环保、

安全等新领域拓展。自动化系统及仪表产业具

有完整的自动化仪表产业链，具备为客户提供

自动化领域全方位解决方案和 “交钥匙”的工

程能力。科学仪器产业主要产品包括分析仪

器、测绘仪器和真空仪器等，产品具有智能

化、专用化、小型化和联用化的特点，同时提

供环保监测、生命安全等领域的解决方案。电

力电子和新能源产业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较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同时为用户提供电力

电子元件和电源装置。

年内，京仪集团加强企业技术中心能力建

设，使企业技术中心在解决企业产品发展关键

技术、产品核心部件和关键工艺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集团以光伏研发资源为基础，申请组

建北京市光伏装备工程实验室和北京市光伏装

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京仪集团科技孵化器已

通过北京市及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认证，成为

第一个国家级仪器仪表专业孵化器。国有及控

股企业全年科技投入占同期主营业务收入的

５．１８％。集团高新技术企业１８家。３０多个项

目列入国家和省部级计划，６７项产品通过北

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定，４项产品批准为北京

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１６项 （次）产品

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或政府发明奖，２３９项产

品列入集团重点研发项目计划。集团拥有７家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２７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授权专利１６７项，其中发明专利２１项、实用

新型专利１３６项、外观设计专利１０项，登记

软件著作权３８项。完成 《“十二五”规划纲

要》编制，并通过董事会审批。

２０１１年，京仪集团国有及国有控股总资

产５６．２亿元，净资产２９．７亿元，主营业务收

入２７亿元，利润总额１．５亿元。

（付宗义）

【与北控集团重组】　７月１日，北控集团和

京仪集团实施重组，京仪集团的国有资产无偿

划转给北控集团，由北控集团对其行使出资人

职责。北控集团和京仪集团共同组成了综合、

财务、党务、运营４个对接工作小组，抽调相

应职能部室工作人员，开展重组工作。京仪集

团各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落实了责

任部门和责任人，定期召开工作会议，交流情

况、解决问题，全力推进重组工作的实施。迅

速完成了京仪集团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内容

的变更手续。８月２日，取得了新的工商营业

执照，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重组，为进一步实

施工作对接、人员对接、制度对接、资产对接

奠定了基础。

（付宗义）

【内控体系建设】　年内，京仪集团加强内控

体系建设。完成了办公自动化项目主要流程调

试，开始正式运行。研究重组后内外部资源环

境的变化及北控集团各相关业务领域的需求，

完成了与北控集团 “十二五”规划的合并稿及

实施方案。完善了京仪集团会计科目体系，提

高了会计信息报告质量，制定了与信息化工作

相配套的财务信息化管理制度。推进 “十二

五”规划重点投资项目的实施，完成股权投资

项目８项，投资额４．３４亿；共退出１４家劣势

企业；确定并实施了与京仪科技股份公司全面

预算与运营监控的衔接办法；组织试点企业贯

彻实施 《物资采购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成立

检评小组，进行了量化检评，提出改进建议。

启动高端人才培养计划——— “翔鹰计划”，引

进２位博士后进站工作，与天津大学合作的培

养工程博士试点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批，受市科

委委托制定了企业科技新星培养标准，并成为

首批企业科技新星试点单位。完成了２１家二

级企业２０１０年经营者年度薪金收入、财务预

算决算审计，进行了４家企业主要经营者离任

审计。组建集团法律事务部。创建安全质量标

准化达标企业工作，增加安全生产检查频次，

扩大安全隐患排查范围，加大隐患治理力度。

全系统２０１１年安全生产形势处于良好稳定

状态。

（付宗义）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京仪集团通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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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人才市场、业内人士介绍等方式共招聘

各类适用人才４８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６人，管理人员１４１人，技能人员１５６人；

博士７人，硕士４８人，本科１７６人，大专

１０３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占４７．２％；高级职称

１１人，中级职称３２人。

（付宗义）

【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年内，京仪集团电影

所获得北京市科委的研发经费支持，发挥自身

的技术优势，协助北控绿产公司完善ＣＰＶ相

关技术方案。光电所有６种产品进入定型阶

段，５种产品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开展具有传

统优势的军用光电测试仪器的研发，共开展了

１１项军品研发工作，其中新立项２项，完成３

项。自动化院开展分析仪器自动进样机系列产

品的研发，入选北京市科委２０１１年度科研院

所 “双十计划”。京仪集团７家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全部通过了年度评审。京仪科技孵化器在

通过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北京市高

新技术产业专业孵化基地”认证的基础上，去

年被批准为 “北京市战略新兴产业孵育基地”

和 “市商委孵化器出口贸易服务平台”，获得

政府资金支持。努力提高专业服务能力，组织

入孵企业申报国家科技部、北京市、海淀区等

项目１５项。组织京仪海福尔、敬业科技、远

东有限等企业与入孵企业及中科院相关院所进

行成果转化对接，取得良好效果。北京市物联

网关键应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北京市太阳能

光伏核心装备技术工程实验室、北京市光伏关

键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得到了北京市政

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其中，物联网工程中

心和光伏工程实验室被列入北京市第一批重点

工程技术中心和实验室名单，物联网工程中心

被推荐为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京仪绿能、敬

业科技、电影所３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京仪集团高新技术企业达到２９家。京仪

集团组织相关企业申报各类政府支持项目３０

余项，通过１５项。作为科技部全国十家创新

方法应用示范单位之一，京仪集团与天津大学

精仪学院合作共同开展了创新方法培训工作，

取得较好的成效。根据新修订的 《科技成果奖

评审奖励办法》完成了２０１１年度京仪集团科

技成果奖评审工作，共有１５项成果获奖。

（付宗义）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化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３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８％；实现利润

４５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６７．１％；市国资委考核

的３项基本指标 （利润总额、ＥＶＡ值、净资

产收益率）和４项分类指标 （成本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

率、技术投入比率）全面完成。安全生产、环

保、消防、治安、交通等工作也较好地完成了

任务。全年经济总量、效益水平、运营质量继

续提升，全面完成了集团公司２０１１年经济运

行的各项预算指标。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制

造业企业的人均销售收入为４１．２万，同比增

长１１．４％。节能减排有效推进，集团公司万

元产值、增加值单位能耗在 “十一五”降低的

基础上，继续减少。房地产开发及物产置业管

理迈上新台阶，武夷山房地产开发项目全面施

工，全年完成销售合同额１４０００万元，物产置

业收入总量同比增长１６．８％；平均单位面积

上缴收益同比增长９．６％。北化集团全年全口

径税费上缴２０３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２６％；市

国资委口径税费上缴１５９００万元，同比增长

３２％，比营业收入增长率高出３．２个百分点。

（蔡玲红）

【新建和技改技措项目】　８月，３０００吨／年锂

离子电池电解液二期 （技改）扩产项目投料试

车成功。年内，完成产品销售１２００吨。与之

配套的化工基地２座甲类库房和污水处理装置

完成。新增６０００吨／年聚氨酯黏合剂项目一次

投料试车成功，生产效率提高４３％，吨产品

能耗下降４０％。技改技措项目主要包括化工

基地、华腾橡塑的２个 “煤改气”工程，高等

级手套和胶板生产线升级改造，３０００吨／年无

卤工程塑料技术改造，化工基地消防、安防、

监控 “三位一体”技改整合等项目，取得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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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提质降耗、加强管理的成效。全集团

ＮＣ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启动

试点。

（蔡玲红）

【推进筹备项目】　年内，全市危险化学品物

流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完成 《项目建议书》。甲

醛二期扩产等一批筹备项目，分别进入项目建

议书、可行性研究或论证阶段。对外合作项目

展开谈判，主要包括与日本三菱化学合作生产

液晶面板彩胶、与美国 Ａｎｓｅｌｌ公司合作生产

高等级乳胶制品、与美国Ａｓｈｌａｎｄ公司及德国

汉高公司合作生产黏合剂等项目。金晶玻璃配

套气体项目启动了组建新的合资公司的谈判

工作。

（蔡玲红）

【研发工作】　年内，化工研究院的 ＰＰＯ／

ＨＩＰＳ／ＰＡ合金材料、阻燃增强ＰＢＴ工程塑

料，华腾新材料公司的无溶剂、醇溶性聚氨酯

黏合剂，化学试剂所的高电压、低温、凝胶电

解液，亚科力公司的玻纤 ＧＦＭ—２１３Ａ 成膜

剂、塑－塑复合胶，华腾大搪公司的草甘膦瓷

釉，华腾橡塑的耐高压绝缘胶板、新型家用手

套等一批新产品，进入市场。６个重点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工作开始启动。全年完成研发

投入４０００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１．３％，

为年度预算指标的１４３％。

（蔡玲红）

【扶优扶强】　年内，北化集团通过银行向优

势产业、优势项目、有发展后劲的１２个企业，

累计提供委托贷款３０３８０万元，同比增长

５２％，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年。

（蔡玲红）

【调整优化资本结构】　年内，北化集团整合

与美国普莱克斯公司几个合资项目的股权，促

进了集约化管理。对化工研究院、旌凯华冠、

化工实验厂等企业投资的１０家四级单位进行

层级提升、重组或清算。“两个东光”的重组

实施方案已完成２个企业的注销、划转，启动

１个企业的清算。７月份完成供销公司破产收

尾工作。橡胶五厂破产后，进入资产评估备案

和变现程序。启动泛洋华腾、华腾东光瑞博龙

公司、染料厂西染公司、集体企业安邦公司的

清算工作。对化工实验厂的黄油、ＰＥ项目实

施停产整顿。

（蔡玲红）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引进大学毕业生

１０７人，同比增长１倍多，其中硕士２０人、

博士２人，从事主导产业、重点产品发展的相

关专业人才占到７０％。继续开展新入职大学

生、研究生津贴制度试点工作。华腾大搪、华

腾华毅、化工研究院等单位出台针对大学毕业

生的住房补贴、外派工作津贴等办法。举办安

全管理、节能减排、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等专业培训班９期，培训３７８人次；特种作

业、高技能人才培训班３期，培训２２５人次；

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特殊人才定向培训班５

期，３１９人次。与北京化工大学合作，举办２

期４５人参加的 ＭＢＡ、工程硕士培训班。全年

共有３７人申报高级职称、４７人申报中级

职称。

（蔡玲红）

【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年内，表彰了１０个

“十一五”科技进步奖项目、１７名先进科技工

作者，启动专业技术带头人制度，首批选聘６

人。技师学院建立数控机床 “首席技师工作

室”。试剂所、技师学院等单位建立责任工程

师等制度。试剂所充分利用中关村示范区政

策，加大科技人员参与研发成果收益分红的力

度。华腾橡塑出台知识产权、新产品奖励等

办法。

（蔡玲红）

【制度建设】　年内，新出台了５项、重新修

订了１６项管理制度。四季度重点对１７个企业

的制度建设情况进行了集中检查。全面完成了

“五五普法”工作，１个企业被市国资委授予

“五五普法”先进单位，１名法制工作者被评

为北京市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

（蔡玲红）

【审计监督】　年内，全系统有专 （兼）职审

计人员７８人，集团公司审计部完成７户企业

的财务收支审计、３名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离任

审计、７个基建工程审计、９户企事业单位的

专项审计。针对６户母体企业修理、修缮和化

工基地大中修项目，工程造价审计４８项，审

减额５０９万元；针对９户企业的３７项工程项

目，审减额５０６万元。审计部被市审计局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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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内部审计先进集体”。

（蔡玲红）

【社会化服务产业】　年内，技师学院被评审

列入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全国有

１０家，北京市只有１家）和 “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职防院在取得 “全

国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甲级资质”之后，

向全国１０多个省区扩展，全年完成评价项目

１１４项，同比增长６０％。华腾通标公司完成市

质监局下达的２次市级监督抽查任务，抽检企

业６１家，完成各类委托检验１５００余批次，开

展了２项国标和６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劳

务派遣和职介服务工作全年完成收入９００万

元，劳务派遣用工和人事代理单位达到４７户、

８６０人，并为部分调整企业的４７１名退休职工

提供服务。三产企业全年完成营业收入７００万

元。大有公司在搬迁之后克服困难，加强市场

开发，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１１％。

（蔡玲红）

【专项管理工作】　年内，完成二级企业 “十

二五”规划的批复工作；加强对企业管理费

用、销售费用的跟踪分析，２费合计比全年预

计同比降低２．５％，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下降０．２７个百分点。全年减少退休返聘人

员１０３人，４户母体企业减少在岗人员２５人；

完成聚氨酯黏合剂等４个工程项目的竣工验

收；完成乙烯债转股遗留的大郊亭土地置换和

地上物腾退拆迁工作。

（蔡玲红）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京煤集团全力推进战略转

移和产业转型，加快实施资源整合和结构调

整，实现 “十二五”计划良好开局。全年营业

收入１７８．７７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２．０５亿元，

为上年的１５３．１６％；实现利润１３．９０亿元，

比上年增加７．５４亿元，为上年的２１８．７７％；

资产总额３１４．２３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２．１４亿

元，为上年的１２４．６５％。各项经济指标均超

额完成。

煤炭主业战略扩张效果明显，推进煤电、

煤机、煤化工项目落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开发

的红庆梁煤矿列入区 “十二五”规划，工业广

场选址、矿井设计方案等建设前期工作正在进

行。与京东方公司达成战略合作，收购京东方

能源公司２０％股权，为开发建设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井田打下基础。注册昊华能源香港公

司，为国际化发展搭建了平台。改革采煤方

法，薄煤层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应用成功。全

年煤炭产量８７７万吨，其中北京地区煤矿产煤

５０１万吨，内蒙古地区的高家梁煤矿产煤３７６

万吨。全年机械化采煤产量６３０万吨，占全部

矿井产量的７２％，为煤矿机械化采煤率最高

年份。煤矿年产百万吨煤炭死亡率为０，百万

吨死亡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昊华能源公司股

票２０１１年度入选上市公司治理指数样本股，

被评为 “２０１１中国上市公司最具竞争力１０

强”和 “２０１１中国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１０

强”，昊华能源公司管理层荣膺中国证券 “金

紫荆奖”的 “最佳管理团队”。

城市服务业形成以现代物流为主导、以旅

游饭店和物业经营为支撑的产业格局。控股成

立北京金泰新钢联科贸有限公司，在大兴经营

仓储物流，年收入７．８亿元。金泰港物流园的

经营交易区动工建设。经营汽车贸易，向外埠

拓展二手车和大客户市场，发展高端品牌和进

口车业务，延长产业链，在北京限购情况下销

售收入４．６亿元。旅游饭店业取得出境旅游业

务经营许可，有１１家宾馆饭店分别被认定为

四星、三星等星级资质。发展旅游会展业务，

全年承办国内国际大型会展活动５０余起，承

办职工疗养活动５０多批次。物业经营优化客

户结构，以提升经营品质吸引高端大客户入

驻。向外埠管理业务发展，注册成立天津分公

司。北京市煤炭节约办公室节能监测站更名为

北京节能技术监测中心，拓宽节能服务领域。

房地产业立足北京，涉足海南、天津、辽

宁、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项目涵盖

棚户区改造、小城镇综合开发、保障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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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级联动、高中档商品房、休闲地产、酒

店、文化广场等多个领域，共有一级开发项目

４个，总规模１３３３．３３公顷；二级开发项目１９

个，总建筑面积超过３００万平方米。启动 “工

矿棚户区改造方案”，王平、杨坨、房山３个

项目地块安置房建设全面开工。

民爆化工业和机械电力业加快科技创新，

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京煤化工公司研制的地

震勘探雷管、雷管自动装配机投入生产，研制

的新型卡口机、雷管自动装填生产线取得阶段

性成果，京煤化工公司通过 “北京市高新技术

企业”和 “北京市市级技术中心”认定。京煤

集团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建设的煤机制造

维修基地完成生产车间和综合楼的主体工程，

在北京门头沟地区建设的京煤机械装备产业园

开工建设。研制的薄煤层综采支架成功应用于

北京煤田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机械化采煤工作

面，研制的高端悬移支架销售安徽淮北煤业集

团等外埠煤炭企业。鑫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加快立体车库高端产品研发，完成第二代纵向

搬运技术研究，被评为 “中国停车设备行业优

秀企业”。设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京海发

电公司获准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电力多边交易市

场，获得脱硫电价。

京煤集团遵循 “绿色、安全、转移、转

型”的战略指导方针，调整产业结构。关闭了

以生产煤矸石砖为主要产品的高耗能企业昊泰

建筑材料公司，将设在门头沟城镇地区生产水

煤浆的京浆公司停产，将上年停产的煤矸石热

电厂资产处置后划入物业公司管理，将昊煜公

司水泥厂、达兴公司划归金泰集团进行专业化

管理经营。全年京煤集团工业生产单位生产耗

能４．４５万吨标煤，同比下降８．２４％；生产单

耗０．０８吨标煤，同比下降２７．２７％。进行生

态涵养建设，以自行栽植、参加地方、以资代

劳等方式，植树７９１０４棵。

制定发布集团 “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

将人才建设纳入企业考核指标。加强领导班子

和领导人员队伍建设，全年调整中层以上领导

７９人次，采取民主推荐方式集中调整后备领

导人员５７８名。推进人才培养和引进，１３名

集团高管和中层经营管理人才进入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国外攻读 ＭＢＡ、ＥＭＢＡ，４８人参

加辽宁理工大学联合开办的工程硕士班学习，

推荐９８人参加工商管理硕士联考，举办高级

职业经理人和董事长培训班，１０４人参加，高

技能人才培训鉴定和职称评定１３１２人，引进

人才２６人。培训生产一线和高技能人才，有

６２人获得技师和高级技师证书。对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创新成果进行表彰，有４６项创新成果

获奖。评选出京煤集团成立十周年期间的 “科

学发展十件大事”，评选出经营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操作技能岗位３个方面的 “十大

杰出人才”。开展劳模选树工作，２人获得全

国 “五一劳动奖章”，２人获得 “首都劳动奖

章”，１个单位获得 “首都劳动奖状”，１个班

组获得北京市 “工人先锋号”称号。修订京煤

集团企业文化体系，制发了新的企业文化手册

和文化理念宣传片。

开展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命名１３

个集团公司级职工创新工作室，形成集团公

司、二级单位职工创新工作室管理体系。集团

公司９０．２％的员工参与了经济创新活动，职

工技术培训３７６６０人次，进行技术比赛６４７

次。全年创新技术１８５项，创新工艺４３项，

创新产品４１个，创新服务管理模式１９３项，

创新操作方法９０个。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

５１１６条，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岗位立功活

动共创效益１７９３万元。建立劳动关系调解中

心，有１００人参加培训并取得 “调解员资格

证”。

实施民心工程，改善员工生活。通过持续

分售集资房、团购商品房等形式，一批员工住

上新楼房。其中，销售西筛选四期项目集资房

２７０套，优惠配售绿岛水岸项目商品房１２５

套。参与首都西部大开发，支持和配合政府实

施城镇化建设，履行国企承担的社会责任，保

证了工矿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解决了大量棚

户区改造和员工搬迁中遇到的问题。增加工

资，员工人均收入大幅增长，困难和特困员工

人数比上年减少４５％。再次提高了企业补充

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实施 “送温暖”活动，筹

集慰问金总额３１３万元，慰问困难员工１８５６

户。开展助学活动，筹集资金８９万元，资助

困难学生５６５名，昊华能源公司还为职工子女

考上大专以上学校的７９个家庭发放了育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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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的３年中，京煤集团拆除

老旧危房１９万平方米，涉及住户６２３９户；翻

建、改造房屋３．９６万平方米，解决５７１户住

房；新建宿舍楼０．６４万平方米；对２３栋住宅

楼进行了平改坡或外墙保温；完成５３０７户用

电、８４５０户市政供水、４７００户天然气入户改

造工程，配合修建了清水涧至千军台的矿区公

路一期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底，京 煤 集 团 在 册 员 工

２７８５１人，其中农民工９１７８人，干部６３９３

人，京煤集团直管基层单位１８个，其中公司

法人单位９个，事业法人单位２个，非法人单

位７个。

（汪智利　潘会楼）

【煤炭生产】　年内，京煤集团加强矿井技术

管理，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完善工作标准和规

范，提高了煤矿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员工的操作

能力，采煤方式、方法实现多项突破。４月

份，北京第一个薄煤层综合机械化开采工作面

在大安山煤矿开机。９月份，第二个薄煤层综

合机械化工作面在木城涧煤矿千军台坑投入生

产，为首次在不稳定薄煤层工作面实施综合机

械化采煤。１１月，矿用移动式连续性混凝土

搅拌系统在大安山煤矿通过验收，提高巷道喷

射混凝土支护强度。木城涧煤矿在煤层倾角

６２度的急倾斜工作面实施综合机械化采煤，

创国内急倾斜综合机械化采煤纪录。加强矿压

监测和矿井水监测，推广使用瑞利波探测仪、

高分辨电法仪和钻孔成像仪等设备，丰富了地

质探测手段，长沟峪煤矿还建成应力集中声电

实时监测预警系统。煤矿调整劳动组织，推广

应用新技术、新装备，加强专业生产、集中生

产，提高了劳动效率，减少了用工数量。投资

进行矿井补充勘探，加强煤炭资源管理，完成

矿产资源管理示范项目，取得中央财政补助专

项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在京煤矿的资源开采情况

均通过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审核及现场验收。

完善煤炭生产工艺流程，细化工种岗位，密切

产、运、销衔接，保证了均衡生产。昊华能源

公司及所属各煤矿均完成开拓煤量、准备煤

量、回采煤量的计划指标。其中，公司开拓煤

量可采期４．１５年，准备煤量可采期１９．４８个

月，回采煤量可采期１０．１１个月。全年产煤

８７７万吨，其中北京地区产煤５００万吨，与上

年持平；内蒙古地区高家梁煤矿产煤３７７万

吨，比上年增加４０万吨。煤矿机械化产量

６３０万吨，占矿井回采产量的７２％。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为零，创安全生产历史最好水平。

（汪智利　潘会楼）

【煤矿安全】　年内，京煤集团加大煤矿安全

生产管理力度，安全生产创出历史最好水平。

构建安全监察体系，明确主体责任，严格流程

控制，完善安全措施，强化奖惩机制，设立

５００万元安全奖励基金。构建安全教育培训体

系，对副班长、班长、安全监察人员以及煤矿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全封闭军事

化训练，井下一线单位每月一次全员脱产培

训，井下辅助单位每月业余培训，共组织军训

１９期，培训班队长９０５人。进行矿井安全避

险建设，投资３２５２万元，完成矿井监测监控

系统、矿井供水施救系统、矿井压风自救系

统、矿井联系通讯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

矿井应急避险系统共６个方面的避险设施设备

建设。进行矿井信息化建设，利用物联网技术

对瓦斯、顶板、采面、重点设备、重点岗点监

测监控，进行隐患排查治理，辨识危险源和安

全评价，提高安全管控水平。开展矿井质量标

准化达标活动，在煤巷掘进、岩巷掘进、采

煤、通风、机电、运输、运销等专业中组织安

全生产标准化竞赛，对标杆段队进行奖励，为

示范岗点挂牌。开展安全文化建设，修订并完

善了安全文化管理体系。全年发生工业死亡事

故１起１人。煤矿总产量８７７万吨，煤矿百万

吨死亡率首次为零，负伤率６．６６‰，负伤率

同比降低３．５‰。

（汪智利　潘会楼）

【煤炭销售】　年内，京煤集团煤炭产品经营

业绩良好。煤炭产品严把质量关，对煤质、块

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对生产煤矿和区队予以考

核，进行奖惩。煤质管理人员跟踪生产流程，

及时采样化验，提供数据为生产和销售服务。

在市场多变的情况下，建立市场调节机制，优

化产品结构，北京地区产煤针对３个煤种共进

行３次价格调整，增收２５１６万元。针对小混

中块煤客户多、单个客户用量较小、流向比较

集中的特点，采取小混中块煤竞价销售方式，

·５７１·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增加了小混中块煤的销售收入。调整产品结

构，调整市场煤和冶金煤销售比率，实现年销

售总量最低销售收入最高。加强与铁路、港口

部门协作，解决煤炭输往京唐港的铁路运力问

题，减少了煤炭输往天津港的压力，实现京

唐、天津两港装船，全年集港装船数量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加大铁路运输量，实现第一次全

年杜绝汽车运输集港，节约了运费，降低了运

输途中丢煤风险。京煤集团内蒙古地区高家梁

煤矿产煤，在当地煤炭市场供大于求但洗精煤

畅销的情况下，及时开发末煤用户，采取洗精

煤和末煤按１∶２比例销售方式，平衡煤炭品

种销售，洗精煤销量占全矿煤炭总销量的

３７．４１％，洗 精 煤 收 入 占 煤 炭 总 收 入 的

５０．３％，保证了全年煤炭销量和利润的完成。

全年调整煤价８次，签订合同用户２７家。京

煤集团整合煤炭营销结构，成立昊华诚和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和济南京煤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汪智利　潘会楼）

【完成市政府燃料储备任务】　年内，京煤集

团在煤炭和燃料油资源紧张、价格上涨的情况

下，拓宽货源渠道，疏通铁路运输车辆，完善

储存场地和设施，为北京市冬季供暖准备出充

足煤炭。其中，金泰集团所属金泰燃料公司完

成北京市政府冬季供暖燃煤应急储备２０万吨，

燃料油应急储备３０００吨，在外埠张家口中转

储备煤炭５万吨。金泰集团房山公司完成房山

区采暖煤１０万吨，完成房山区政府应急煤炭

储备１万吨，中标电力设备总厂和西潞园供暖

中心供暖煤３万吨。金泰集团全封闭式煤炭储

备基地建设，已列入北京市国资委 “十二五”

建设项目数据库，京西国宾运输公司撬装站投

入运营，大兴物流园撬装站选址工作完成。

（汪智利　潘会楼）

【民用煤供应】　年内，金泰集团完成北京市

城区民用煤供应任务。全年累计销售蜂窝煤

５．３５万吨，其中型煤直接配送２．７５万吨。在

资源储备上，依托京煤集团所属煤矿，储备了

１０万吨低硫优质原料。在原料购进、运输装

卸、加工生产等环节不断加大成本的情况下，

加强管理，改革工艺，合理安排销售流程，开

发多种经营项目，消化煤炭产品涨价因素。继

续采取 “冬煤预售”方式，通过价格杠杆鼓励

居民提前买煤存煤，缓解冬季集中运送型煤压

力。在９月１～１５日，蜂窝煤价格由每块

１．３５元下调至１．３０元。在城市改造过程中煤

炭供应网点减少、煤炭配送运输距离延长、运

输车辆控制的情况下，按时按量入户送煤，努

力满足用户的需求。严格型煤和原料的监督检

查，确保产品质量合格，设立民用煤服务热线

电话，作为北京市１２３４５便民热线电话网络单

位，收集用户反馈。截至年底，北京市城区还

有民用煤销售网点２９家。

（程林禧　潘会楼）

【京煤集团上榜星级饭店１１家】　３月２３日，

《北京日报》第８版登载 《北京市旅游星级饭

店评定委员会公告》，公布２０１０年度星级饭店

名单，京煤集团金泰旅游公司旗下１１家饭店

榜上有名。其中，四星级饭店有金泰海博大酒

店，三星级饭店有金泰绿洲大酒店、京西晨光

饭店，二星级饭店有梅苑饭店、北京金泰之家

通华苑饭店、金泰之家盛达园饭店、金泰天鑫

宾馆、金泰之家劲松店。一星级饭店有金泰之

家汇达利宾馆、金泰之家甘家口店、金泰之家

聚隆宾馆。１２月２１日， 《北京日报》第８版

登载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旅游星级饭店重新评定

结果公告》，京煤集团金泰旅游公司旗下饭店

全部通过星级饭店重新评定。

（汪智利　潘会楼）

【北京昊泰建材公司停产关闭】　４月１８日，

京煤集团北京昊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昊泰建材公司）因被列入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宣布退出，５月１０日正式停产。昊泰建材

公司是以煤矸石为主要原料，从事研发、生

产、销售烧结建筑砌体材料的企业，也是综合

利用型企业。２００３年建成投产，有２条制砖生

产线，设计年生产能力为１．２亿块折标砖，年

消耗 煤 矸 石 ２０ 多 万 吨。２０１０ 年，生 产

９５２１．９３万块折标砖，主营业务收入２９８７．２

万元，有员工１２９人。从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１年５

月停产，共生产７．０１５３亿块折标砖。昊泰建

材公司停产退出后，员工被分流到京煤集团其

他单位进行安置，设备、房屋等资产移交京煤

集团金泰地产公司所属昊泰房地产公司处理，

场地用于工矿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开发。

（汪智利　潘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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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华国贸公司成立】　５月２０日，北京昊华

诚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揭牌。该公司是北

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金１亿元，以煤炭物流为主营业务。其前身

是北京京煤南方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过昊华

能源公司股权调整，２次追加资本金后注册成立。

（汪智利　潘会楼）

【建立煤机制造基地及产业园】　７月２５日，

京煤集团鄂尔多斯煤机制造基地开工奠基。该

基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

旗，计划总投资６亿元。其中，一期建设用地

２．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７６万平方米，投

资１．５亿元。截至年底，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１０月２０日，京煤集团机械装备产业园在鑫华

源机械制造公司开工奠基。产业园规划占地

２０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９万平方米。其中，

新建面积５．３万平方米，总投资３亿元。产业

园划分为煤矿机械、城市工业、仓储检测和办

公生活４个功能区，设计制造机械产品能力为

每年５万吨。

（汪智利　潘会楼）

【ＪＭ—１电子雷管全市推广】　８月９日，京

煤集团化工公司生产的ＪＭ—１电子雷管在全

市推广应用。ＪＭ—１电子雷管历时３年多研

制成功，曾获第三届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科

学技术成果一等奖、北京企业评价协会科技创

新成果优秀奖。该产品将普通瞬发电雷管与电

子控制电路相结合，集密码控制、精确延时、

专用起爆、ＣＰＤ定位、指纹识别、区域限制、

起爆信息存储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每发雷管都

有密码，可以实现 “事前控制、事后追溯”，

在安全性、可靠性、实用性等方面优于普通雷

管，是公安部推广的民用爆破行业主导产品。

（汪智利　潘会楼）

【北京京浆公司停产】　８月，京煤集团所属

北京京浆工贸有限公司因门头沟地区城市改造

而停产，人员被分流。该公司原为北京矿务局

水煤浆示范厂，是国家 “七五”项目，１９９３

年３月１日投入试生产，设计年生产能力２５

万吨，当时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水煤浆示范厂。

试生产后，产品缺少市场，生产能力不能正常

发挥，后又开发洗精煤业务。２０１０年，生产

水煤浆２．３６万吨，洗精煤７．７９万吨。２０１１

年生产水煤浆１．７５万吨。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１１

年８月水煤浆厂停产，该厂共生产水煤浆

７８．１８万吨，洗精煤１２９．１２万吨。生产水煤

浆最高年份为２００５年，产量１４．３９万吨；生

产洗精煤最高年份为２００１年，产量１８．８１万

吨。停产时有员工１２５人，建筑面积１７８３５平

方米。

（汪智利　潘会楼）

【海南金泰旅业公司揭牌成立】　１２月２３日，

由京煤集团下属单位金泰集团和金泰房地产集

团共同组建的海南金泰旅业开发有限公司揭牌

成立。该公司负责开发海南省万宁南燕湾项

目，占地面积８０公顷，规划建筑面积２３公

顷，将打造集度假公寓、高端别墅、豪华度假

酒店及高尔夫等产业为一体的海南区域代表性

的复合地产项目。

（汪智利　潘会楼）

【房地产开发】　年内，京煤集团房地产业突

出战略重点，实现稳步发展。工矿棚户区改造

和小城镇综合开发速度加快，确定了王平地

区、杨坨地区、房山地区３个回迁安置房项目

整体资金方案和建设方案，３个项目全部开

工，总建筑面积５４．３万平方米，规划提供安

置房６２６４套。小城镇综合开发中的中瑞生态

谷韭园项目、中国美丽谷万佛堂项目开始市场

定位和商业模式研究。保障房、限价房建设规

模继续扩大，朝阳金泰丽富嘉园保障房项目总

建筑面积４８．７万平方米，已开工２４．５万平方

米，竣工１８．１万平方米，入住０．９万平方米，

形成销售收入１．２亿元。怀柔金泰丽富馨园限

价房项目６月份全部开工，总建筑面积４万平

方米。在辽宁实施的沈彰新城金泰家园保障房

项目１０月份开工，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

商业项目深耕内蒙古、天津、辽宁、海南等区

域，面向全国布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金泰中心建筑面积２８．７万平方米，全部开工，

住宅全部封顶。天津区域金泰丽湾项目总建筑

面积４２．３万平方米，一期全部开工，开盘销

售。海南区域的山屿湖项目工程结算全部完

成，共签约１０４６套，签约金额１３．８８亿元；

南燕湾项目完成对金泰集团股权转让。辽宁区

域营口金泰城一期竣工入住，已销售面积

９．８６万平方米，回款金额５．５亿元；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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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临时样板间开始施工。京煤集团在门头沟

地区建设的民心工程项目中，惠民家园三栋楼

完成结构封顶，一栋楼竣工入住；惠泽家园三

期竣工入住，四期基本竣工；绿岛水岸项目

１２５套商品房完成优惠配售。京煤集团土地开

发稳步推进，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项目占地

６６６．６７公顷，规划可出让用地３６６．６７公顷。

在天津武清开发项目占地７．６２平方公里，规

划可出让用地３８４．６７公顷，首期四宗土地共

３６．８７公顷开始挂牌上市。京煤集团子公司金

泰房地产集团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１．８６亿元，同

比增长６２．１１％；资产总额９０．７５亿元，比年

初增加２４．２５亿元。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保

障性住房发展论坛上，金泰房地产集团获得

“２０１１中国保障房建设推动力企业”称号，金

泰房地产集团在北京开发的金泰丽富嘉园项目

获得 “２０１１中国保障房建设标杆楼盘”奖。

（汪智利　潘会楼）

【物业经营业】　年内，京煤集团所属金泰集

团公司有物业经营项目３０３个，可出租面积

６９．１３万平方米。通过强化营销策略，提高服

务质量，出租率和新增、续租单价不断提升。

最高成交价中，金泰大厦由年初的４．９元提升

到７．８元，国益大厦由４．２元提升到６．０元，

富地大厦由３．１元提升到４．５元。以签约高端

客户提升经营效益和经营品牌，引进国内ＩＴ

业领先科技公司优化客户结构。发展物业服务

集成，做餐饮、保洁、洗衣等增值服务，中标

为市政府采购定点单位。开发物业经营项目，

成立天津分公司并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在经营

京煤集团内部物业项目和北京地区物业项目的

同时，跨区域规模化经营，向外埠发展，中标

河北黄骅渤海新区航运中心的物业管理工作。

（汪智利　潘会楼）

【建设矿井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年内，京煤

集团投入资金３２５３万元，建设煤矿井下安全

避险 “六大系统”。一是矿井监测监控系统。

在矿井地面建设安全监测监控中心站，联系井

下监测监控点，２４小时全天候监测监控井下

生产情况，实现甲烷和一氧化碳超限断电闭

锁、甲烷风电闭锁、系统故障闭锁、通风机停

运自动报警、手机短信报警、数据传输等功

能。二是矿井供水施救系统。为各矿井下安装

管道超滤中央净水机，对矿井水进行化验、检

测，使之达到饮用水标准。三是矿井压风自救

系统。改造通风机和通风巷道，增加通风设备

和设施，完善矿井风流设计。四是矿井联络通

讯系统。在主副井绞车房、井底车场、运输调

度室、中央变电所、水泵房等主要机电设备硐

室和采掘工作面，按标准安设防爆电话，在井

下中央变电所、主副井绞车房和主要水泵房安

设直通矿调度室电话，在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安

装泄漏通信系统和组合扩音电话。五是井下人

员定位系统。井下工作人员刷卡，显示所在位

置、出入井时间、重点区域出入时间、工作人

员数量、工作人员活动路线等信息，实现监

测、显示、打印、储存、查询、报警、管理等

功能。六是矿井应急避险系统。在煤矿井下施

工建立应急避难硐室，载人试验达到使用

标准。

（汪智利　潘会楼）

【启动 《工矿棚户区改造方案》】　年内，京煤

集团积极参与首都西部大开发，配合北京市和

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城镇化建设工作，启动

“工矿棚户区改造方案”。项目涉及１．５万住户

约６０万平方米的改造任务，总投资约８２亿

元。计划新建安置房５４．３万平方米，楼房

６２６４套；改造房屋２０万平方米，楼房３３００

套。京煤集团成立王平、杨坨、房山３个棚改

项目部，３个地块的安置房建设全面开工，已

投入资金２．８亿元。

（汪智利　潘会楼）

【停用５座燃煤锅炉房】　年内，京煤集团在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停用５座燃煤锅炉房的基础

上，２０１１年停用了位于向阳楼小区、月季园

东里小区、京煤集团机关总部、教育培训中心

和液压支架厂的５座自管燃煤锅炉房，实现了

由市政热力管网集中供暖。自管燃煤锅炉停用

后，不但减少了燃煤锅炉产生的大气污染，还

减少了煤炭及灰渣运输储存过程中产生的粉

尘、噪声污染，改善了周围环境质量。

（汪智利 潘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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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集团）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经济

指标和工作任务，实现营业收入３２６亿元，同

比增长１６．２％；实现利润总额３２．５亿元，同

比增长２２．８％。

经济效益质量显著提升。水泥及预拌混凝

土板块在巩固京津冀水泥市场领跑地位的基础

上，发挥资源优势、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通

过股权并购、资产收购、合作建设等方式，实

现了经营规模扩张和产业布局优化，区域市场

掌控力增强。新型建材制造业板块深化产业结

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重点发展耐火材料、

墙体节能保温、家居装饰、商贸物流等业务门

类，大厂现代工业园和窦店科技产业园建设有

序推进，管理模式逐步成熟。房地产开发板块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适时优化商品住宅

和商业地产开发比重，取得良好业绩。地产与

物业板块发挥整合优势，地产经营、房产出

租、度假休闲、物业管理业务有序推进，运营

水平、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持续提升，实现了

经营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资源整合重组力度加大。外部拓展有序推

进，成功收购左权辽州水泥、焦作岩鑫水泥和

河北凤达水泥等项目，全面启动与昊华集团合

作的沁阳金隅、宣化金隅电石渣制水泥项目，

与兴隆矿业合作的承德金隅项目取得进展。内

部重组不断深入，完成３４家企业的工商注销

和４家企业的股权退出；加大商贸物流、房地

产出租及小区物业等业务的重组整合工作力

度。全年新增２亿多吨石灰石、１亿多吨砂石

料的矿山资源储备，新增土地资源储备规划建

筑面积１００多万平方米。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玻璃棉、岩棉、

酚醛防火板等新一代ＡＣＦ防火建筑外墙保温

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推广，填补了国内 Ａ级建

筑防火保温体系的市场空白；全年申请专利

５５项，发明专利２３项，主编和参编标准９

项；住宅产业化以一体化装饰装修为切入点，

完成１００余套装修方案。

节能环保工作稳步推进。一是加大节能减

排工作力度，对新、改、扩建项目坚持工艺水

平高、资源能源消耗量小、污染排放少的标准

和要求，主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过程监

管的转变。二是资源综合利用持续推进，系统

内１１家单位通过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认定。三

是加快制造业企业向环保型企业的转型发展。

资本运营能力不断提升增强。金隅股份采

取首次公开发行 Ａ股同时换股吸收合并太行

水泥的创新方式，成功回归 Ａ 股，并摘得

２０１１年 Ｈ股上市公司回归Ａ股头筹。成功发

行２０亿元低利率私募债券。

管理运营效率不断提升。初步建立内部控

制体系，基本实现系统内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全

覆盖。在财务管理方面，强化预算管理和投融

资项目预算审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国有

资产管理方面，规范了土地房产出租等业务审

批手续，强化了对合资参股企业的股权管理，

加强了对应收账款的控降，提高了存货周转

率。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抓各类人才引进，

健全人力资源沟通交流机制。开展安全生产标

准化和 “平安创建”活动，实现了安全和谐

发展。

（徐怀军）

【金隅股份Ａ股上市】　３月１日，北京金隅

股份回归 Ａ股，发行价格为９．００元／股，溢

价近３０％，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Ａ股

上市后总股本达到４２．８亿股，市值规模跃居

全国Ａ股水泥类和房地产类上市公司第二位

及市属国有上市公司 （非金融类）第一位。金

隅股份回归 Ａ股荣获上海证交所颁发的 “典

型并购重组案例奖”。

（沈 赫）

【企业重组】　年内，金隅集团深化内部资源

整合重组，共完成３８家企业的工商注销和股

权退出工作。其中，完成列入市国资委退出计

划的北京天坛华洋家具有限公司、北京乐卡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物流有限公司、北

京北陶圣洁贸易有限公司、郑州新科装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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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天津建贸新科装饰材料销售有限公

司、太原建贸新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大

成荣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炫食尚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天津金筑混凝土有限公司共１０

家劣势企业的工商注销工作 （含５家列入市国

资委压缩层级计划的企业）；完成列入市国资

委管理层级压缩工作计划的沈阳建贸新科建材

有限公司、北京西三旗新材料科技孵化器有限

责任公司等９家企业的工商注销工作；完成北

陶三北能源动力机械有限公司、天津金材混凝

土有限公司等１５家企业的工商注销工作；完

成北京首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房地产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等４家企业的股权退出

工作。

（覃 静）

【建材生产经营】　年内，金隅集团新型建材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７７亿元，为上年同期的

１１８％，其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完成４３．５亿元，

为上年同期的１０７．４％，合资参股企业３３．５

亿元，为上年同期的１６１．６％：国有及控股企

业实 现 利 润 ２．０５ 亿 元，为 上 年 同 期 的

１０７．９％；国有及控股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量全年３１．１亿元，为上年同期的１２３．９％。

经济运行质量显著提高，经济指标持续增长。

天坛公司、通达耐火公司、建材科研总院、金

隅商贸公司等骨干企业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对

新型建材板块经济运行起到支撑作用。金隅加

气混凝土公司发挥加气整合优势，积极开拓市

场，实现产销两旺；金隅涂料公司新生产线，

单月产销量屡创历史新高；爱乐屋门窗主要经

济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干混砂浆产销量持

续增长，连续５年位居北京市干混砂浆行业产

销量第一。金隅商贸公司大宗物资贸易提前超

额完成全年经济指标。上海、沈阳、天津等外

埠营销平台运作机制、管理模式初步建立。

（罗小兵）

【水泥及预拌混凝土生产】　年内，北京金隅

水泥 （含熟料）产能达到４０００万吨以上，产

销量３７７６万吨，预拌混凝土产能１０００万立方

米，产销量７３８万立方米。水泥及预拌混凝

土板块实现销售收入１４５亿元。金隅水泥完成

对拉法基兴发、顺发的整合；沁阳金隅电石渣

制水泥生产线实现点火生产；宣化金隅电石渣

制水泥生产线和左权金隅３５００吨／日水泥生产

线项目开工建设；邯郸金隅混凝土生产线和新

疆和田混凝土生产线投入使用；成功收购焦作

岩鑫水泥项目。金隅水泥及预拌混凝土板块在

战略布局区域的领先地位和市场控制力巩固提

升。持续推进石灰石、砂岩、页岩等矿产资源

整合及战略储备工作，强化资源掌控，提升竞

争力，实现了战略资源提前储备。通过深化整

合管理、强化战略协同合作，石灰石、建筑石

料年内新增储量分别超过２亿吨和１亿吨。在

各矿山开展了绿色环保矿山示范工程建设，发

展循环经济，通过持续发展窑炉余热发电，水

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废弃物，污水处理厂污泥、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循环经济项目和加快节能

降耗技术改造升级，金隅水泥的发展方式更加

科学。发挥板块联动优势和整体协调效应，运

作跨区域的资源协调与互补，及时调整营销策

略。细化内涵式管理，提升内生性增长动力，

提高市场竞争力，金隅水泥企业经营质量提

升，经济效益较上年实现较大增幅。

（谭福生）

【科技自主创新】　年内，金隅集团科技创新

驱动能力增强，科技对集团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提高。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产业化、水泥

窑氮氧化物减排技术的开发及应用、ＰＶＣ电

石渣替代石灰石煅烧水泥产业化集成研发及示

范工程等项目，为水泥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技

术支撑。开展玻璃棉建筑保温体系、岩棉建筑

保温体系、酚醛防火板保温体系等新一代防火

建筑外墙保温体系研究，其中玻璃棉建筑保温

体系达到Ａ级 （不燃）要求，开拓了玻璃棉

应用的新领域，已在北京市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工程中应用。酚醛板中试和阿尔法高强石膏中

试等重点项目，为新型建材板块的发展提供契

机。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检验性设计项

目通过行业专家的鉴定；一体化装饰装修项目

进行了部分样本库的搭建，完成设计方案，并

在住宅装修工程中应用；新农村加气混凝土体

系研发工作建设了样板间，正在北京农村地区

应用推广；集团技术中心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

复评，综合得分在全国建材行业排名第二。国

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成功向国家科技部申请了

“尾矿制备建筑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

·０８１· 北京工业年鉴



范”、“生活垃圾制备可燃气替代水泥窑燃料技

术与工程示范”等国家９７３、８６３科技支持项

目。北京建材科研总院、水泥节能科技公司分

别建立了北京市预拌砂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水泥混凝土节能利废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并

通过市科委认定；通达耐火公司的北京市绿色

高温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也通过市发展改革委

批准。建材科研总院、通达耐火公司成功入选

中关村 “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企业名单。集

团共申请专利５５项，主编和参编标准９项，

获得省部级行业科技奖励１０项。建都设计院、

水泥节能科技公司、爱乐屋公司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累计已有１０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

（吴家仁）

【技术改造】　年内，北京金隅水泥及预拌混

凝土板块实施技术改造项目共计２９项。其中，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一线窑尾电除尘改袋收

尘项目、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预均化堆场

建设项目等１３项技改项目完成；北京市琉璃

河水泥有限公司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和污

水深度处理项目、北京水泥厂有限公司示范线

两台煤磨改立磨节能项目和示范线生料磨改立

磨及窑尾废气处置节能项目等１６个技改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

（谭福生）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一轻控股公司）是集投融资、控股、参股、资

本运作、生产经营、科研、进出口贸易、技术

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大型国有独

资公司。资产总额２０７．５６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１９．２３亿元，直属企事业单位１８家，中外合

资企业１４家。

２０１１年，一轻控股公司全面推进“７＋１＋

３”集团化发展战略和 “十二五”规划，大力

推进自主创新，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产品结构，大力开展节能降耗，创新营销模

式，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实现了 “十

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完成现价工业总产值

１１４．６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６％；实现营业收

入１３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８％；实现利润

２４．２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６％。全面完成与市

国资委签订的各项经济指标。在岗职工年人均

收入增长１０％。经济总量连续５年超过百

亿元。

（邱景涛　许林）

【改革与发展】　年内，北京首都酒业有限公

司和北京一轻日用化学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

立。成立北冰洋食品 （北京）有限公司、北京

义利食品商业连锁有限公司，２家连锁店正式

运营。北京一轻研究院投资设立了 《食品工业

科技》杂志社，以电光源检测中心为依托，成

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 “北京高效照明技术中

心”。红星二锅头酒博物馆和 “源升号”博物

馆正式开馆运营。与中信、中粮、北交所、中

国信达、海航达成了共同出资组建北京国际葡

萄酒交易所的意向，北京国际葡萄酒交易所已

完成工商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北京龙徽文化

发展公司筹建公共保税仓库。北京纸浆纸张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北京玻璃交易

中心建设正在进行。加强与区县和原料基地的

合作，大范围宽领域优化配置资源。与延庆县

政府签订了 《绿色生态产业战略合作投资意向

书》，与首旅集团、延庆县政府共同签署了

《休闲旅游酒庄合作项目意向书》。企业上市工

作取得新进展，兴大豪公司股份制改造方案获

得控股公司批复，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完成。

（邱景涛　许林）

【结构调整】　年内，加强集团管控，完成系

统内３家企业合计持有红星股份公司５４％的

股权、一轻研究院持有兴大豪公司５％股权划

转到控股公司的工作；批准将富莱茵实业公司

持有鸿运公司３４．８１％股权、将富莱茵益轻科

技公司持有鸿运公司３２．５％股权、持有义利

面包公司３１．０４％股权无偿划转到控股公司。

将控股公司持有丽源公司１．６３％股权无偿划

转到一轻日化公司，将一轻日化公司变更为法

人独资公司。将造纸试验厂持有利乐包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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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股权无偿划转到京纸集团。将博美 （北京）

玻璃公司持有博美 （永清）公司１０％股权、

持有博美华龙公司５０％股权无偿划转到玻璃

集团。京纸集团按股比向河北京纸大发公司增

资，支持其上马防伪纸机生产线。依法合规对

鸿运公司发起人股权进行规范，将三级企业持

有鸿运公司股权上收到二级企业。

（邱景涛　许林）

【劣势企业退出】　年内，列入北京市国资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压缩管理层级计划的企业有１６

户，其中１０户股权划转或注销完成，正在办

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完成列入市国资委退出

计划的６户劣势企业的退出。自行组织退出企

业１３户，其中完成６户。

（邱景涛　许林）

【信息化建设】　年内，完成一轻信息化系统

升级工作。完善组织、人力资源系统功能，实

现与财务、资产系统的整合运行。集团资金管

理系统、企业供应链系统确定了技术方案。推

进企业电子商务与网络营销建设，配合 “营销

年”活动，组织召开了 “一轻网络营销研讨

会”、“企业销售管理系统建设交流会”。建立

协同办公０Ａ及移动办公ＯＡ，实现企业办公

信息化、无纸化的方案。一轻信息化项目被中

国信息协会评为 “中国信息化百家优秀成果转

化基地”，被市经济信息化委评为 “北京市十

大信息化应用典范单位”。

（邱景涛　许林）

【科技创新】　年内，开展企业技术中心交流

研讨以及 “一轻研究院与七大产业集团对接”

专题研讨，开展中长期重点研发项目征集和论

证，将２４个项目纳入 “一轻项目库”。开通

“科技投入和新产品统计”网上填报系统。京

纸集团成立企业技术中心，星海钢琴集团与北

京石油化工学院签订合作协议。组织２个项目

申请了市经济信息化委专项资金，兴大豪公司

申报了国家 “技术创新型企业”。博美 （永清）

公司技改项目３号窑炉改造工程完成并投产；

义利面包第二条进口生产线、北冰洋汽水生产

线正式投产。红星股份公司全年完成重点课题

研究１２项；兴大豪公司完成重点研发课题２１

项；一轻研究院完成调研项目６项，完成科技

开发及成果转化项目２３项；一轻产品质量检

测中心承担的国家８６３计划 “ＬＥＤ健康照明

研究”等５个项目取得进展。京纸集团 “ＤＰＳ

数字印刷系统”、红星股份公司 “白酒灌装线

技术改造”项目正在申请市级验收。清华阳光

公司 “全玻璃真空太阳集热管及热水器”项目

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兴大豪公司 “基于可重

构技术的高效电脑刺绣机控制系统产业化”项

目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另有３项成果获全国

缝制机械行业科技创新奖；红星股份公司 “珍

品千尊系列白酒工艺技术创新与应用”和久智

公司 “石英棒生产方法”同获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科技进步优秀奖；红星珍品二锅头荣获 “北

京饮料类十大必购旅游商品”称号；在 “第八

届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征集大赛”中，红星青花

瓷荣获 “北京特色书画制品类金奖”；红星酒

获得 “北京特色都市工业品类优秀奖”，红星

二锅头再次荣获 “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称

号。组织３项成果申报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奖。全系统共申请专利２５项，参加国标、

行标起草７３个，３项标准获市质监局标准专

项补助。兴大豪公司先后荣获 “北京市专利示

范单位”、“中关村采标先进单位”称号，成为

中关村标准创新第一批试点单位。组织红星股

份公司申报国家实验室，义利面包公司申报北

京市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

（邱景涛　许林）

【产品研发】　年内，完成新产品试制１５０项，

累计新产品投产２６０项，实现销售收入９亿

元，实现利税３．５亿元。红星股份公司全年整

合老产品９５个，投产上市陈年老酒系列、窖

藏系列、红双喜系列等新产品６６个。兴大豪

公司新产品上市１５个。星海钢琴集团开发出

新型 “ＮＵ”系列、 “ＨＳ”系列海德立式高档

钢琴，推出了 “唐卡·帝王”卧式琴、“豹纹”

立式钢琴等新产品。玻璃集团格雷斯海姆公司

开发试制新型化妆品瓶５４个，有３７个产品赢

得客户订单并上线生产。京纸集团开发出防伪

商标纸、防伪不干胶原纸、出租车专用发票等

新产品。龙徽公司推出了中华牌 “青花瓷”和

“红花瓷”高级干红，以及龙徽牌 “金龙”、

“银龙”古法酿造葡萄酒、冰葡萄酒等高附加

值产品。一轻日化公司试制新产品１９项，投

产１４项，包括金鱼 “８４消毒液”、“多功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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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液”、“新型领洁净”以及宝贝金水、嘟嘟熊

高档系列产品。义利食品公司快速恢复上市了

“北冰洋”汽水，相继推出无蔗糖橘汁、橙汁

等新产品。

（邱景涛　许林）

【品牌建设】　年内，“龙徽”商标荣获 “中国

驰名商标”，全系统１１个商标再获 “北京市著

名商标”称号，“星海”被认定为 “中华老字

号”。至此，一轻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５个，

“中华老字号”４个。红星股份、龙徽公司、

义利面包、五星青岛等４家企业荣获 “中国食

品工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称号。红

星、龙徽、义利、欧珀莱、金鱼等５个品牌获

得 “北京知名品牌”称号，４家企业获得 “北

京质量奖入围奖”。金鱼科技公司被推选为

“北京品牌企业”，金鱼洗涤剂被推选为 “北京

品牌产品”。委托北京质量协会完成了 “一轻

重点品牌营销调研诊断”；组织食品企业参加

了第六届中国 （北京）餐饮食品博览会。

（邱景涛　许林）

【质量管理】　年内，对系统５家食品企业进

行了产品质量安全检查，组织企业学习诚信体

系建设先进经验。红星股份、星海钢琴、金鱼

科技等３家企业荣获北京质量协会 “推进质量

活动特别贡献奖”，义利面包公司被北京质量

协会授予 “卓越绩效型先进企业”称号。推荐

造纸一厂、星海钢琴集团申报 “全国轻工业优

秀质量管理小组”和 “质量信得过班组”荣誉

称号。

（邱景涛　许林）

【重点项目建设】　年内，京纸集团造纸试验

厂科研楼项目进入竣工验收和办证阶段，与大

唐高鸿签订了２号楼租赁意向书；造纸一厂厂

房项目进入验收阶段；南宫纸张仓储基地项目

主体建筑完成。眼镜城二期项目年内封顶。义

利食品公司丰台总部基地置换房产已交付并承

租。北冰洋厂房扩建项目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龙徽红酒会所建成并投入使用。鸿运公司与北

京灵思远景公司签订了租赁鸿运大厦的协议。

丽源公司二期项目取得规划许可证，正在办理

招投标。时代文具公司２．１万平方米商业楼开

工建设。完成北京国际葡萄酒交易所总体规划

及建筑设计方案的编制和评审。天盛建筑公司

承建的造纸试验厂科研楼工程荣获 “结构长城

杯金奖”、 “结构朝阳杯金奖”及 “北京市绿

色、安全、文明工地”称号，时代文具公司办

公楼建设工程、一轻技校装修工程竣工。

（邱景涛　许林）

【节能减排】　年内，肯堡博美公司、利乐包

装公司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阶段性验收。日化

二厂３台燃煤锅炉改造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完

成了 《一轻 “十二五”工业污染防治规划》的

编制和上报，对重点企业 “十二五”主要节能

减排指标进行了核定及分解。举办了 “发展低

碳高效产业”、“企业碳战略”主题讲座；开展

了环保法规人员培训，围绕 “六·五”世界环

境日，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

（邱景涛　许林）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一轻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挂牌运行，与清华大学签订了联合培养博

士后的协议，２名博士进站工作。制订了 《一

轻控股公司 “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开展

了市场营销人员培训、班组长培训、车间主任

培训、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举办了 “市

场营销”大讲堂、“全员营销与竞争思维”大

讲堂。共举办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训班

１１期，累计培训８３１人次，组织９８６名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了继续教育。梳理、遴选直属单

位领导班子后备干部７７人，平均年龄４１岁，

本科以上学历７６人，其中研究生学历１７人；

组织了２批２０名后备干部进行为期３个月的

跨企业挂职锻炼。一批年轻干部走上各级领导

岗位。做优秀人才培养资助和项目跟踪工作，

２名优秀人才获得市委组织部人才资助。完成

总部部室正副职第二轮聘任以及高级主管、主

管竞聘上岗工作，１６名主管晋升为高级主管，

１４名干事晋升为主管；招收３名高校应届毕

业生，充实到总部相关岗位。一轻高级技术学

校对中层管理干部全部实行竞聘上岗，年内被

国家教委、人力与社会保障部核定为 “国家中

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第一批立项建

设学校，与全聚德集团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

全年面向系统企业开展各类培训６２０人次，面

向社会开展培训７６２３人次。

（邱景涛　许林）

【基础管理】　年内，一轻控股公司被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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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度全国轻工行业统计工作先进

单位”。编制印发 《一轻经济发展手册》和

《行业信息汇编》。制订 《一轻资产管理中心实

施方案》、《一轻资本管理中心实施方案》。开

展了全系统预算管理工作检查及财务大检查和

“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完成二级企业国有

资本收益收缴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项目的编

制和上报。完成６户企业负责人的离任审计，

围绕 “小金库”治理、薪酬制度检查等工作，

开展多项专项审计。星海钢琴集团被市审计局

评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度审计工作先进集体”。

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协助北京大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了预注名登记工作。设立控股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修订完善 《一轻控股公司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建设实施方案》。完成控股公

司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配备情况的统计上

报。总结绩效考核内容和评价方法。建立了总

部绩效考核信息平台，完成 《一轻控股公司企

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的修订以及年度薪酬

考核兑现。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企业管理创

新３项成果获北京市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奖，其

中红星股份公司、造纸试验厂获得一等奖，格

雷斯海姆公司获得二等奖。

（邱景涛　许林）

【安全生产】　年内，与各单位签订 《安全管

理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开展安

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工作，对７家企业进行复评

验收，星海钢琴集团成为一轻首家市级安全生

产标准化达标企业，五星青岛、西普耐火通过

区县级验收。

（邱景涛　许林）

【效能监察】　年内，全系统效能监察立项３３

项，结项２８项。为企业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

１２６７．０４万元，增加经济效益４３８．７１万元。

提出改进管理建议２９条。

（邱景涛　许林）

【群众性创新活动】　年内，全系统共提出合

理化建议３６７条，开展技术革新项目５７项，

创造经济效益１５５万元，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１５１项。

（邱景涛　许林）

【首都酒业公司揭牌】　年内，由北京一轻控

股有限公司和北京控股集团公司所属京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北京首都酒

业有限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北京首都酒业有限

公司由北京红星股份公司、北京龙徽酿酒公司

等知名企业组成，旗下拥有 “红星”、“龙徽”、

“古钟”、“六曲香”、“中华”、“夜光杯”等著

名品牌，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及几十个国家和

地区。

（邱景涛　许林）

【４家企业获卓越绩效先进企业称号】　年内，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召开中国食品工业实施卓越

绩效模式先进企业表彰大会。北京红星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北京义利面

包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

荣获 “中国食品工业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

业”称号。

（邱景涛　许林）

【红星白酒全国市场销量第一】　年内，由中

国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主办的

“２０１１，消费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

２０１１年度 （第二十届）中国市场商品销售统

计结果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根据中华全

国商业信息中心对全国５０００余家大型零售企

业２０１０年度商品销售情况所进行的专项统计

调查，北京红星股份公司生产的红星牌白酒再

次摘下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售第一的桂

冠。同时，连续多年与茅台、五粮液一同获得

年度全国市场综合占有率前三的殊荣。

（邱景涛　许林）

【二锅头酒博物馆开馆】　年内，由北京红星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两大二锅头酒博物

馆———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和前门源升号博物

馆正式开馆。北京二锅头酒博物馆坐落于怀柔

区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建筑面积

３４００平方米，是北京最大的酒类博物馆，通

过丰富翔实的古籍资料、实物资料记录了二锅

头酒八百年的发展史。前门源升号博物馆坐落

于前门商业区，是在北京二锅头酒之源———

“源升号”原址上复建的，是中国第一瓶二锅

头酒的诞生地和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的

发源地。

（邱景涛　许林）

【１１件商标获北京市著名商标称号】　年内，

北京市工商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对２０１０年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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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复审和首次申请认定的商标进行了审核，一

轻控股公司共有１１件商标通过复审，获得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著名商标。它们分别是北京

丽源公司的 “宝贝”、“奥琪”，资生堂丽源化

妆品有限公司的 “欧珀莱”，北京金鱼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 “金鱼”、“熊猫”，北京星海钢

琴集团有限公司的 “星海”，北京义利食品公

司的 “义利”，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 “红

星”、“古钟”，北京龙徽酿酒有限公司的 “夜

光杯”，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集团公司的 “五

星”商标。

（邱景涛　许林）

【星海钢琴成为指定用琴】　年内，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长郭

金龙以及来自北京市各行业代表参加的 “践行

北京精神发布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由星

海钢琴集团自行设计、制造的 “唐卡·帝王”

大型三角钢琴成为发布会文艺演出的指定专用

钢琴。黄色基调、蓝色波涛、巨龙腾飞的 “唐

卡·帝王”三角钢琴与红色舞台及北京风情的

背景图案融为一体，彰显出深厚的京城文化

底蕴。

（邱景涛　许林）

【红星青花瓷设计获奖】　年内，由文化部、

教育部、中国文联、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１北京国际设计周暨首届北京国际设计３

年展年度设计奖颁奖典礼在北京电视台ＢＴＶ

大剧院举行。北京红星股份公司 “红星青花瓷

包装设计”获２０１１北京国际设计周年度设计

奖——— “视觉传达设计奖”。“红星青花瓷包装

设计”古朴典雅、清新自然，充分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创意设计的完美结合，极

具观赏和收藏价值。在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举办的首届 “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展及第八届

“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征集大赛获奖作品颁奖

仪式上，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红星

青花瓷珍品二锅头》设计作品荣获大赛金奖，

《红星蓝瓶系列》设计作品荣获大赛铜奖。“红

星青花瓷珍品二锅头酒”当选 “游客心中北京

十大必购旅游商品”。

（邱景涛　许林）

【北冰洋汽水重新上市】　年内，北冰洋 （北

京）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举行北冰洋汽水上市销

售新闻发布会，宣布北冰洋汽水正式上市销

售。北冰洋汽水始建于１９３６年，是中国饮料

的创始品牌之一。新上市的北冰洋汽水添加原

产长江上游产红橘的原果汁和果油，具有相应

水果特有的色、香、味之外，还有较高的营养

成分。北冰洋商标在保留原白熊和冰山的元素

上，赋予了北冰洋熊幸福、健康的生动形象。

产品包装继续采用环保、怀旧的玻璃瓶，赋予

其现代时尚的线条和具有文化关怀的盲文设

计。此外，北冰洋设计开发了橙汁汽水和无糖

橘汁、无糖橙汁汽水系列产品，发展北冰洋功

能型和健康时尚果蔬类饮品。

（邱景涛　许林）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隆达公司）是集投融资、控股、参股、

资本动作、生产经营、科研、进出口贸易、技

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具有法人代表资格的大型

国有控股公司。涉足有色新材料制造、印刷包

装、物业经营、家电制造、塑料建材与加工、

环保设备、皮革制品、文化创意产业等十几个

产业。２０１１年，资产总额４６．１５亿元，所有

者权益１６．４５亿元，全系统６５家企业，职工

总数１００６２人，其中具备中高级职称５６３人，

在岗职工８２１９人。

２０１１年，隆达公司超额完成国资委下达

的各项考核指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提高。营

业收入完成７８亿元，同比降低２．５％；其中

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７６ 亿元，完成预算的

１０１．３％，同比降低２％；利润总额完成１．８

亿元，完成预算的５６％，同比降低４４％。国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４９家，完成营业收入３５．４

亿 元，完 成 预 算 的 １０６．２％，同 比 增 长

２０．５％；完成主营业务收入３３．５亿元，完成

预算的１０８％，同比增长２１％；利润总额完成

１．０５亿元，同比增长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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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隆达公司经济运行质量提高，

净资产收益率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３．９３％ 提高到

５．５８％；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由２０１０

年的３．３９％提高到４％。３项利润同比提高

４％，３项利润中，主营业务利润将占６８％，

其他业务利润占２６％，投资收益占６％，利润

结构日趋合理。雪花公司股东各方同意对不良

资产按股权比例进行核销，解决了３．９亿不良

资产核销问题。

２０１１年，完成８项重点工作：一是进一

步明确了一级企业、二级企业和三级企业的职

责，即一级企业资产经营、二级企业产业经

营、三级企业主业经营。二是加强了集团管控

能力。形成集成管控模式，重大决策权延伸、

财务管控权集中、人力管理权统筹、风险管理

权集成。三是启动了 “三特一高”优势企业布

局。即特种新材料、特色印刷包装、特色都市

服务和高端投资 “三特一高”的产业发展思

路。四是探索 “四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即 “主业经营高效益”、 “物业经营高创意”、

“投资收益高收益”、 “资产经营高效率”和

“成本费用低比例”。五是经营团队建设。先后

组建了总经理专业团队、财务专业团队、人力

资源专业团队、安全保卫专业团队、风险管理

专业团队和创新工作室团队６个专业团队。六

是战略合作及科技项目加快推进。提出了 “７

个增长引擎”的发展战略，即集成管控、战略

合作、资源升级、成本管控、风险管理、员工

成长、科技创新。启动了企业整体改制、企业

结构调整、内部资源整合、技术改造投入等８

个项目。七是形成多层次协同能力。组织重

组，优势资源向优秀经营团队集中。加强资金

协同，资金协同总额达３亿多元，为促进主业

增长创造条件。八是风险管理取得初步成效。

成立风险管理部，会同资产经营部、财务部和

审计部，梳理了４２０份房屋出租合同，解决了

１５年前涉及的１２００万元的担保诉讼。

（黄文波）

【印刷二厂取得国外政府订单】　１月，北京

印刷二厂与中航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取得

了第一个国外政府订单，即乌干达国家总统参

政院和当地政府选举选票项目产品。按照合同

时间要求，全部货物运抵库房验收完毕。选票

印量为１８５０万张，销售总收入８４５万元，印

制任务历时５０天。北京印刷二厂成为首个取

得非洲国家政府印刷品项目的厂家。

（印刷二厂）

【印包与北印学院签署战略协议】　５月１０

日，北京印刷包装集团公司与北京印刷学院正

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印包公司将为北京

印刷学院提供教师挂职、学生实习、人才共建

的平台，北京印刷学院将为印包公司组织员工

专项短期培训、研究生培养；印包公司将根据

产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课题，并在学习自主科

研成果产业化上提供支持。合作双方决定在北

京印刷学院建立设计中心，在北京印刷技术研

究所建立创意设计室。

（常 江）

【卷筒纸彩票生产线安装调试】　５月１３日，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４２１７

万元，为印刷二厂引进意大利卷筒纸彩票生产

线。６月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及设备的厂内验

收工作。１０月送福彩中心彩票样张，中国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１１月２３日批复了北京印

刷二厂卷筒彩票生产线验收请示报告，正式启

动新设备验收程序，彩票技改项目进入产品验

收阶段。

（印刷二厂）

【楠辰皮革公司２企业退出】　５月３０日，北

京楠辰皮革有限公司 （简称楠辰公司）所属企

业北京长城日用品工业公司及北京市皮革五金

厂 （简称长城公司），实施股权转让，整体改

制退出。通过制定改制方案、员工分流安置方

案、资产处置方案，宣传动员，并召开职代会

讨论。整个过程依法依规、平稳分流安置员工

１２６人，移交接收离退休人员８０２人，获得安

置费用１０００余万元。

（楠辰皮革）

【华盾雪花获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６月，北

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市

财政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联合颁发的 “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华盾公司始终坚持走科技

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展产品自主研发及工

艺的优化创新，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

技新品。拥有４项技术专利，其中２项为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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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建立了一流的检测中心，拥有１项检测

方法发明专利，是业内唯一农膜产品主要技术

指标自行检测的单位。２００１年建立了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

（常 江）

【职工创新工作室】　年初，隆达公司成立创

新工作室领导小组，下发了 《关于推进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通知》。评出并命名了１２个职工创

新工作室，涉及特种新材料７个，特色印刷包

装３个，特色都市服务业１个，高端产业投资

１个。共有２１１人参加，平均年龄４５岁，参

与人员既有专业技术人员又有一线职工，其中

研究生２２名、大学本科１０８名、专科３０名、

其他５１名；教授级高工４名 （其中３名享受

国家级政府津贴）、高级工程师２１名、高级技

师３名、工程师３７名、助理工程师４８名、技

术职工８７名、管理人员１１名。 “五一”前召

开了启动大会，隆达公司为１２个创新工作室

授牌。资助每个创新工作室１万元，作为启动

资金。１２个创新工作室共立项目２８项，结项

目２７项。其中，有色所 “史秀梅创新工作室”

研发的高强度铝合金光亮焊丝用于航空航天领

域，把 “职工创新工作室”的品牌书写于浩瀚

太空；印刷二厂 “李卫红创新工作室”对彩票

画面、奖级、数据分布、玩法设计等的创新，

２６个方案作为福彩中心备用方案，企业拿到３

个订单，生产彩票６８００万张；印刷研究所

“王子秋创新工作室”结合现代高科技数码印

刷，运用珂罗版技术，开创古画复制新工艺；

北泡星月公司 “刘鸿猛创新工作室”成功开发

了车用低密度阻燃泡沫替代了进口产品。有８

个创新室的经验与成果分别在 《劳动午报》、

《首都建设报》进行了报道。

（常 江）

【印刷包装产业】　年内，印刷二厂彩票产品、

证书产品和社会产品等３大产品的产值、产量

和销售收入实现增长，彩票产品订单大幅提

升，全年共计完成２６个彩票印制合同，彩票

生产量１２．３亿张，比上年同期增加５．９亿张，

同比提高９２．１％，结算销售收入５５６３余万

元。在土地证书产品生产和发行环节上，将服

务和质量放在第一位，未接到一次质量和周期

方面的问题投诉，完成１０００余万册。通过公

开竞标取得１０个中标项目，新增７种证书产

品。宝岛公司产品订单同比上升约１２％，新

增客户１２户，全年增加销售收入５００多万元。

推进产权结构调整，企业有进有退。通过招商

引资，北京包装装潢厂与华辰公司和宁波雪花

公司合资合作经营。确定印刷一厂内部资源调

整，主辅分离解困的调整方案。完成北京梓行

印刷器材公司、佛塑公司股权的转让项目。以

技术改造项目推进企业科技创新。印刷二厂投

资４２１７万元引进意大利３站式卷筒纸彩票生

产线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宝岛公司启动更新

多色机技改项目，得到控股公司的批复。印刷

研究所成立 “王子秋职工创新工作室”，大力

开拓技术创新工作。实施了字画复制与装裱工

艺改革，珂罗版制作与微喷工艺改革、数码快

速个性化印刷工艺改革３项重大技术攻关。解

决了关键色彩还原技术，其微喷复制与原作的

色彩基本一致，同时开发了温变色墨在复制产

品中的使用技术，提高了字画科技含量。字画

复制与装裱业务收入完成２８０万元，同比增长

１４７％，主营业务利润完成１１８万元，与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５６２．９％，营业利润扭亏为盈。

（常 江）

【有色新材料产业】　年内，有色总公司通过

对外融资、政府支持、盘活资产、强化管理等

手段，加大融资力度，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资

金支持。全年累计对外融资９０００万元，有色

总部筹资６４００万元，直接用于企业生产发展，

同时得到隆达控股公司期票贴现及现金支持

８０００万元以上。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改善设

备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提高产品质量和创新

能力。金鹰公司对精轧机ＤＰ８００计算机系统、

测厚仪定位系统、ＡＧＣ厚度控制系统、部分

天车、水冷却装置的高压水系统等进行了多项

改造；有色所新增５００千瓦配电设备；达博公

司建立超级净化非金材料研发车间单独管理，

引进高端客户键合机和生产管理软件 ＭＥＳ，

升级新版办公软件ＯＡ，开发使用金算盘更多

应用模块，健全了信息化管理平台；诺飞公司

铝焊料项目在完成直条机的基础上，改造刮

削、清洗等设备。在传统产品上，对合金熔化

炉，铸机改选等设备进行了较大投入，同时完

成了压铸件车间的整体搬迁工程，使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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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得到明显改善；达博长城公司新增一台挤

压机和锡膏搅拌机，完成了设备配套；超塑公

司购进双头数控车床等关键加工设备，提升了

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全年在技改投入、改善

基础设施、生产基地搬迁和系统管理升级上投

入资金１３５０万元。有色所增加了银铜２８、银

铜锌锡、铝硅镁等产品产量，使主营产品利润

总额同比提高了３０％。达博公司围绕着细丝

产品增加０．０２以下规格键合金丝产量，使细

丝产品销售比例达到了４４．６％，产品利润同

比增加５３％。诺飞公司对铸件和铝合金两大

系列产品整合，确立了有色合金及铸件、有色

锡铝焊料两大主营产品系列，增加了铝铁和对

外加工创收项目，使铝铁项目实现收入３０００

万元，实现产品利润１７０万元，对外加工收

益４０万元，主营产品利润同比提高９％。供

销公司主营收入新增２亿多元。有色所申请国

家级课题６项，有３项已经通过审批；课题立

项９项，新技术新方法５项，完成新产品开发

１６项，完成专利申报６项。同时完成 “北京市

电子信息用新型钎焊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的审批和授牌；完成市国资委 “有色金属新材

料研发扩产”项目的审批，首次以研究所为第

一承担单位竞标成功了国防科工局２０１１年度

民口配套项目，将申报国家 “十二五”重大科

技专项课题列入重点工作。达博公司推进非金

产品的研发，建立超级净化非金材料研发车

间，寻求市场切入点，推进非金国家 “十二

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申报，对承担的 “十一

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大力推动技术研发中心的各项工作。围绕科技

创新，超塑公司通过外部招聘人才，建立研发

中心，与联想集团联合，对笔记本电脑外壳产

品进行技术攻关。有色所、达博公司、诺飞公

司和超塑公司成立了职工创新工作室，促进企

业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解决了诺飞公司万

泉寺农租房问题，争取政府１３００多万元的资

金支持。化解了有色公司为原北京铝加工厂延

庆农行贷款担保责任，减免利息支出８９万元。

完成了中科镓英公司的股权转让，消除了继续增

加亏损的影响。推进了奈特公司破产终结工作。

启动了原北京铜厂龙爪树村农租房拆迁安置工作。

（常 江）

【塑料新材料产业】　年内，北京白菊电器有

限公司在隆达控股公司 “三特一高”的产业布

局中，提高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开展经济技

术和服务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汽车零部件产业

重点开展加强基础管理，调整工艺流程，提高

供货质量，降低成本费用。汽车零部件公司开

展了以 “降低库存优化物流”为目标的经济技

术创新立项。通过采取调整装配、注塑工艺，

配备标准周转器具，调整生产组织系统、减少

中间周转环节、优化物流等措施，使１５种组

件达到直供标准，实现了减少半成品库存数量

和库租面积，降低资金占用量，提高工作效

率，节约人工成本的预期目标，在新增加２个

新车型的情况下，库存量及消耗指标未增反

降，其中材料消耗降低１．３２％，能耗同比降

低９．７％，原材料、零部件库存减少资金占用

１５２万元，减少人工成本支出１４．６万元，产

品生产不良率从ＰＰＭ３２００降到２４００。聘请北

京产经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专家进行工作指导，

专门成立ＧＴＱ革新推进小组，对组装车间生

产布局进行了新的规划，对ＧＢＯＸ焊接组装

的工艺流程进行调整改进。ＬＭＣ车型部分产

品实施了机台组装的方案，减少物流周转环

节，节省了人工，降低了成本。工人技师张德

龙率领的创新小组设计制作的ＧＢＯＸ覆膜机

和８４７５０产品螺丝安装工装投入使用，减轻了

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品合格

率。北京北泡塑料集团公司轻钢公司调整营销

机构，将原有的７个项目部合并为２个业务

部、一个工程部，增加了 《全程动态管理实施

细则》，将应收款管理纳入业务流程的环节中。

轻钢公司摸索对北京奔驰汽车、北京机电研究

院等大客户的技术服务模式，安排有经验的人

员进行设计和服务增加了客户对公司的信任

度。轻钢公司共计承揽合同总额３亿元，签订

合同数为９０７个，其中百万元以上的大合同数

为３３个。星月公司面对老客户的新需求，开

发出２０千克／立方米汽车装饰用阻燃软质聚氨

酯泡沫塑料，达到美国ｃａ１１７标准，并生产销

售该产品 ８０ 吨，占全年汽车产品总量的

１０％，弥补了因汽车限购政策带来的影响，使

全年汽车产品的产销量与去年持平。保持特种

泡沫 （军工产品）的质量和供应量，使仅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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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营业务收入１２％的特种泡沫实现销售收

入４１５万元。北京华盾雪花塑料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推行链式管理法，调整组织结构，实施组

织转型。以产品为单位组建了产销结合的产品

事业部，压缩管理层级，中层以上干部减少了

３０％，用工总数减少１３０人。全年各产品销售

总量比同期减少 １１００多吨，经济效益实现

３５０万元，比上年同期提高了７５％。

（常 江）

【陈彪创新工作室攻克科技项目】　年内，北

京隆达控股公司达博公司陈彪创新工作室研发

的 “半导体器件键合金丝”攻克了国家科技重

大项目 “０２专项”，替代了进口产品。在金价

节节攀升的情况下，陈彪创新工作室经过研

究、论证，确定用比金价低很多的铜和银替代

金，制造键合铜丝、键合银丝，创下了１万米

不断丝的纪录。

（常 江）

【工资集体协商】　年内，隆达公司全系统有

５３家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制率

８８．３３％，其中有２３家企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

商专项合同。有色公司在工资集体协商实现全

覆盖的基础上，成立了工资集体协商监督检查

小组。印包利丰雅高公司、富文新特公司签订

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海信 （北京）公司签订

了区域工资集体协商专项集体合同。白菊公司

续签的 《集体合同》中加入了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的内容，制定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高于北京

市最低工资１０％的标准，每年工资上调标准

下限不低于物价上涨指数、上限不高于１５％，

实现了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同步增长。

（常 江）

【为职工办实事】　年内，隆达公司在系统内

开展职工收入调查，对全部２２０名困难职工档

案重新核查录入。两节期间，全系统筹集送温

暖基金１００．２７万元，其中工会筹措４１．４８万

元，行政拨款４１．０７万元，通过全轻、市总争

取到补助款１１万元，社会募捐２．６５万元，其

他筹措４．０７万元。走访慰问困难企业７家，

全系统各级领导走访慰问困难职工５１９户，其

中困难农民工１４户，困难劳模、先进６４户，

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职工３８４人次，

为每户困难职工送去１０００元慰问金。“三八”

妇女节慰问了单亲女职工。盛夏时节，深入企

业慰问在高温车间工作和重体力劳动的一线职

工，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和职工的劳动保护工

作。“金秋助学”，为困难职工考入大学的子女

提供补助。制定劳模体检方案，分批组织７１

名在职和离退休劳模进行了健康体检。组织在

职劳模培训，进行外出疗休养。职工互助保险

为职工增添保障。有２２家单位的２３３４名职工

参加了住院津贴保障计划。全系统参加住院医

疗、女职工特殊疾病、重大疾病、意外伤害、

住院津贴五类保障计划共１６６９６人次，为职工

进行复合式投保。为２８２人次办理了３７．９４万

元的理赔，其中乾沣公司韩容芝获得了女工特

病保险赔付２５８２０元、重大疾病保险赔付金

７２００元，共计３３０２０元，有色综服公司马占

军获得住院保险赔付６０００元、重大疾病保险

赔付７０６０元，共计１３０６０元。

（常 江）

【隆达公司集成型总部启动】　年内，隆达公

司按照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集成

型总部构建方案》将原财务审计部分设为财务

部、审计部，增设新材料产业部、印刷产业

部、物业产业部和集体资产管理部。隆达公司

行政部室共１５个，董事会和党群管理机构设

置仍为６个部室。

（常 江）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简称纺织控股公司）把握转变发展方式

主线，建设适合首都经济特点的纺织发展格

局，提前全面完成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下

达的各项经济考核指标，超额完成市经济信息

化委提出的保增长目标，经济运行指标全面实

现好 于 上 年 的 目 标。上 缴 国 有 资 本 收 益

４３１１．１１万元，位居国资委系统排名第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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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收入完成７５亿元，实现利润３．７亿

元，利润总额３．７亿元，分别比规划目标增长

７．１％、１．４％和１５．６％。在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辖

区纺织服装企业出口创汇前１００家 （按海关统

计）排名中，纺织控股公司１２家企业位列其

中。在２０１１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和中国制造企

业５００强中，纺织控股公司榜上有名。

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国有资产管理进

一步加强。通过加强对重点企业的监控，推进

骨干企业的重点工作和措施；与六大集团和重

点企业签订 《“十二五”发展规划目标考核责

任书》，明确责任、措施、考核；全面梳理，

新增、修订管理制度，完善 “以资产管理为重

点，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继

２０１０年发行第一期４亿元短期融资债券后，

２０１１年又完成第二期５亿元的短期融资债券的发

行工作；发展高端都市服务业，打造文化创意、

新兴媒体、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京棉莱锦文化

创意产业园形成品牌效应。２０１１年，纺织控股公

司完成或实施重大投资项目１０项，其中服装纺

织主业投资７项，现代服务业投资３项。并提前

３个月完成国资委考核的年度４户企业退出计划。

重大项目落实基本到位，自主创新推进品

牌建设。制定纺织控股公司 “十二五”品牌发

展战略规划，明确１６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并与六大集团签订项目实施责任书。已启动的

１４项 重大技术创新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

２６０６７．６４万 元，累 计 实 现 新 增 销 售 收 入

４０８９７．９８ 万 元，新 增 利 税 ４７０８．６５ 万 元。

２０１１年，纺织控股公司主要生产企业新产品

实现销售收入８４３０６．０６万元，占产品销售收

入的２８．９４％。科技支出１２５５３．１２万元，占

产品销售收入的４．３１％。企业申请专利２１

项，其中发明专利９项；获得授权２１项，其

中发明专利１２项。“铜牛”、“雪莲”、“雷蒙”、

“天坛”、“绿典”、“佳泰”、绿典 “棉桃图形”、

“ＪＩＮＧＧＵＡＮ”等８个商标荣获北京市著名商

标。“铜牛”、 “天坛”、 “雷蒙”、 “伊里兰”、

“喜润丝”、“埃姆”６个品牌集体参展第１９届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展出规模创历史新

高。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的 “绿色环保汉麻

针织产品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荣获北京市科技

进步三等奖。由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共同实施的 “还原态多功能纱罗织物研究”项

目，荣获２０１１年度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科技三

等奖，“多功能汉麻针织面料研究与推广”荣

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由

北京清河三羊毛纺集团设计的面料产品 “晶”

ＪＡＫ８８００３１荣获２０１１年 “维尔佳”新产品评

比一等奖。北京京冠毛巾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

“毛巾系列”获２０１１年第二届 “八达岭杯”长

城专题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产品类二等奖。北

京市京工红旗厂有限公司成功中标第２６届深

圳大运会赛事礼宾旗帜采购项目。方恒置业连

续第二年荣获 “２０１１年中国房地产企业品牌

价值标杆”称号，品牌价值２６．５８亿元。

（张建国）

【绩效评价】　８月２６日，控股公司召开企业

绩效评价和风险分析专题会。通报了２０１０年

度控股公司整体综合绩效评价结果，即得分

８７．３２，综合绩效状况在全国纺织行业中处于

优秀水平，比上年良好水平提高一档。单户企

业优良率占评价户数的４８．４％，比上年提高

３．７个百分点。

（纺 织）

【京棉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　９月１８

日，京棉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隆重举

行。产业园吸引入驻机构１２５家，从业人员近

万人。产业园既保护了老工业遗址，又成为北

京纺织发展现代都市服务业的亮点。

（纺 织）

【ＭＢＡ内训班与人才培训】　９月２３日，纺织

控股公司与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训练中心合

作，共同举办涉及８个方面培训内容的经营管

理者ＭＢＡ内训班。５１名控股公司本部和各二

级企业推荐的领导班子成员、后备干部及优秀

中青年管理人员参加为期８个月共计１６天的

集中学习。全年纺织控股公司投入１００万元设

立专项培训基金，并争取北京市人才基金，选

送３名优秀青年干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卓越

领导高级研修班，安排１２人次参加市委组织

部和市国资委举办的局级领导和后备领导人员

培训班，推荐８人参加全市国有企业高级企业

文化师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高层次、高水平的

经营管理人才。

（梁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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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职业资格鉴定】　９～１０月，纺织控

股公司开展细纱挡车工、染色工高级工培训鉴

定工作，首次突破北京纺织行业２个工种高级

工的零纪录。共有４１名学员参加培训，取得

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

（刘富禄）

【企业改革改制】　年内，北京纺织控股公司

共计实施企业调整重组３３户，其中投资新设

５户；股权重组１２户 （股权转让２户、股权

收购３户、增资扩股４户、股权划转２户、因

母体注销提升层级１户）；劣势企业退出１６户

（注销９户、转让７户），其中列入市国资委

２０１１年退出计划企业４户 （注销３户、转让１

户）。通过调整重组，吸引社会资本７７７０万元

（其中法人资本６７２０万元、自然人资本１０５０

万元），收回国有权益１９２１．６７万元。完成列入市

国资委２０１１年四级及以下压缩目标１１户企业。

（杨舒　王强）

【企业增资转让】　年内，方恒股份公司投资

设立承德方恒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１００００万元，其中方恒股份公司持有５１％

股权。毛纺集团公司投资设立北京地天泰针织

绒线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其中毛

纺集团公司持有７０％的股权，北京溥利毛纺

进出口公司持有３０％的股权。五洲集团公司

投资设立河北燕阳特种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２０００万元，其中五洲集团公司持有５１％股

权，北京五洲燕阳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持有

３０％股权。雪莲集团公司投资设立新疆雪羚生

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其中雪莲集团公司持有５１％股权。北京天彩

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南京天鑫和信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５００万元，其中北京

天彩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持有６０％的股权。北

京铜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增资，增资

后总股本２０００万股，其中铜牛集团公司持有

１２００万股。雪莲集团公司对内蒙古金三环羊

绒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注册资本由２８００万元

增至５８００万元，其中雪莲集团公司增资１８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仍为６０％。京棉集团公司对

中纺联合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持

有股权比例为７．６１％。毛纺集团公司对全资

企业北京清河三羊商贸有限公司增加投资２５０

万元，注册资本由５０万元增至３００万元。雪

莲集团公司收购北京金三环纺织进出口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的雪润 （北京）羊绒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全部股权，五洲集团公司收购北京五洲飞

天商贸有限公司其他股东３０％的股权；北京

中纺海天染织技术有限公司受让中纤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所持沈阳中恒新材料有限公司１．６％

的股权。

（杨舒　王强）

【技术改造】　年内，北京铜牛集团公司所属

北京京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实施短纤热风产业

用非织造布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６１０

万元。

（王 强）

【自主创新与科研】　年内，纺织控股公司主

要生产企业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８４３０６．０６万

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２８．９４％。科技支出

１２５５３．１２万元，占产品销售收入的４．３１％。

企业申请专利２１项，其中发明专利９项；获

得授权２１项，其中发明专利１２项。北京大华

天坛服装有限公司被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认定为

北京市专利试点培养单位。

（付清云）

【重点项目成果】　年内，北京铜牛集团有限

公司的 “绿色环保汉麻针织产品的研究与开

发”项目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由燕山

大学、苏州圣龙丝织绣品有限公司、北京铜牛

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实施的 “还原态多功

能纱罗织物研究”项目，荣获２０１１年度中国

纺织工业协会科技三等奖，北京铜牛集团有限

公司的 “多功能汉麻针织面料研究与推广”荣

获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针织内衣创新贡献奖。北

京清河三羊毛纺织集团作品 “灵”、“典雅”获

得 “２０１２春夏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称号。

作品 “晶”荣获２０１１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

面料设计分赛入围奖。产品晶ＪＡＫ８８００３１荣

获２０１１年 “维尔佳”新产品评比一等奖。北

京京冠毛巾有限责任公司参赛作品 “毛巾系

列”在２０１１年第二届 “八达岭杯”长城专题

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中荣获产品类二等奖。

（付清云）

【品牌建设】　年内，纺织控股公司制订 “十

二五”品牌发展战略规划。开展对 “铜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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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天坛”、 “绿典”４个服装品牌运营

状况的调研。“铜牛”、“雪莲”、“雷蒙”、“天

坛”连续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有效期自

认定之日起３年。至此，纺织控股公司 “铜

牛”、“雪莲”、“雷蒙”、“天坛”、“绿典”、“佳

泰”、绿典 “棉桃图形”、“ＪＩＮＧＧＵＡＮ”共８

个商标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 “铜牛”、

“天坛”、“雷蒙”、“伊里兰”、“喜润丝”、“埃

姆”６个品牌集体参展第１９届中国国际服装

服饰博览会，这是纺织控股公司第三次组织的

统一参展活动。展出面积为２８５平方米，展出

规模创历史新高。展出产品在设计中体现出时

尚、环保、舒适、高雅等新的元素和理念。在

产品风格上，凸显了品牌的价值。由中国流行

色协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北京服装纺

织行业协会主办，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文化创

意中心承办的第二届 “炫彩中国·数码原创设

计大赛”正式启动。以数码服饰主题设计、数

码旅游礼品主题设计和原创概念软雕作品设计

等３个系列为征集内容，期间共收到来自东华

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全国各高校学生及社会

各界设计师近６００幅作品。由团市委、市人力

社保局、市国资委、市总工会主办，控股公司

团委联合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北京服装学

院共同承办的北京市 “百万青工 岗位建功”

行动——— “铜牛杯”北京市共青团服装设计大

赛正式启动。北京光华时代纺织进出口公司周

亚君设计的作品 《青春之歌》获得金奖；北京

铜牛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宋子玉设计的

《活力青春》、北京大华天坛服装公司马沛莹设

计的 《品质人生》获得银奖；北京纺织科学研

究所赵哲设计的 《魅力先锋》获得铜奖。北京

市教委、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主办了北京市

第四届学生装展评会暨首届 “铜牛杯” “用科

技呵护未来———新功能学生体育装”设计邀请

赛。铜牛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北京市学生统一

着装管理服务中心、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共

同颁发的 “北京市学生体育装面料研发生产基

地”牌匾。以 “七彩涅?”为主题的 “铜牛

２０１２春夏发布会”召开，推出了２０１２春夏产

品市场推广方案、２０１２ 春夏产品发布会、

２０１２春夏季产品订货会等系列活动。

（刘晓楠）

【产品销售】　年内，北京纺织控股公司规模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完成２９４０２１．４万元，同比

增加３８５３６万元，增长１５．１％。其中，铜牛

集团完成８８０１５．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６％；

雪莲 集 团 完 成 ６９４６２．２ 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７．６％；光华集团完成８８７４６．４万元，同比增

长７．１％；京棉集团完成１６９８４．５万元，同比

增长３３．５％；京工集团完成５６１９．４万元，同

比下降１．７％；毛纺集团完成１１７３３．７万元，

同比增长８１．６％；大华天坛公司完成１１９０６．３

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４％。销售收入超亿元的

企业有１０户，其中北京铜牛服装有限公司完

成３７９９８万元，同比增长９．３％，北京雪莲羊

绒股份公司完成 ２３７４３．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８．５％，北京中纺海天染织技术公司完成

２３１５０．１万元，同比下降９．９％，北京铜牛股

份公司完成２２０７３．５万元，同比增长０．１％，

雪润 （北京）羊绒制品公司完成１９７２１．６万

元，同比增长２９．８％，北京五洲佳泰新型涂

层材料公司完成 １７３５６．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北京京冠毛巾公司完成１５３８７．２万元，

同比增长１２．３％，北京天彩纺织服装公司完

成１５０２５．８万元，同比增长２９．３％，北京埃

姆毛纺公司完成 １２９２２．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１％，北京大华天坛公司完成１１９０６．３万

元，同比增长１７．４％。按照产业类别划分，

纺织服装产业完成收入２６０６３３．５万元，同比

增加４１９１８万元，同比增长１９．２％。其中，

服装业完成收入１５５６７３．９万元，同比增加

２２５５９ 万 元，增 长 １６．９％，所 占 比 重 为

５９．７３％，同比下降１．１３个百分点；面料业完

成收入５１７９３．３万元，同比增加１３６０７万元，

增长３５．６％，所占比重为１９．８７％，同比增加

２．４１个百分点；装饰及产业用纺织业完成收

入５３１６６．３万元，同比增加５７５２万元，增长

１２．１％，所占比重为２０．４％，同比下降１．２８

个百分点。纱总计销售２４４５．１吨，同比下降

２１．４％；布总计销售 ３５８ 万米，同比下降

３１．４％；精纺毛织品总计销售２１２．５万米，同

比增长３５．９％；服装总计销售２０８６．６万件，

同比下降３．５％，其中梭织服装销售１１０９万

件，同比增长２７．８％，针织服装销售９５１．９

万件，同比下降２４．７％；羽绒服装销售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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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同比下降１２％。

（武小京）

【出口创汇】　年内，北京纺织控股公司系统

１７户进出口公司、企业出口创汇 （按企业报

关统计）２９１７５．５万美元，同比增加４１２万美

元，增长 １．４％。其 中，进 出 口 公 司 创 汇

２３５７４万美元，同比减少７１８万美元，下降

３％；进出口企业创汇５６０１．５万美元，同比增

加１１３０万美元，增长２５．３％。在２０１１年出

口创汇中，８户进出口公司中，５户同比增长，

其中北京市金三环纺织进出口公司完成１９１５

万美元，同比增长４．９％；北京光华时代纺织

进出口公司完成 ３３２８ 万美元，同比增长

２８．８％；北京京棉进出口公司完成１０１０．６万

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３％；北京市顺发进出口

公司完成２０４２万美元，同比增长８．５％；北

京市溥利进出口公司完成２２５万美元，同比增

长３３．１％。９户进出口企业中有７户同比增

长，其中北京埃姆毛纺公司完成８１９．９万美

元，同比增长１．６％；北京金商梦公司完成

７７６万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１％；北京衬衫厂完

成１４．９万美元，同比增长７３．３％；雪润 （北

京）羊绒制品公司完成２５１万美元，同比为净

增长；北京京冠毛巾公司完成２０９１．７万美元，

同比增长１７．４％；北京京澳毛纺公司完成

８０３．５万美元，同比增长１１２％；北京大华天

坛服 装 公 司 完 成 ３５１ 万 美 元，同 比 增 长

６４．８％。在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辖区纺织服装企业

出口创汇前１００家 （按海关统计）排名中，纺

织控股公司系统企业进入１２家，其中北京市

铜牛进出口公司名列第三，北京市京工服装进

出口公司名列第十，北京光华时代纺织进出口

公司名列第十二，北京市顺发进出口公司名列

第十八，北京京冠毛巾有限公司名列第二十，

北京市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名列第二十四，北京

金三环纺织进出口公司名列第三十，北京市京

棉进出口公司名列第五十九，北京京澳毛纺公

司名列第六十九，北京埃姆毛纺公司名列第七

十三，北京金商梦服饰公司名列第八十，北京

佐田雷蒙服装公司名列第八十二。

（武小京）

【节能环保】　年内，完成 《北京纺织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十二五”工业污染防治规划》编

制工作。全年完成节能新技术推广项目２项，

即北京清河三羊毛纺集团ＬＥＤ高效节能灯项

目和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 ＭＮＩＰ变声速自

增压节能换热器项目。经对比测试，新灯具照

度可提高９０％，节电效果达到６９％，每年可

为企业节约电费约１８．５万元。ＭＮＩＰ变声速

自增压节能换热器代替了老式的管壳式的换热

装置，换热效率接近１００％，具备增压功能，

可减少或不使用循环泵。经第三方检测，蒸汽

消耗量减少了３１．５８％，电耗减少了６０．５４％。

全厂冬季采暖节约蒸汽约２０００吨，折合综合

能耗约３８３吨标煤。

（王永茂）

【实施污染扰民搬迁】　年内，北京马坊工业

区毛纺工业园内４家企业污染扰民搬迁项目取

得竣工备案手续，分别是北京清河毛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两大生产车间、北京科兴源热电有限

公司、中美联合 （北京）制呢有限公司。北京

铜牛集团所属制线厂取得污染扰民搬迁立项代

可研批复，共计返还出让金３２６４．３４万元；北

京光华五洲集团取得污染扰民搬迁立项代可研

批复，项目环评批复；北京第三印染厂完成污

染扰民搬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目节能手

续、环保手续，取得立项代可研批复，共计返

还出让金４１４４．８８万元。

（王永茂）

【效能监察】　年内，纺织控股公司效能监察

立项３６项，完成３６项，达到完成率１００％。

其中，一级立项１２项，二级立项２４项。为企

业避免经济损失１３０９．１７万元，挽回经济损失

１４．８１万元，增效１７９０．７５万元；提出改进管

理建议１４３条，被采纳１１７条；建立和完善规

章制度６２项。举办效能监察工作培训班１８

期，培训人员３１８人次。评比效能监察优秀项

目一等奖１名、二等奖２名、三等奖３名，优秀

奖７名。

（张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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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工美集团）是融商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科研

开发、教育及工艺美术品生产等为一体的多元

化综合性集团公司，是北京工艺美术行业的龙

头企业。公司股东有北京工美集团集体资产管

理协会，出资比例为７７．３％；北京市国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１６．８８％；北京

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比例为

５．８２％。公司拥有王府井工美大厦、技术中

心、白孔雀艺术世界、金孔雀艺术世界、工艺

美术博物馆、首饰质量监督检验站、工艺美术

高级技工学校等分支机构。

年内，工美集团在册职工１２５２人，拥有

工商企业２０家，其中合资企业７家。具备自

营进出口权、黄金批发零售权、珠宝首饰实验

室、市级技术研发中心及大师工作室等特殊资

质。注册资本４．６６亿元。经营性房产总占地

面积５．３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１６万平方米。

经营范围主要包括：抽纱、地毯、首饰、特种

工艺、金属工艺、环境艺术、技术咨询、黄金

批发零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经营品

种包括玉器、象牙、景泰蓝、雕漆为主的传统

工艺美术品及黄金、珠宝首饰、现代工艺礼

品、家居装饰品等７０余个大类，上万个品种。

年内，北京工美集团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

标和任务。年末，公司总资产１３９３３０．９３万

元，净资产７３３４．８９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６６９６．１万元，实现利润４００４．９万元，完成

年度计划的１６０％。

（苏靖晨）

【工美艺城网开通】　７月２６日，由北京工美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运营的 “工美艺城网”

正式开通。工美艺城网汇集国内外工艺美术品

及相关文化产品，以中高档工艺美术市场为开

拓目标，融合了电子商务手段与创新元素，商

品涉及９大类、８０余小类、近万件商品。１０

月３日，王府井工美大厦工艺品商场日销售额

突破千万大关，实现销售收入１０６２万元。工

美集团围绕 “高档工艺精品、国务政务礼品、

旅游纪念品”这３条主线，打造了包括重磅珊

瑚玉雕 《九龙浴佛》、工美玉器和企业礼品定

制等一揽子系列产品，其中 《九龙浴佛》荣获

了中国玉石器百花奖特等奖， 《白玉链子瓶》

获得金奖。

（苏靖晨）

【强强联手拓展业务领域】　９月２９日，北京

工美集团与中国工艺 （集团）公司和中联国际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合作组建中国工艺艺术品

交易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作为工美

集团丰富经营业态，加强与央企合作，活跃北

京乃至全国的艺术品交易市场的重要举措，此

举在创造更多商业机遇的同时使艺术品体现出

真正的收藏价值。

（苏靖晨）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年内，ＣＢＤ工美大厦

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３万余平方

米，是继王府井工美大厦之后，工美集团打造

的又一经营工艺美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综合性

商业城。黄金珠宝城项目筹备组自正式进驻商

场，各项筹备工作快速推进完成开业前的准备

工作。工美艺苑项目与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

挥部、快轨公司等方面就补偿面积、单价以及

工作进度进行协商，最终得到了合理的占地补

偿，并且争取到了发展改革委对博物馆投资补

助资金。垡头文化创意园项目在原有设备设施

薄弱、周边市政设施不完善的条件下，积极与

当地管委会和周边企业联系摸底，依法依规、

安全施工，完成了北楼的借电借暖、消防水

池、室外管线等改造工程，完善了北楼入住的

基本功能与配套条件。同时为了立足出租，创

收创利，还对园区的整体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

与改造，对老旧设施进行了更新，使园区从运

行质量到外部整体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苏靖晨）

【人员招聘与企业培训】　年内，集团公司加

大了人员招聘及干部员工的培训力度，先后引

进人员９０余名，均为文化层次较高、专业技

能较强、工作经验丰富且年龄偏低的人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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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力资源部等部门筹办内部培训，丰富培

训内容，全年参加培训人数累计达１２００余

人次。

（苏靖晨）

【完善制度】　年内，为建立科学、合理、有

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充分调动企业经营管理者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自主经营的能力，集

团公司对原有考核办法进行了相应调整，扩大

考核范围，量化考核指标与工作事项，使考核

更具有可操作性，形成了较强的激励约束机

制，为进一步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奠定了基础。

（苏靖晨）

【企业文化】　年内，工美集团隆重举行 “工

美情”基金成立１０周年纪念活动。１０年来，

“工美情”基金共计捐款４８７万元，帮扶职工

１．８万人次，为解决困难职工的后顾之忧，打

造 “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的工美企业文化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苏靖晨）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综述】　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华润

医药）是华润集团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打造央

企医药平台”的要求，在重组华源集团、三九

集团的基础上成立的大型药品研发、制造和分

销企业，是华润集团的七大战略业务单元之

一。华润医药所属企业在北京、上海、深圳、

四川、山东等地拥有现代化的研发中心、生产

基地和分销中心，在天然药物与中成药、化学

药、生物药、营养保健品、药品流通等领域为

患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其中心血管用药、

大输液、生殖健康用药、天然药物与中药、药

品分销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２０１１年，华润医药实现销售额５６４亿元，同

比增长５５．６％，其中化学药销售额４８亿元，同

比增长１１．６％；天然药物与中药销售额６３亿元，

同比增长２３．５％；药品流通销售额４２２亿元，同

比增长８９．２％。实现经营利润３７亿元，同比增长

４３．６％。工业板块实现稳定增长，２０１１年销售额

超过亿元的产品有２４个，其中有６个超过５亿元。

２０１１年，华润医药以品牌中药、品牌化

学普药、品牌保健品和医药分销为核心业务，

通过并购重组、业务整合、市场拓展、管理提

升及价值链协同，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迅速提

升了企业价值，打造了央企医药产业平台，成

为具有竞争力和领导地位的中国医药企业。１０

月，华润医药完成了与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份交割和整合重组，北药集团成为华

润医药全资下属公司。整合后的华润医药召开

了新一届董事会，正式确定了管理团队和总部

组织架构，搭建总部矩阵式智能管理系统，设

７个职能线、３０条专业线，随即展开了定岗定

编、人员匹配工作，完善了总部管理职能体

系。为加强集团内研发业务管理，总部设立了

创新孵化事业部，作为集团的研发管理和技术

孵化中心，完成了细化定位、运行模式和工作

流程等工作，并申请了国家 “十二五专项”项

目。华润与北京大兴区政府签署 《投资合作框

架协议》，征地４１．７３万平方米，计划投资７０

亿元建设北京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园，为加快项

目进程，总部还设立了北京产业园事业部。

２０１１年，华润医药及下属企业还开展了

一系列的投资兼并、业务整合业务。华润医药

与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合资

意向协议》，拟共同投资１０亿元，在漳州建设

医药工业园。下属企业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投资

２０亿元，并购了北京、江苏、河北等１０个省

市的１２家药品流通企业，同时完成了对华润

医药系统内的新西北双鹤、昆山双鹤、湖北金

马、衢州医药４家企业的整合工作。此外，双

鹤药业收购了长富金山股权，丰富了输液产品

线；华润三九收购北药集团天然药事业部，进

一步增强了中药平台的综合实力。

（曹秀琴　张建春）

【“降压０号”获市贡献奖】　１月２３日，北

京市科委、北京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关村管委

会、北京市投促局联合召开 “北京生物医药产

业跨越发展工程 （Ｇ２０工程）２０１０年度总结

会”。华润双鹤药业重点产品降压药０号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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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度最具贡献度大品种”奖。双鹤药业

２０１０年加速玻璃瓶输液向塑瓶、软袋输液的

升级进程，自主研发的８１７软袋输液通过

ＧＭＰ认证，有效补充输液包装品种。降压０

号全年实现销售９．２亿片。

（曹秀琴）

【第二个ＡＮＤＡ产品美国获批】　４月１５日，

赛科药业美国分公司 ＳＥＣ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Ｈ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Ｃ．第一个ＡＮＤＡ （仿制药

产品）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商用名 “压氏达”）

获得美国 ＦＤＡ 正式批准，取得上市销售许

可。这是美国ＦＤＡ批准的第二个由中国医药

企业申报的ＡＮＤＡ产品。

（曹秀琴）

【华润三九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合作】５月６日，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在北京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双方就共建产业化

生产基地和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达成合作意

向。一是双方共建华润三九北京产业化生产基

地。由华润三九整合北京华神制药有限公司和

中国中医科学院实验药厂，在北京新设公司，

华润三九拟出资１．５亿元以上，持有新公司

５５％股权，中医科学院持有４５％股权。华润

三九出资主要用于在大兴工业园区兴建产业化

生产基地；在研发规划方面，中医科学院未来

的研发成果，在同等条件下新设公司有优先合

作权。新设公司将在做大做强现有品种的同

时，制定长期品种发展规划，促进中医科学院

共同组建产学研联盟，其下属企业将成为该联

盟研发成果的产业化平台，新设公司也将从中

受益。二是双方还将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

鉴于中医科学院拥有６家附属医院，拥有一批

经验丰富的医生专家队伍，在肿瘤、心脑血

管、消化、儿科、妇科等多个领域拥有独特优

势，中医科学院与华润三九达成共识，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优势，进行详细论证，深入研究探

讨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事宜。

（曹秀琴）

【“天坛模式”医药物流服务】　６月，国家商

务部召开 “医药物流服务延伸示范工程现场

会”，向全国推广华润医药商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物流延伸服务经验。华润医药商业流通

“天坛模式”以信息连接为通路，将现代医药

物流信息化系统、自动化技术和管理服务延伸

到医院药库、药房和病区，为医院药库提供专

业化、个性化的信息管理解决方案，开发符合

ＧＳＰ管理要求的医院药库物流管理体系 （Ｈ－

ＷＭＳ），使医院药库药品出入库等操作流程化

和信息化，可以实时监控药品物流状态，实现

药品批号效期的全程监控，使医院、企业和病

患者３方受益。

（曹秀琴）

【赛科药业开展新疆义诊活动】　８月１９日，

北京赛科药业与北京心血管领域医疗专家赴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济困医院，面对牧民及百

姓开展 “扬赛科风帆、筑边疆健康”的大型义

诊活动。参加义诊的１５位医疗专家分别来自

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北京医

院、安贞医院等单位。医院还配备维吾尔族翻

译来帮助医患之间沟通。

（曹秀琴）

【获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９月２０

日，国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主 办 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全国质量工作先进单位和先

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北

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荣获 “全国质量工作先进

单位”称号。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是集生

产、经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大型

医药骨干企业，具有３０多年计划生育用药的

研制开发经验。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实现

全方位质量监控。通过ＥＲＰ全流程信息管理，

将ＧＭＰ、ＩＳＯ９００１、ＩＳＯ１４００１等专业流程融

入了企业的日常工作流程。实现ＦＤＡ、ＥＵ国

际标准对接，取得原料左炔诺孕酮的欧盟

ＣＥＰ证书。引入先进质量管理工具，推行符

合国际ＣＧＭＰ标准要求的二级质量管理体系。

（曹秀琴）

【赛科药业通过欧盟ＧＭＰ认证复检】　１０月

２７日～１１月２日，赛科药业制剂生产基地接

受欧盟２位检察官的欧盟ＧＭＰ认证复检。宣

布北京赛科药业马来酸氨氯地平ＣＤ片剂５毫

克／１０毫克符合欧盟ＧＭＰ原则和指导方针以

及药品注册批准，并当场签字。作为中国医药

企业的国际化先导企业，赛科药业于２００８年

首次通过欧盟ＧＭＰ认证。

（曹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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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科”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１１月２９日，

国家工商总局网站公布了２０１１年中国驰名商

标的认定名单，“赛科”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

认证。

（曹秀琴）

【赛科获北京市著名商标】　年内，经过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近一年的评审，６月３０日，

赛科药业于２０１０年申报的 “赛科”商标获得

“北京市２０１０年度著名商标”称号。

（曹秀琴）

【华润双鹤收购河南华利】　１２月２１日，华

润双鹤查检通过了收购河南华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简称河南华利）持有的河南双鹤华利药

业有限公司 （简称双鹤华利）１００％的股权。

收购价格以双鹤华利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

础，交易价格为１０９７０万元，并采用分期付款

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双鹤华利注册资本

６８００万元，是河南华利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

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大容量注

射剂 （含五层共挤输液用膜制袋、聚丙烯输液

瓶）、片剂 （含激素类）、硬胶囊剂、颗粒剂。

收购完成后，双鹤华利的生产、销售纳入双鹤

药业管理体系，定位为服务河南省及周边省份

市场需求的区域性输液生产基地。

（曹秀琴）

【医疗机构药库社会化】　年内，华润医药商

业下属企业华润吉林康乃尔医药有限公司 （简

称康乃尔公司）又与５家三甲、二甲医院签订

了社会化服务协议，负责医院药品全部采购配

送，并根据医院药库的需要提供医药物流专业

化、信息化服务、ＧＳＰ管理和人员培训等服

务。康乃尔公司在长春市高新区投资８０００万

元新建３万平方米的医药物流配送中心，是信

息化、自动化的一流现代物流配送中心。

（曹秀琴）

【华润双鹤提生产整合】　年内，双鹤药业公

司搭建北京工业园和输液事业部２大平台，万

辉双鹤、晋新双鹤、双鹤恩世生产业务并入双

鹤 （北京）工业园管理体系。输液事业部管理

体系保持不变，所属各工厂恢复原母体法人公

司称谓，工厂管理团队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同

时对生产业务部分相关经理人进行了重新

任免。

（曹秀琴）

【东阿阿胶８４２项检测 “零检出”】　年内，日

本厚生劳动省指定检测机构对东阿阿胶出口日

本的阿胶原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８４２

个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细菌等检测

项目均为零检出，标志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

公司的阿胶原粉通过日本权威机构最严格的质

量检测。此次８４２项的检测是日本一次性检测

最多的项目。项目包括７２５种农药、１０８种兽

药，再加上５种重金属 （水银、铅、砷、镉、

铬）、金黄色葡萄球菌等３项微生物以及各种

抗生素等。

（曹秀琴）

【赛科药业获得５项专利授权】　年内，赛科

药业获得授权发明专利５件。分别为一种高纯

度苯磺酸氨氯地平的合成方法，缬沙坦中杂质

Ｅ的研究及控制方法，一种缬沙坦的合成方

法，氯吡格雷中杂质 Ｂ的研究及控制方法，

一种制备沙坦侧链化合物的方法。

（曹秀琴）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简称同仁堂集团）是市政府授权经营国

有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以中药为主业，集科

工贸、产供销为一体的大型中药企业集团。拥

有十大子公司及两院，其中北京同仁堂股份有

限公司 （简称同仁堂股份）和北京同仁堂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同仁堂科技）是２家

上市公司，北京同仁堂健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健康药业）、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国药有限公司 （简称

同仁堂国药）、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公司等８

家中外合资及股份制公司，１家研究院和１家

中医医院。业务涉及中药材种植及饮片加工，

中成药、普通营养食品、保健食品、传统滋补

·７９１·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品、生物制品及化妆品的生产销售、科研开

发、出口贸易等方面。年可生产２４个剂型

１０００余个产品，拥有７５条通过国家ＧＭＰ认

证的生产线。

是年，同仁堂集团全面落实 “北京同仁堂

‘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构建六大二级集团为

主线，全力推进 “专业化、规模化、集团化”

进程。落实重点项目建设，加快产业布局调

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向科技要效益。拓展

海外市场，扩大同仁堂海外影响力。克服不利

因素影响，增强应对市场变化和抵御风险能

力。围绕市场需求，加强品种群建设，促进销

售上量，更新换代主销品种，增加产品附加

值，提升利润空间。销售收入、实现利润第

１５年连续两位数增长，集团整体投资回报率

和出口创汇创历年最高。职工人均增资４级，

收入稳步提高，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全年无

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截至年末，同仁堂集团

资产总值１４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７％；全年实

现销售收入１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６％；利润

总额１３．１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６％；实现利税

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工业总产值７９．６亿

元，同比增长１９％；出口创汇３３９２万美元，

同比增长２１％。

（葛 冰）

【丁永铃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３月３１日，

全国工商联 “巾帼建功”颁奖活动在同仁堂集

团召开。同仁堂集团副总经理丁永铃荣获 “巾

帼建功”标兵称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宋北

杉，全国工商联，全国妇联，同仁堂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等领导出席会议。

（葛 冰）

【获全国和北京市荣誉称号】　４月，同仁堂

集团３个集体分别被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总工

会授予荣誉称号。其中，同仁堂健康赛特购物

中心同仁堂专柜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

号；同仁堂股份同仁堂药店荣获 “首都劳动奖

状”称号；同仁堂药材公司 （亳州）饮片有限

责任公司荣获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称号。

（葛 冰）

【入选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　５月

１３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公布首批北京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同仁堂集团

等４单位入选。同仁堂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通过制定相关

措施、规划，采用多种方式方法科学有效的传

播中医药文化，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葛 冰）

【中医医院通过二级医院验收】　５月２７日，

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获得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

批准，正式成为二级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药

管理局专家评审组采取听汇报、查阅资料、实

地检查评估的方式，对中医医院的规模、管

理、医疗护理质量、技术水平、中医药特色、

医疗服务功能、医疗设备设施、药剂管理等方

面进行评审，并顺利通过。

（葛 冰）

【签订战略合作意向】　７月７日，中国北京

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银行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重点支持北京同仁堂中药

现代化产业园建设。根据协议，北京银行将向

同仁堂集团提供意向性授信额度５０亿元，并

将提供包括融资授信、账户结算、 “现金优管

家”、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承销发行、投资

理财、“资金快链”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双

方将在中药基础性研究、中药材规范化规模种

植、中药材成药生产及销售等领域加强合作。

（葛 冰）

【获 “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８月１５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

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华

全国工商联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和谐企业与工业园区先进表彰

暨经验交流会，同仁堂集团获 “全国模范劳动

关系和谐企业”称号。会上，同仁堂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殷顺海作为北京市劳动关系和谐

单位唯一代表，做了 “打造善待文化发展百年

老店”的典型发言，介绍了同仁堂 “四个善

待”企业文化建设经验。

（葛 冰）

【中东首家同仁堂旗舰店开业】　１０月１８日，

中东首家同仁堂旗舰店在阿联酋迪拜开业。该

店秉承北京同仁堂优良传统，通过中医坐堂与

药品零售结合，产品推广与文化传播并重，服

务多元化与产品多元化相依托，为当地民众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阿联酋副总统、迪拜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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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商务参赞、驻迪拜

总领事、阿联酋卫生部部长等出席并剪彩。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参加开业庆典。

（葛 冰）

【主办革命老区光明行活动】　１１月１６日，

北京同仁堂革命老区光明行———走进房山大型

公益活动，在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启动。该活

动旨在帮助生活在革命老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

重见光明，同仁堂集团出资５０万元为首批

１３０多名房山区贫困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手术

治疗。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沈宝昌、秘书长闫仲

秋等出席启动仪式。

（葛 冰）

【止渴养阴胶囊批量生产】　１２月１６日，同

仁堂股份研制的用于治疗Ⅱ型糖尿病的新

药——— “止渴养阴胶囊”投入批量生产，标志

着北京市中医药 “十病十药”首批新药生产正

式启动。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等领导及中央电

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日报等媒体出席。首

都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工作是市政府提出的

“健康北京”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中医药

“十病十药”项目是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止渴养阴胶囊是同仁堂股

份研制的第６类中药新药，是中成药复方新

药。该药具有益气养阴、滋肾健脾的功能，对

于气阴两虚、脾肾不足导致的Ⅱ型糖尿病疗效

较好。该药已通过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和北京医院等５家

医院的临床研究。

（葛 冰）

【举办中医药大师命名仪式】　１２月１６日，

在同仁堂集团举行了 “北京同仁堂第二批大师

命”仪式。宣布了 《关于高益民、于葆墀等

１３名同志命名大师的决定》并颁发聘书。命

名并嘉奖了８位同仁堂中医大师、３位同仁堂

中药大师、１位同仁堂中医药传承大师、１位

同仁堂民间技艺传承大师。

（葛 冰）

【对外经贸工作】　年内，同仁堂国药完成海

外资产重组工作，逐步形成海外整体管理平

台。中成药出口创汇３３９２万美元，同比增长

２１％，蝉联全国中药行业第一。营业收入

２．８３亿港元，同比增长４７％；实现利润７７００

万港元。拥有１２家境外公司，在海外１７个国

家和地区共有６４家零售终端，资产总额达到

４．７亿港元。

（葛 冰）

【通过２４项质量认证】　年内，北京同仁堂集

团通过国内ＧＭＰ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ＱＳ （食品质

量安全）等质量认证２４项。其中，同仁堂股

份公司制药厂丸剂、口服液、胶囊剂，同仁堂

股份药酒厂酒剂，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丸剂、

颗粒剂，同仁堂科技公司制药厂软胶囊剂通过

ＧＭＰ复验，获药品 ＧＭＰ认证证书。北京同

仁堂参茸有限公司新东安药店、北京同仁堂天

津药店有限公司富力城店、北京同仁堂连锁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朝外店、天通苑药店等１８家

药店获ＧＳＰ认证证书。健康药业茶制品和代

用茶、饮料 （固体饮料）通过ＱＳ认证。

（葛 冰）

燕 山 石 化

【综述】　燕山石化是隶属于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的特大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前身为

１９７０年成立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后曾更名

为燕山石油化学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北京燕山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燕山石化包括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简称燕山分公

司），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简称燕化有限公司），北京东方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简称东方石化公司）及保定石油化

工厂。燕山石化总部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岗

南路１号。

燕山石化是国内第一家生产欧Ⅵ标准成品

油的千万吨级炼油基地，每年为市场提供汽

油、柴油、航空煤油以及润滑油基础油、石

蜡、硫磺等多种产品。在清洁油品生产、节能

·９９１·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减排、合成橡胶新胶种研发等关键领域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形成一批国内 “独一无二”、“数

一数二”的特色高端产品。合成树脂包括低密

度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ＥＶＡ、聚丙烯以

及改性专用树脂等产品，年产量超过１００万

吨，专用料比例达８２％以上。合成橡胶包括

顺丁橡胶、ＳＢＳ、溶聚丁苯橡胶、丁基橡胶

等，其中顺丁橡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连续３次获得国家质量金奖；丁基橡胶、

溴化丁基橡胶填补国内空白。基本有机化工原

料包括乙烯、丙烯、丁二烯、苯酚、丙酮、

苯、乙二醇、苯乙烯等多种产品，间苯二甲

酸、间二甲苯、１－己烯等产品替代了进口、

畅销全国各地。

２０１１年，燕山石化保持安稳生产，抓好

优化运行，全年加工原油１０８５万吨，生产乙

烯８９．６万吨，合成树脂１０４万吨，合成橡胶

２２万吨，苯酚丙酮３１万吨、沥青１５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８９１．５８亿元，利润３．２６亿元，

上缴税金１０９．４３亿元 （以上数据含东方石化、

保定石化厂）。开发生产和推广三元共聚聚丙

烯、ＥＶＡ等新产品，试产国Ⅴ标准汽柴油。

加大成品油出厂力度，供应中航油公司航煤首

次突破１００万吨。

（孙 明）

【ＥＶＡ系列产品研发】　３月２日，燕山石化

生产出第一批质量合格的 ＥＶＡ 产品，实现

ＥＶＡ系列产品规模化生产。３月底，产出

ＥＶＡ９Ｆ１的合格产品，应用于高端膜料市场。

１２月，生产出ＥＶＡ１８Ｊ３的合格产品。燕山石

化已经具备生产ＶＡ含量从９％～２１％的全部

ＥＶＡ系列产品的能力，实现规模化生产。全

年生产ＥＶＡ产品近４万吨，占全年高压聚乙

烯产量的２１％。在１２个 ＥＶＡ 产品牌号中，

有用 于 农 膜、包 装 膜 生 产 的 ＥＶＡ９Ｆ１ 和

ＥＶＡ９Ｆ２，用于发泡、母粒载体、挤塑、型材

等产品生产的ＥＶＡ１４Ｊ４，用于电缆、发泡、母

粒载体、挤塑、型材等产品生产的ＥＶＡ１８Ｊ４，以

及用于护卡膜生产的ＥＶＡ１９Ｆ１６等６种ＥＶＡ

产品。全年 ＥＶＡ 产品销售利润达５８６９．８７

万元。

（孙 明）

【２项聚丙烯成套技术填补空白】　３月２５日，

燕山石化自主研发的三元共聚聚丙烯和氢调法

高流动聚丙烯２项成套工业技术生产的专用料

通过中国石化技术鉴定。２项产品分别在一聚

丙烯和三聚丙烯装置上成功实现工业化生产，

并在国内多个食品厂家使用。

（孙 明）

【ＣＲＭ系统正式上线】　４月２３日，ＣＲＭ 系

统正式启动。ＣＲＭ系统即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主要利用网络和呼叫中心平台，对客户的反馈

信息进行收集、分类统计和分析，以及时了解

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ＣＲＭ

系统通过与中国石化化工产品销售公司ＣＲＭ

系统、燕山石化ＥＲＰ系统进行集成，把客户

信息集成在统一平台上，同时在外网上建立链

接，为客户开通网络互动平台。通过对客户的

交互记录和咨询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及时了解

客户的需求和关注点，并传递给生产厂，为产

品型号的改进和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生产厂

则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相关的生产调整，生产出

适销对路和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相关工作人

员还将把收集到的客户数据纳入数据库中，利

用智能分析系统，对客户交易状态以及客户经

常浏览的产品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在推出符合

客户需求的新产品时，数据库会在第一时间内

提示相关客户，并将新产品推荐给客户。

ＣＲＭ系统还与短信平台实现集成，定时向有

关人员发送竞价竞拍、活动安排、投诉提醒等

信息，提高了客户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孙 明）

【聘任２７名专家】　５月２６日，燕山石化第

一届首席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１２０人当选首席专家委员会委员。会议审议通

过了 《第一届首席专家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

和 《首席专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一

届首席专家委员会。６月１４日，燕山石化举

行专家聘任仪式，２７人被聘为公司专家，其

中９人被聘为高级首席专家，６人被聘为首席

专家，１２人被聘为专家。

（孙 明）

【曹妃甸千万吨炼油工程项目】　７月１日，

燕山石化曹妃甸千万吨炼油工程项目筹备处揭

牌暨北京燕华公司曹妃甸石化装备制造项目开

工仪式在曹妃甸举行。曹妃甸千万吨炼油工程

·００２· 北京工业年鉴



是中国石化、河北省的重点项目，将在曹妃甸

建设１８套炼油生产装置以及公用工程系统和

辅助设施。

（孙 明）

【化工系统大检修完成】　８月１５日，化工系

统开始４年１次的大检修，为期３０天。共涉

及生产装置３３套，其中２７套装置进行停工检

修；涉及公用工程装置３１套，其中２３套与化

工系统同步检修，实施检修项目６４９０项。增

加技改技措项目７２项，总投资２２．５８亿元，９

个重点实施且单项投资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的项

目要利用大检修时机完成工艺、公用工程甩头

１８５个。包括新建的４５万吨／年润滑油加氢异

构脱蜡装置、２６０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置，

还包括９万吨／年丁基橡胶、３万吨／年稀土／

镍系柔性顺丁橡胶、５０万吨／年苯酚丙酮改造

等项目。涉及产品结构升级的重点技改项目还

有丙酮脱甲醇改造、一高压聚乙烯装置应用低

闪点溶剂油系统改造以及顺丁橡胶丁二烯水洗

塔的更新、扩量改造等。多个优化节能项目也

被列入大检修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当中，涉及裂

解装置的就有裂解炉升降温过程蒸汽回收利

用、裂解火炬气流程改造以及装置开停车物料

回收等项目。

（孙 明）

【溴化丁基橡胶装置成功开车】　１０月２８日，

中国石化重点工程项目、燕山石化３万吨／年

溴化丁基橡胶装置成功开车，产出合格产品。

溴化丁基橡胶由普通丁基橡胶与原料溴发生取

代反应后制得，其加工性能、使用性能及产品

售价均优于普通丁基橡胶，是生产车用无内胎

子午胎气密层的原料，以前国内需求全部依赖

进口。燕山石化于２００７年成功开发出自主知

识产权的３万吨／年溴化丁基橡胶工艺包，并

于２００８年进行装置建设，２００９装置建成中

交，２０１０年试生产。２０１１年９月，对装置检

修改造，稳定产品质量，进行为期一周的试生

产，打通装置流程，积累操作经验。２次工业

试生产共生产溴化丁基橡胶８２２．１５吨，实现

装置连续、稳定运行，生产出质量合格的ＢＩ

ＩＲ２０４６、ＢＩＩＲ２０３９和ＢＩＩＲ２０３２工业产品。经

下游用户对样品的检测，产品符合使用标准。

（孙 明）

【创建 “全国安全社区”】　１１月２３日，经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授权，中国职业安全

健康协会召开全国安全社区建设会议，授予中

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北京

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燕山办事处社区等６２个地

区 “全国安全社区”称号，并举行授牌仪式。

燕山石化公司生活社区服务管理中心被评为全

国安全社区建设先进单位。

（孙 明）

【ＭＥＳ系统通过验收】　１２月６日，由石化盈

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 “十一五”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计划）重点项目

“面向流程和混合行业的可配置 ＭＥＳ产品及

行业解决方案”课题验收会在燕山石化召开。

国家验收专家组对 ＭＥＳ系统的实际应用情况

实地考察，一致同意通过验收。ＭＥＳ系统作

为生产运行及企业经营的数据核心，凭借其数

据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可对生产过程

实时监控。燕山石化作为中国石化系统内首批

ＭＥＳ系统试点单位之一，监控范围覆盖１７个

生产厂、８０余套装置、８０余个罐区、７００余

个储罐、５０余个成品仓库，建立３６００余个用

户，配置２１００余个岗位。

（孙 明）

【“谷长吉工作室”成立】　１２月１５日，以堵

漏技术专家谷长吉冠名的 “谷长吉工作室”启

用。谷长吉为燕山石化级技术专家，曾先后荣

获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石化安全卫士等荣誉

称号。谷长吉工作室的建立，旨在发挥技术专

家的引领作用，利用不动火带压堵漏平台、培

训教室、带压堵漏工作小组等多种方式，定期

开展技术培训和实操训练，研究焊接技术，培

养青年骨干，提高焊接施工质量，推广装置现

场不动火带压堵漏焊接技术的应用，为技术能

手营造专业工作环境。

（孙 明）

【加工原油１０８５万吨】　年内，燕山石化炼油

系统在原油质量差、价格倒挂等不利条件下，

调整产品结构、优化运行方案，加工原油

１０８５万吨，生产汽油２４６万吨、柴油３１０万

吨、航煤１２７万吨。通过提高汽油辛烷值、汽

油和丙烯产品收率以及重整负荷，使生产装置

生产方案优化。加强工艺防腐，提高装置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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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原油的适应性。强化日常生产精细化管理，

制定了以节能降耗、降本增效为目的的管理目

标。推出优化方案２６项，组织实施减压深拔、

增产汽油、氢气资源优化、胺液串联等１６个

项目。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能源与物料统计

的日平衡以及生产信息的可视化展示与监控。

开发新产品，优化重整汽油、烷基化油及Ｓ－

Ｚｏｒｂ等汽油调和组分，优化高压加氢、柴油

加氢等装置所产柴油组分，为生产符合欧Ⅴ排

放标准的汽柴油做准备。汽油醚化试验工业化

生产一次开车成功。

（孙 明）

【全年调和航煤１２７万吨】　年内，燕山石化

共调和航煤１２７万吨，超计划生产１０万吨。

加强对组分油质量和流量变化情况监控。保证

了航煤成品油一次调成率。对管道过滤器检查

和监控，对加剂量分析指标进行跟踪，对罐车

检车、洗车等环节进行质量检查，实现出厂航

煤１００％质量合格。优化储罐空间利用，油罐

按上限收油、按下限付油，实现储罐储量的有

效周转。航煤产品全产全销，提高了产量，提

升了经济效益。

（孙 明）

【４项成果转让】　年内，燕山石化４项成果

在中国石化系统内部转让。分别是对中原石化

实现甲醇制烯烃 （ＭＴＯ）技术转让，对广州

石化实现聚丙烯ＰＰＲ管材料技术转让，对茂

名石化实现顺丁橡胶等技术转让，对天津石化

实现审计在线监控系统成功转让。其中，１２

月２４日，燕山石化１０万吨／年镍系顺丁橡胶

技术转让茂名石化公司，是燕山石化第二次向

茂名石化进行技术转让。

（孙 明）

【丁基橡胶优级品率创历史记录】　年内，燕

山石化生产丁基橡胶３．６５万吨，优级品率为

８４．６６％，其 中 １０ 月 份 单 月 优 级 品 率 达

９２．４３％，均创历史记录。为保证平稳生产，

出台 《平稳率管理考核办法》，全年非计划停

工时数为零。出台使用新催化体系方案，延长

了聚合釜的平均运转周期，使聚合反应转化率

比使用初期提高５．０４％。通过小指标考核竞

赛，鼓励职工参与质量过程控制。优级品率同

比升高１３．４５个百分点，全年无用户投诉。进

行Ｋ－２０１压缩机干气密封为主的装置停车检

修工作，对到期应检的２７台压力容器和总长

１０４６２米的１３８条压力管道进行检验，设备完

好率９９．８７％，主要设备完好率１００％，静密

封点泄漏率０．０９４％。加强现场直接作业环节

管理，累计督察３５２次，发现问题和纠正违章

１９９次，发出整改通知单１０张，处理责任人

２０人，规范职工的安全行为。提高职工安全

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修订厂级应急预案，组

织应急预案演练４３次。

（孙 明）

【生产聚乙烯５１．５７万吨】　年内，燕山石化

共生产聚乙烯产品５１．５７万吨，其中高压装置

提前３天完成生产任务。高压装置生产低密度

聚 乙 烯 １４．１７ 万 吨，１Ｃ７Ａ、１Ｃ７Ａ －１、

１Ｉ６０Ａ、１Ｉ２Ａ－１等高附加值产品共计１３．５３

万吨，累计乙烯单耗１００３．７５公斤／吨；累计

综合能耗比上年同期降低３．２１公斤标油／吨，

高附加值产品比重达９５．５％，实现效益２．４２

亿元。二高压装置全年共生产低密度聚乙烯

１９．２７万吨，低压装置全年累计产量１８．１３万

吨，能耗较上年同期降低０．１７公斤标油／吨，

“优＋１”级品率保持在９９．２％以上。低压装

置开发出７种新产品，其中交联聚乙烯粉料

８１００ＸＭ、氯化聚乙烯６６００ＣＰ／６８００ＣＰ及燃

气管专用料已进行推广应用，１１月份完成耐

热管材料 ＰＥＲＴ６６８０Ｍ 和碳酸饮料瓶盖料

３５００Ｊ试生产，进行了市场推广试用。

（孙 明）

【芳烃资源整合项目】　芳烃资源整合项目共

包括建设碳八抽提苯乙烯装置、制苯装置预分

馏系统改造、制苯装置加氢系统改造、制苯装

置扩能改造、重整装置改造５个子项目，总投

资达１．７亿元。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石

化首套年产２．７万吨碳八抽提苯乙烯装置破土

动工，２０１１年５月１５日进行第一台主体设备

安装，９月２８日按计划中交。１２月１日，该

装置预分馏单元开始投料开车。１２月３日苯

乙炔加氢催化剂开始活化。１２月８日，实现

加氢单元开车，产出合格的碳八产品。碳八抽

提苯乙烯装置引进美国 ＧＴＣ公司专利技术，

采用抽提蒸馏方法将碳八馏分中的苯乙烯分

离，再经脱色精制后制取苯乙烯产品。装置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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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多回收碳九中的碳八成分２０多吨，创效

益６万多元。碳六抽提装置于６月１６日破土

动工，９月１５日开始设备安装，１１月９日完

成全部设备及钢结构的安装工作，１２月２１日

实现中交，１２月３１日开车成功。碳六抽提装

置回收炼油、化工系统的苯资源，年产苯达

２０．６万吨。可处理芳烃资源整合后的全部碳

六馏分，年处理量可达３３．２万吨，有效解决

了制苯装置存在的超负荷运转问题，缓解苯原

料不平衡的情况，为下游苯乙烯装置、苯酚丙

酮装置提供原料，使纯苯产量增加到２０万吨／

年，减少了外购纯苯量，实现芳烃资源高效

利用。

（孙 明）

【双酚Ａ装置投料生产】　由中国石化和日本

三菱化学共同出资建设的１５万吨／年双酚 Ａ

装置是中国石化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２０１０

年５月开工，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３日实现中间交

接。９月２９日，精馏塔、吸附塔、回流罐、

中间罐以及物料管线等全部生产单元相继完成

气密试验和水运试验，３４８台大小设备完成现

场检查、调试以及单机试运等工作。１０月３１

日，接收碱、乙苯等生产原料。１１月３日，

开始接收主要生产原料苯酚，进入投料试生

产，主要生产单元脱水塔、苯酚回收塔、丙酮

塔和苯酚精制塔实现４塔循环运行，标志着该

装置生产流程基本打通。１２月１３日，产出合

格产品，实现一次开车成功，一次产出合格

产品。

（孙 明）

【工业新鲜水用量连续１０年下降】　年内，燕

山石化工业耗新鲜水２０７４万立方米，比２０１０

年减少８％，实现了连续１０年下降；加工吨

原料油耗新鲜水平均０．４４立方米，比上年降

低１１％；污水回用量７４０万立方米，同比提

高６％，创历史记录。东区回用水装置研制出

ＶＡＥ废乳液污水煤浆替代新鲜水制水煤浆，

环保指标全部合格，有机厂ＶＡＥ废乳液可以

全部切出。东区污水回用装置产水量达到４２９

万立方米，创历史记录。西区污水回用装置合

理调整罐存和污水排放节奏，提升回用水装置

的生产能力，除西区回用水主供热力厂锅炉以

外，还将水务气体管理中心回用水管线直接与

工业水管线相连，作为循环水补水，增设水务

气体管理中心的回用水用量考核指标，最大限

度使用回用水，最大负荷达到４６０吨／小时，

超设计生产量１０吨／小时。年内，西区回用水

装置同比增产回用水４０万吨。

（孙 明）

【东方石化５２项 （次）指标打破纪录】　年

内，东方石化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６８．８５亿元，

５２项 （次）指标打破历史纪录。其中，乙烯

装置 “双烯”收率、环氧乙烷装置能耗和聚乙

烯装置能耗等３项指标进入中国石化前三名；

１５项物耗指标平均下降１．３４％，共少用原料

８０００吨；１１项能耗指标平均下降３．４１％，共

节约能源３５００吨标油；整体综合损失率降至

０．５８％，同比下降０．４８％；万元产值能耗同

比下降６．７％；乙烯装置物耗、能耗分别同比

降低３．７％和４．４％。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用水量均控制在中国石化指标之内。东方石

化立足自主创新，成功试产出ＶＡＥ－８１７、Ｃ

型 ＣＰＥ 专 用 料、ＸＷ －４５０ 纤 维 专 用 料、

ＧＣ－００２ 管材专用料、高 ＶＡ 含量 ＥＶＡ、

ＰＶＡ－１２１Ａ等新牌号特色产品，形成一批新

的效益增长点。醋酸乙烯合成反应器实现国产

化，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先后完成５吨／小时

高浓度丙烯酸废水生物处理、６５吨／小时煤粉

锅炉掺烧火炬气技术改造、ＶＡＣ装置尾气乙

烯回收系统改造等项目，节能和环保效益明

显。实 施 ＰＶＡ 装 置 技 术 改 造，生 产 出

ＰＶＡ２６－９９高聚合度新产品。

（孙 明）

【重点工程建设】　年内，燕山石化在建及新

立项的限额３０００万元及以上的工程建设项目

２４项，总投资额９３．８２亿元，涉及炼油、化

工、公用工程等领域。其中，２６０万吨／年柴

油加氢精制项目已完成装置区钢结构安装，主

装置区开始进行工艺配管。９万吨／年丁基橡

胶项目和４５万吨／年润滑油加氢异构脱蜡项目

完成搬迁，主装置区桩基施工展开。全年重点

工程 项 目 建 设 现 场 累 计 实 现 安 全 施 工

２７４８４２９６小时，实现重大事故为零以及无辐

射伤害和无职业病发生的 ＨＳＥ管理目标。工

程项目管理模式多样化，在１５万吨／双酚 Ａ

和６万吨／年聚碳酸酯项目、炼油二厂二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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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除尘脱硫项目和东区动力锅炉系统整合改

造项目中，引入系统内代业主管理模式和

ＥＰＣ总承包模式 （即设计、采购、施工总承

包）。

（孙 明）

【多项电力运行指标刷新纪录】　年内，燕山

石化电力运行转供电１９．３７亿千瓦时，自发电

４．９６亿千瓦时，主网损失率、配网损失率分

别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０．１１和０．４１个百分点，均

刷新纪录。２座２２０千伏变电站保持高效运

行，功率因数保持在０．９６以上，获北京市供

电局节能政策奖励。

（孙 明）

【环保工作】　年内，燕山石化对东、西生产

厂区炼油、橡胶和化工系统进行摸底排查，针

对产生异味的装置及区域制定出２５项整治方

案，并相继实施了苯酚丙酮及醋酸乙烯灌装尾

气治理，储运一厂重油罐区增设污油密闭回收

设施，国控源安装烟气自动监控系统等污染治

理项目。进行西区恶臭气体治理工作，为炼油

系统的污水池、浮选池、生化曝气池加装了密

闭盖，减少恶臭气体散发，进行低浓度处理设

施的建设。对储运一厂重油罐区污油池和炼油

二厂柴油加氢装置采样器进行了密闭改造。橡

胶一厂部分装置在大检修期间，将２个 ＴＢＣ

加料小罐增容至５立方米，每半个月添加１次

ＴＢＣ，减少卸车次数，降低了 ＴＢＣ的挥发，

改善了周边大气环境质量。对东区污水处理系

统流程进行优化，由燕山威立雅公司的氧化沟

直接处理化工三厂含酚污水，消除恶臭源，使

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执行 《环境影

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环评执

行率１００％。燕山石化重点建设项目５万立方

米危险废物填埋场和新建２６０万吨／年柴油加

氢装置的环境影响报告得到了北京市环保局同

意建设的批复。曹妃甸１０００万吨／年炼油项目

环境评价完成了报告书编制工作。４月和９

月，环保设施运行监控和在线监测实时统计工

作纳入生产运营信息系统，实现了环保工作的

信息化和环保管理关口的前移。中国石化考核

的３６套装置环保指标全部达标。获得国家环

保部授予的 “节能减排突出贡献企业”称号。

（孙 明）

【供水指标提升】　年内，燕山石化多项供水

技术经济指标同比提升。其中，全年累计供水

耗电２８７．４１千瓦时／千吨，同比下降０．３６千

瓦时／千吨；累计损失率１．９５％，同比下降

０．０８个百分点；单位制水耗氯累计４．９８克／

立方米，较上年同期下降０．０６克／立方米；供

应新鲜水总量１６１２６万吨，完成年计划的

１０１．７７％；循环水总量达到１４０９４１万吨，完

成率为１０２．９１％。水气中心成立循环水监察

小组，全年共查出换热器泄漏３３台 （次），查

出新鲜水、消防水、再生水及生活水管线漏点

８９处，累计减少泄漏损失６４０余万吨。全年

污水排放与药剂处理费用均有所下降。

（孙 明）

【保定石化厂道路沥青项目投产】　燕山石化

有限公司保定石油化工厂２０万吨／年道路沥青

改造项目由调和装置、原料卸车、产品装车和

公用工程系统组成，以燕山石化丙烷脱沥青、

抽出油和回炼油浆为原料，按不同比例调和成

沥青产品。项目于１月开工，５月１６日，中

间交接。５月１９日，举行开工仪式。５月２７

日，装置打通全部工艺流程，生产出合格产品

ＡＨ－７０重交道路沥青。７月，开始研制７０Ａ

级道路沥青。

（孙 明）

【Ｓ—Ｚｏｒｂ装置科研成果通过鉴定】　年内，

燕山石化ＳＺｏｒｂ装置共有４项科研成果通过

中国石化鉴定。４项科研成果分别为国产耐磨

球阀的研制与工业应用、国产反应器过滤器研

制与工业应用、国产吸附剂的开发及工业应用

和再生烟气处理技术开发。Ｓ—Ｚｏｒｂ装置关键

设备 “耐磨球阀”、 “反应器过滤器 （ＭＥ１０１）”

以及吸附剂前３项技术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

国外产品的垄断，降低了采购成本及维修费

用，每年可为燕山石化节省上千万元费用。国

产吸附剂的开发应用可使汽油产品的硫含量低

于１０μｇ／ｇ，为汽油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强有力

的技术支持。

（孙 明）

【云计算平台推广】　年内，燕山石化推进

“云计算”“智能工厂”建设。５月，“桌面云”

在安全生产指挥中心上线试运行，之后在炼油

二厂生产调度岗位试运行。从１０月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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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一厂、炼油二厂、化工一厂等１２个生产

单位及水务气体管理中心、电网管理中心等５

个辅助生产单位推广，完成２５００个点的安装。

“桌面云”是云计算中的一项服务，可以改变

过去一人一机的状况。通过瘦客户端或者其他

与网络相连的设备访问跨平台的应用程序以及

整个客户桌面。企业员工在任意一个地方都可

通过自身的账号密码访问到内部的文件。

（孙 明）

【水体风险防范体系获市奖】　年内，燕山石

化建立并实施的 “水体风险防范专业化管理体

系”在北京市第二十六届企业现代化管理创新

成果评比中荣获一等奖。该体系将水体风险管

理纳入企业发展整体战略，完善防控设备、设

施，构筑起装置－区域－公司 （地区）三级防

控体系，形成 “以防为主、以控为辅”、“流域

化、区域化、系统化”三化一体式的水体风险

管理工作格局，使河道集防洪、排涝、雨水收

集和突发事件防护等功能为一体，在进行事故

水拦截的同时，通过炼油厂厂前河道、化工一

厂南排水口、凤凰亭河道、威立雅北庄河道、

金燕湖等水回收系统实现河道水和雨水的收

集、回用。每年节约环保排污费约２３．６２万

元。通过开展源头控制和全过程管理，加大生

产装置换热器漏点的查找和消除力度，大大降

低了循环水系统的污水排放量。每年减少排污

约１００余万吨，按每吨生产废水处理费３．４元

计算，直接经济效益达到３４０万元。

（孙 明）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分部）

【综述】　２０１１年，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

分部）投产１１０千伏及以上线路２１２９公里，

变电容量８７３万千伏安；完成售电量１２５３．１５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５．８４％；网间交易电量

１６２５．６７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２５．５６％；资产

总额７１２．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１５．６５％；经济

增加值 （ＥＶＡ）５．９ 亿元；净资产收益率

５．１４％；流动资产周转率６．８１次。主网电压

合格率１００％，综合频率合格率１００％。全面

完成国家电网公司党风廉政考核目标。综合业

绩考核位居国家电网系统前列。

（华北电网）

【电网概况】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

北分部）以５００千伏 “七横三纵”电网为主网

架，以山西、内蒙古电网为电源送出地区，东

部京津唐电网、河北南网和山东电网为受电地

区。山西电网、内蒙古电网通过联络线将电力

送入京津冀地区，河北南网通过多回联络线与

华北主网紧密联系，山东电网通过辛聊双、黄

滨双与华北主网联系。华北电网与东北电网通

过直流背靠背互联，华北电网通过特高压长南

Ｉ线、南荆Ｉ线与华中电网联网运行，华北电

网与西北电网通过银东直流互联。

华北电网５００千伏西电东送的横向通道主

要有以下７个通道：内蒙古电网及张家口风电

外送通道丰－万－顺、汗－沽－太２个通道；

托克托电厂外送通道托－源－安 （霸）通道；

山西电网外送大房、神保、阳北、潞辛４个通

道。华北电网５００千伏南北纵向通道主要有以

下３个通道：山西电网沿大运路大同－运城间

的南北５００千伏双回线通道组成华北电网西部

纵向通道；张南－门头沟－房山－慈云－保北

－辛安间沿京广线经北京、河北南网的南北双

回５００千伏线路组成华北电网中部纵向通道；

京津唐姜家营－安各庄－芦台－滨海－板桥至

河北黄骅－山东滨州－聊城线路组成华北电网

南北 “第三纵”通道。华北主网网内电力走向

为西电东送、北电南送、南北互供。

截至年底，华北直属单位共运维５００千伏

变电站 １９ 座，主 变压 器 １５３ 台，总容量

４４０７５兆伏安；开闭站１座；串补站６座；输

电线路８７条，总长度８５１４．６公里。２２０千伏

变电站 ９２ 座，主 变压 器 ２０２ 台，总容量

３４６８０兆伏安；输电线路 ３０５ 条，总长度

７７２１．１公里。１１０千伏变电站２５９座，主变压

器５１５台，总容量２３１６２兆伏安；输电线路

６４６条，总长度９９２５．０公里。另外委托河北、

山西、内蒙古和天津公司运维５００千伏变电站

·５０２·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９座，主变压器５７台，容量１６６０５兆伏安；

输电线路５３条，长度３９１８．９公里。新增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１座 （金山岭变电站，北京超高压

公司运维），变压器３台，变电容量７５０兆伏

安；新增５００千伏线路４条 （金承双回、金太

双回，北京超高压公司运维），共４２０．８公里。

（华北电网）

【人力资源】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

北分部）３家分离企业管理控制权全面移交，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划转协议；

地 （市）县层面４４家多经企业处置方案获国

网批复，主多分开进入实施阶段；农电体制改

革进一步深化，开展廊坊霸州供电公司管控试

点，规范县公司组织架构，优化业务流程，健

全标准体系，形成权责对等、执行顺畅的管理

体系。加强员工入口管控，将农电用工和劳务

派遣人员纳入用工管理体系，深化应用 “六统

一”招聘管理模式，２０１１年择优录用毕业生

３５５人，其 中 硕 士 及 以 上 学 历 毕 业 生 占

３５．７％，本科及以上学历占９２．４％；指导供

电单位逐步解决生产一线缺员问题，截至年

底，结构性缺员解决比例较２０１０年末提升２９

个百分点，供电企业生产一线结构性缺员问题

基本解决；为电网建设、风光储、节能服务、

通信和计量机构配置人员３２名，为北京电力

医院引进学科带头人及后备人才８名，公开招

聘和人员合理流动机制逐步建立。建立现代培

训体系，编制现代教育培训体系发展规划，将

员工培训与薪酬、绩效、晋升、发展有效衔

接；实施培训积分制和培训导师制度，选拔公

司２３０名职业导师，开展 “一对一”青年人才

培训工作；完善培训资源，完成调控一体化、

运维一体化和继电保护仿真培训系统建设，为

培训工作提供有效载体。全年共举办１５２期培

训，技术比武、普调考１３次，培训２３２００人；

加强技术院专家管理，调整专家专业设置，修

订专家选拔条件，完善专家选拔管理办法和细

则，引进人才测评、评价先进技术，专家评审

机制进一步完善；多元化薪酬分配体制和全员

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在张家口、廊坊

霸州和大厂供电公司，开展农电用工岗位薪点

工资制度改革，建立了涵盖不同用工主体的薪

酬分配体系；建立企业年金常态监控和投资策

略动态调整机制，防范企业年金运营风险，努

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全年公司企业年金收益

率位于国网系统前列；投保重大疾病保险和慢

性疾病保险，加大基金集中管理力度，推进离

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建立社会保险

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内控监督工作机制。开展

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提升工程，优化组

织、计划、薪酬、员工管理、教育培训、专家

人才及招聘管理等模块功能，ＥＲＰ系统与人

力资源管控系统及国网ＳＧ－ＥＲＰ实现横向集

成和纵向贯通，人力资源核心业务实现全方位

信息化管理；完成机构编制、员工入口、收入

分配管理专项治理检查，开展工作分析岗位评

价试点工作，形成 《岗位说明书》、《岗位归级

方案》等２１项成果，人力资源规范化管理水

平有效提高；结合农电上划，加强人力资源同

业对标管理，建立定期督导反馈机制。

截至年底，直属直管单位共有长期职工

２７２９０人，经营管理人员、专业管理人员、技

术管理人员、生产技能人员分别占长期合同职

工的６．２％、１６．９％、６．７％和５７．６％。

（华北电网）

【电网建设与发展】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

司 （华北分部）完成锡林郭勒盟至南京特高压

项目在河北、内蒙古境内的前期任务，取得了

内蒙关于蒙西至长沙特高压项目的同意建设意

见函。创新政企联动推进特高压前期工作模

式，促成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向国家发展改革委

行文，请求开展张北特高压工程前期工作；制

定 “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工作方案，唐

山扣庄等７项迎峰度夏工程按期投产，承德西

等８项迎峰度冬工程陆续建成。大房Ⅲ回５００

千伏线路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银奖和国家优

质工程奖设立３０年精品工程称号；大力推进

农网改造升级和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全部完成

冀北地区１５．１万户农村 “低电压”治理，建

成６个电气化县、７０个电气化乡、１３２０个电

气化村，农网供电可靠率和综合电压合格率位

列国网系统第一方阵。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分部）投入

３７００余名工程建设人员和３４０余台大型机械，

历时２６７天，如期投产９．３５万千瓦风电机组、

３．９万千瓦光伏发电和１．４万千瓦磷酸铁锂电

·６０２· 北京工业年鉴



池储能装置，实现风光储联合并网运行，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集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储能系

统、智能输电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工程，在国

内率先实现风光储联合发电互补机制及系统集

成、全景监测与协调控制、全天候多尺度一体

化功率预测、源网协调技术和大规模化学储能

５大技术突破，完成１０多项自主设备研发，

创造２０多项技术创新，获得７０多项知识产

权，培养１００多名新能源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成为国内首个智能化源网友好型风电场、国内

首个功率调节型光伏电站，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多类型化学储能电站，也是智能化运行水平最

高、运行方式最为多样的新能源示范工程。

建成大规模风电功率预测及运行控制、输

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和华北智能电网调度技

术支持系统等试点项目，完成分布式发电／储

能及微电网接入控制、虹桥变电站智能化改

造、曹妃甸配电自动化项目建设任务。

（华北电网）

【企业管理】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

北分部）健全售电市场分析和调研机制，开展

自备电厂统购统销试点，全年公司营销服务市

场占有率等９项同业对标指标进入国网Ａ段；

巩固扩大输电市场。增加东北电网、锦界、府

谷电厂购电，充分发掘内蒙古外送通道潜力，

建立蒙西富余风电在华北区域的跨省消纳机

制。争取电价政策，实现冀北地区和跨省区送

电电价政策调整，增加了盈利空间。加强电费

管理，开发应用自助缴费系统和邮政储蓄网点

智能电表售电系统，全额回收上划县陈欠电费

４７０５万元，实现当年电费、陈欠电费 “双结

零”。探索创新节能服务市场，成立华北兴源

节能服务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率先建立

节能服务体系，实施承德平泉酒厂发电机组节

能改造等３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开展专项管

理提升，全面实施北京送变电公司、华北电科

院和实业公司管理提升方案，提升基层单位市

场竞争力。

全面融合资产、物料和设备标准，实现了

资产管理的全过程贯通。推广应用高绩效风险

管理系统，实现了风险控制措施与日常业务流

程的深度融合。建立大中型基建、技改、大修

等１２个领域的全口径项目储备库，实现规划、

计划、预算管理的有机衔接。开展３８项基建、

技改、科技和管理咨询项目后评估，促进了项

目闭环管理。实施领导干部３６０度能力素质测

评，评选出５个优秀四好班子和１１个和谐党

委。开展全员绩效管理优化提升工程，创新建

立基层单位对机关本部的绩效评价机制。推进

员工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促进了员工与企业共

同发展。深化同业对标管理，总资产周转率、

单位劳动生产率、物资计划执行准确率等指标

明显提升。１２４项折子工程完成率１００％。

应用财务集约化管理平台和标准体系，实

现全面预算管理覆盖公司所有单位。完成上划

县公司账户与公司资金池挂接，撤销县公司

４０２个银行账户，完成资金归结。取得招商、

兴业、广发银行综合授信６０亿元，获得同期

贷款利率下浮１０％的利率优惠，控制了融资

成本。清理处置低效无效投资，压缩产权级

次，核心业务产权级次降至３级。

拓展集中招标范围，集中采购率达到

９５％。强化合同管理，创新运用主合同加订单

签约模式，使签约效率提高四倍， “三统”率

达到８５％。推进仓储配送体系建设，规划形

成 “１＋５＋６０”仓储网络，完成公司清仓利

库，实现全网物资信息 “一本账”。完成秦皇

岛电力公司和北京超高压公司精确配送试点工

作。引入应用电子商务平台，实现仓储配送

“双可视化”。

针对工程建设、“三重一大”等突出问题，

先后开展１１次财务、审计等专项检查，涉及

１６５６个工程项目、２２个二级单位和１３个县公

司，全面落实整改，有效堵塞管理漏洞。开展

“小金库”专项治理复查工作，制定２５１项

“小金库”防治措施。建立 “三指定”治理长

效机制，明确１５项治理内容，落实３５项具体

工作，获得电力监管机构充分认可；按照 “三

化三有”特色惩防体系建设要求，打造 “１＋

７”协同监督工作格局。坚持协同监督季度会

议制度，实施６项推进机制，完成１７个方面

５４项监督任务；明确 “子公司体制，分公司

运作”的基本原则，制定加强县公司领导班子

建设的规定，下发加强县公司管理的６大类

２４项规章制度。建立定期通报、重大问题会

诊等６项工作机制，完成２５项突出矛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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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治理整改任务。

（华北电网）

【安全生产】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

北分部）宣传贯彻 《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

调查处理条例》，共督查各类作业现场１０３８

处，查处并纠正违章１１６起。健全事故应急体

系，组建华北区域应急救援基干队伍，圆满完

成 “２０１１年国家电网公司联合应急演练暨华

北区域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集中开

展特高压安全控制策略研究，优化电网运行方

式，通过联络线计划调整、合理错避峰等多种

手段加强省网间电力余缺互济，有效缓解缺电

局面。完成银东直流和特高压扩建工程启动调

试，顺利启动山西左权电厂和长治变电站５００

千伏新建设备，保证了特高压扩建工程５００万

千瓦大负荷试验顺利进行。圆满完成２０１１年

迎峰度夏工作，华北电网最大负荷达到１６２２９

万千瓦，同比增长５．９４％；京津唐电网最大

负荷达到４８１２万千瓦，同比增长２．９５％；建

成输变电设备智能分析管控系统，实现了对输

电线路、主变压器等主设备状态和微气象的在

线监测。开展设备状态带电检测和专家会诊巡

视，强化设备风险日提示、周分析、月总结，

优化状态检修策略，实现了设备安全稳定运

行。持续深化政府领导、企业主责、警企联

动、武警支援、群防群治、区域防控的电力设

施保护机制，及时发现、处理危及线路安全的

隐患３２２处，制止线下违章９２３起，清理树障

２１万余棵。圆满完成全国 “两会”、建党９０

周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等重大保电任务。

（华北电网）

【科技与信息化】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分部）制定新能源、变电、配电、用电、

通信、实验室等６个重点专业的３年研发路

线。由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分部）负责的

间歇式能源发电多时尺度调度系统研究与开

发、多类型储能系统协调控制技术及规范两项

课题成功列入国家 “８６３计划”。新技术推广

应用率达到８５％。四惠桥智能电网科技研发

交流中心建设顺利推进；按期完成大电网动态

过程监测分析、大规模风电运行控制等研究开

发。圆满完成国家电网公司省级计量中心试点

建设任务，自主设计的 “４１１”项目成功上线，

填补了国际和国内计量器具自动化检定领域的

空白，整体建设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作为

世界上首家在联合国成功注册ＳＦ６气体减排

ＣＤＭ项目的电网企业，顺利完成现场核证工

作。全年共获得中国电力科学技术奖６项、北

京市科技进步奖４项、国家电网公司科技进步

奖６项，获奖数量创历史新高。深入推进信息

化 “５２１”工程，初步建成信息管控、流程数

据集成、综合业务运行、信息安全主动防御和

信息运维服务 “五大中心”。圆满完成国家电

网公司数据级容灾建设任务，实现与国家电网

公司信息化建设全面对接。

（华北电网）

【优质服务】　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

北分部）建立９５５９８供电服务中心 “１＋５云

化系统”，以供电服务中心本部坐席为指挥中

心，冀北５市远程坐席互为备用，实现话务浪

涌智能管理，实现冀北５市的投诉、举报业务

集中到公司供电服务中心统一受理。９５５９８客

服监督系统实现升级改造，完成９５５９８视频电

话会议系统建设。制定供电服务中心管理标准

１０个，编制应急预案２个，完成９５５９８专家

坐席设置。９５５９８可实现对市、县营业厅８９

个场点实时监控，对投诉举报、网站留言、舆

情进行监控。年内，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华北

分部）系统９５５９８运行情况基本良好，全年话

务总量２５５１５７６个，其中呼入２４２１６６４个，呼

出３０１８７１个；日均话务量６９９１个。故障报修

时工作人员到达抢修现场的平均时间符合 “十

项承诺”要求。

完成９５５９８互动服务网站试点第一阶段建

设。作为首批十家试点建设单位之一，按照国

网公司 “五统一”原则建设９５５９８对外客户服

务型互动网站。网站于１１月正式启动，经过

测试环境搭建、系统培训调研、数据收集、生

产环境搭建和上线前操作培训等主要工作，初

步完成９５５９８互动服务网站软件和硬件系统建

设，为客户提供信息咨询、沟通交流和智能互

动服务平台，宣传开展能效服务、电动汽车充

换电、绿色能源、智能用电等新型业务。

深化大营销绩效考核系统功能应用。构建

“全员、全岗位、全过程”大营销绩效考核体

系，覆盖营销系统全部３８４个关键岗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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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营销关键指标、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进行

实时、在线监控分析与绩效考核，推进营销管

理从职能管理向流程管理的转变。通过全面整

合ＳＧ１８６、电能信息采集、９５５９８等系统中的

所有核心经营数据，实现对公司营销部以及地

市公司营销部的绩效考核。

推进营业服务网点窗口建设。完成地市公

司５个市级旗舰店、５个便利店建设工作以及

５个县级营业大厅建设，实现了营业厅宽敞、

明亮、便民，功能区划分完整，方便客户交费

和办理有关业务，体现了 “你用电，我用心”

的服务理念。启动唐山公司移动营业厅试点建

设工作，明确设计理念，推动工程加快实施。

开展第三方客户满意度测评活动。全年公

司客户满意度工作以 “短板改进成效”和 “服

务能力提升”为主要关注点，冀北公司客户满

意率考核为９１．１０％，超过考核标准为８９％的

要求；其中唐山９０．６０％、张家口９０．８７％、

承 德 ９２．６５％、 秦 皇 岛 ９１．６０％、 廊 坊

８９．７９％，均超过８９％的考核指标。目标短板

的改进率总体完成率为唐山９２％；张家口

９１％；承德９０％；秦皇岛９１％，廊坊９０％，

均超过９０％的考核指标。

在服务品牌和服务队伍建设方面，承德公

司 “绿舟服务队”、“马背电工”服务典型受到

中央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深度报导。技能比武方

面，国网公司参赛选手全部进入半决赛，并取

得第十二名的成绩。

加强业扩报装重点管理。严把 “两高”行

业入网关，按照国网公司继续对高耗能行业项

目进行清理的要求，对于缺少或不符合条件的

“两高”行业新装和增容项目及时补齐相关批

准文件。严查 “三指定”行为，建设 “三指

定”治理长效机制，开展２次全公司范围的检

查督导，范围涉及公司所有供电单位，开展客

服工程项目业扩报装９５５９８回访制度，回访客

户达到１００％；强化小区配套费管理，下发

《关于重申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电力设施建设项

目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加强城市新建住宅

小区电力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提高城市新建住

宅小区电力设施建设项目建设速度。公司组织

编制了 《业扩报装作业指导书》，促进公司业

扩报装工作管理与执行的规范化。

高危重要用户安全隐患治理和营业普查增

收成效明显。２０１１年全网 （含县级供电企业）

共有重要客户 （二级负荷以上）９２５户，无新

增电网责任客户安全隐患。共存在各类客户责

任隐患１２８９条，全年整改隐患１０７１条，综合

整改率完成８３．０９％，同比增加１０个百分点。

实现客户责任安全隐患告知、备案、督导率

１００％。唐山、秦皇岛公司积极推动政府出台

《关于对高危重要客户危害供电安全问题进行

排查整改的通知》，建立联动机制，治理成效

显著。加大营业普查工作力度，开展反窃电专

项活动，有效打击窃电行为，规范了抄核收工

作，起到了堵漏增收、降低线损的作用，全年

营业普查增收明显。

（华北电网）

【获得荣誉】　年内，廊坊供电公司获 “２０１１

年第三批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北京超高压公

司等８个单位或集体荣获 “国家电网公司文明

单位”和 “国家电网先进班组”称号。涂少良

等６名同志荣获 “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范”、

“国家电网公司优秀班组长”等称号。２项管

理成果获得北京市管理创新一等奖。３项职工

创新成果获得国家电网公司职工技术创新优秀

成果奖。

（华北电网）

北京市电力公司

【综述】　北京市电力公司 （简称北京公司）

是国家电网公司所属的省级电力公司，负责北

京地区１．６４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电网规划建

设、运行管理和６３０余万用电客户的供电服务

工作，肩负着为首都党政军机关、重大政治活

动和城市运行安全供电的光荣使命。截至年

底，北京公司本部设置２１个职能部门、公司

工会以及５个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二级机构，

下设１６个区县供电公司，９个专业化公司

（含全资子公司１个）以及９个其他单位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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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３个）。

２０１１年，北京公司完成售电量７４１．１６亿千瓦

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７２．４５亿元，资产总额达到

６８３．７３亿元。５００千伏及以下线损率６．５４％，同比

下降０．１４％，当年电费回收率１００％。

（北京电力）

【电网概况】　北京电网是以５００千伏为骨架，

２２０千伏为主体，１１０千伏及以下配网覆盖全

北京市的大型城市电网，北京地区是京津唐电

网的负荷中心。截至年底，北京地区共有发电

厂２２ 座，发电机组 １４０ 台，总装机 容量

６８４５．９兆瓦。其中，火电厂１１ （含燃气）座，

发电机组３９台，装机容量５６５８．９兆瓦；水电

厂 （含抽水蓄能）６座，发电机组１８台，装

机容量１０１３兆瓦；风电厂１座，发电机组７６

台，装机容量１１４兆瓦；垃圾、沼气及核电厂

４座，发电机组７台，装机容量６０兆瓦。１１０

千伏及以上变电站３９７座 （含用户站），变压

器９７０台，变电容量９０２４５兆伏安。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架空线路４５６条，共６２０３．５５千米；

１１０千伏及以上电缆线路７３２条，共１２５７．８５

千米。北京电网５００千伏层面由９座变电站形

成扩大双环网结构，西北部和南部分别外扩至

河北地区，通过１０个５００千伏通道与外网联

络，２２０千伏层面由７座５００千伏变电站的

２２０千伏母联开关作为分区点，形成６个相对

独立的供电分区，各分区之间通过联络线互为

备用；１１０千伏及以下电网除并网线路外，全

部开环运行，形成辐射状电网覆盖全市范围。

年内，北京电网运行平稳，地区最大负荷

１５３８万千瓦，同比减少６．３９％，综合电压合

格 率 ９９．８２％， 城 市 供 电 可 靠 率 达 到

９９．９８２％。北京电网冬季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１３８７．５万千瓦，同比增长１．３４％。

（北京电力）

【人力资源】　年内，北京公司有全民所有制

在职职工８５１２人，平均年龄４３岁。大学专科

及以上学历人员６２０１人，占总数的７２．９％；

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６４３人，占总数

７．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１４１２人，占总

数１６．６％，高级工及以上人员６０３４人，占总

数７０．９％。现职领导干部３９１人。国家电网

公司级专家２８名。人才当量密度 ９７．９５％，

位列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第三名，在国家电网公

司系统人力资源同业对标专业排名第三。

北京公司加强后备干部管理，制定下发了

《后备干部管理办法》等３项管理制度和 《电

力干部培训三年规划》。印发了 《生产员工安

全技能等级评价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完成

７个单位１４３０名生产员工的安全技能等级评

价工作。逐步推广员工学分制管理，多角度、

多层次地开展新能源、状态检测、带电作业等

一系列专项技术培训。

调整公司本部人资、财务、物资管理部门

的内设机构、职责及岗位编制，明确了公司应

急管理、标准化管理、电力管沟管理等职责。

成立了带电作业中心。深化定员研究和应用，

开展电动汽车作业人员定员研究，推进定员单

位开展定员分解工作。制定了 《劳务用工管理

办法》等５个劳务用工管理办法和意见，建立

了统一规范的劳务派遣主要岗位序列、技能水

平的评价机制和薪酬标准体系。完成３个试点

单位的岗位归级与薪酬套改，完成７０００多名

劳务派遣人员的学历、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资

格的认证工作和技能等级的核定。

（北京电力）

【电网建设与发展】　年内，北京公司结合首

都 “世界城市”建设需求，完善了 《北京电网

十二五规划》，完成 《北京电网规划设计技术

原则》修编。参加住建部 《城市电网规划设计

导则》修编工作，将北京电网发展的特殊性需

求纳入国家规范标准。依托空间布局规划初步

确定中心城区２０３０年以前的输变电工程站址

和路由资源，完成３５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

可行性研究８０项，取得项目核准、规划意见

书、环评等前期要件１２６项。建立全口径项目

储备库，将 “十二五”规划项目全部纳入储

备，完成深度储备项目６７项。

滚动调整 “十二五”配电网发展规划，落

实土地一级开发配套规划９２项，完成电力设

施迁改工程６６项。新建３５千伏及以上变电站

１１座，３５千伏及以上线路３１２．０６千米。延

庆、平谷新能源示范工程纳入财政部金太阳工

程。制定非生产性工程计划，合理安排项目资

金，理顺管理流程，做到从可研到项目后评估

的全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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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２６项输变电工程，投产１１０千伏及

以上变电容量３２９．３万千伏安，线路１９４．５千

米；完成２２项３５千伏及以上电力设施迁改工

程，改造送电线路８８．２３千米；完成了３项重

点附属设施工程。

基建重点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淀５００

千伏送电工程已开工建设；国家电网公司科技

馆工程完成所有开工手续。２２项度夏工程、

京沪高铁配套２２０千伏团河等工程全部按期投

产；完成轨道交通、保障性住房等市重点工程

配套变电站及迁改工程的建设任务；完成国家

电网公司第一座ＥＰＣ （工程总承包）建设模

式的智能变电站试点工程———１１０千伏科学城

智能变电站工程按期投产。完成了北京首座智

能变电站———２２０千伏左安门智能变电站主体

改造，为北京电网智能化变电站的发展引领了

方向。北京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系统率先引入

土压平衡式盾构机。

建成公司第一座智能变电站 （央企园１１０

干伏变电站）。军都等３项２２０千伏输变电工

程获得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称号。朝阳５００

千伏变电站获得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通惠

等２项２２０千伏工程设计获得国家电网公司优

秀设计奖；全过程造价管控体系研究获得北京

市第２６届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北京公

司获得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工程造价管

理先进单位”称号。

（北京电力）

【经营管理】　年内，北京公司财务费用同比

压降０．８９亿元。规范用户资产接收工作，落

实免税政策，合法合规确认历年接收用户资产

１１７亿元。全年北京电网总购电量７８７．５６亿

千瓦时。实施各类审计２７３项，促进增收节支

１．６亿元。北京公司及所属昌平供电公司被国

家电网公司评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度审计工作

先进单位”，供电所管理专项审计调查等３个

审计项目获得 “国家电网公司优秀审计项目”

称号。全年落实国家电网公司考核业绩指标

４８项、公 司 折 子 工 程 １４ 项 及 重 点 工 作

５２３项。

修订经济活动分析管理办法，制定 《北京

电网经济调度管理规定》，滚动开展主变运行

效率分析，组织实施主变降损停备措施，累计

节约电量１１２．１４万千瓦时。开展多维度的负

荷分析及负荷特性研究，建立中低压母线负荷

预测系统，负荷预测准确率达到９７．９４％，同

比提高１．０１％。建立电网检修运维标准作业

库，完成电网检修运维管控模块，实现设备台

账、标准作业库和预算定额的融合。启动物流

体系改革，储备科学、配送便捷、周转高效的

仓储配送体系初步建立，北京电力物流服务中

心供应服务大厅揭牌，实现对供应商业务办理

一站式服务，全年累计完成物资集中规模招标

４４．０８亿元，节约采购资金１．３５亿元。

严把经济合同关口，全年对外签订经济合

同１１６４２份。在网省公司层面率先建立合同管

理 “六统一”（统一合同归口部门、统一合同

管理职责、统一合同管理流程、统一合同信息

化工作、统一合同文本、统一合同分类）工作

机制。妥善处理各类案件及纠纷６８起。加大

诉讼维权力度，公司起诉案件共１６起，涉案

金额近１４００万元。建设供用电关系风险法律

防范体系，完成电费回收及抄表计量领域法律

风险及管理漏洞的梳理，对潜在法律风险进行

了排查与评估，共梳理风险点１８５项、风险行

为５１６项。加强土地、房产战略资源管理，从

权属管理入手，不断完善土地、房屋确权机

制，新增土地确权面积２２．３万平方米。修订

《北京市电力公司规章制度编制管理办法》，梳

理规章制度５００项，对４３８项规章制度执行情

况进行了排查全面梳理分析。建立了 “牵头部

门负责制”。为加强集体企业管理内部控制，

编制完成法人治理类、财务管理类、人力资源

管理类、业务管理类４类规章制度３９项。制

定公司规范集体企业和主多分开实施方案。出

台了 《北京市电力公司社团组织归口管理办

法》。制定 《北京市电力公司本部企业管理创

新成果管理办法》，北京公司本部申报创新成

果３２项中有１７项获得优秀成果。建立了企业

管理创新专家库，申报管理创新成果８８项。

组织完成１８项年度重大课题研究，形成一批

高质量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电网公司研究成果

一等奖１项，国家电网企业管理系统调研成果

杰出奖和优秀奖各１项。北京公司成为国家电

网公司２０１１年同业对标综合管理标杆单位。

（北京电力）

·１１２·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安全生产】　年内，北京公司建立了３级巡

检机制，多层次加强对作业现场的检查评估，

强化重点规章制度、风险管控措施在现场的落

实。完成了电网运行指挥系统 （ＩＯＳＳ）安全

风险管控模块建设，建立了风险管控执行情况

评价指标体系，确保了风险管控措施和安全生

产过程管控工作有效对接。电网考核点电压合

格率和２２０千伏及以上继电保护正动率保持

１００％，处于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同业对标Ａ段

水平。１１０千伏及以上变电站调控一体化覆盖

率达９５．６％。完成输变配电设备检测１５３６５

件，累计消除输变电设备缺陷４９４０件。组织

开展恩翼帕瓦断路器、抚顺刀闸瓷瓶、线路重

要交跨等隐患整治，全年输变电设备停电工作

安排同比降低２８％。全年下达电网检修运维

项目１７８２项，完成１７６９项，安排生技类专项

技改项目２６３项，竣工完成大型技改项目

８５项。

完善了２１类输变电设备状态评价导则、

检修导则等技术标准。制定了 《电缆接头管理

实施细则》，全面推行１０千伏电缆的 ＯＷＴＳ

试验，落实重要用户供电设施差异化运维措

施。扎实推进配电自动化建设，城区配电自动

化通过国家电网公司实用化验收，金融街地区

成为全国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域。修订完善

《北京市电力公司总体应急预案》和２１类专

项应急预案，成立公司两级应急基干队伍。全

面开展了供电和输变电系统数据核查梳理工

作，全年总计梳理基础数据３８６６１条，保证了

基础数据和运行数据的准确性。北京公司未发

生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未发生误操作事故，

未发生重特大设备损坏事故。一般电网和设备

事故同比下降８５．７１％，户均停电时间同比下

降１６．１１％。推进政治供电常态化，圆满完成

全国 “两会”、建党９０周年庆祝活动，天宫一

号和神舟八号发射任务以及党中央、国务院重

要会议等政治供电任务２０２项，累计保电天数

达到３１０天，实现政治供电 “零闪动”、安全

生产 “零死亡”的工作目标。北京公司连续４

年被评为全国 “安康杯”优胜企业。

（北京电力）

【营销工作】　年内，北京公司制定和完善了

北京公司 《业扩报装管理办法》、《电能计量库

存管理办法》、 《智能电能表安装调试工作规

范》、《用电信息采集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机

电式预付费电能表 “机电不符”故障处理办

法》、《电能计量现场检验管理办法》等１１项

管理制度。北京公司营销服务专业同业对标各

项指标整体排序处于国家电网公司系统 Ａ段

水平。

完成报装接电８１９．８万千伏安，同比增长

４８．４４％，累计消化热点用电需求２４８．１９万千

伏安。推广电能替代项目，全年建成蓄冷空

调、地源热泵项目１２１项，累计增加电量约

１．３４亿千瓦时；推广应用７０万具智能电能

表。实施 “反窃电、促降损、强管理”专项行

动，全年累计查处违约用电、窃电２３２６起，

追补电量２９５４．３７万千瓦时。运用法律手段，

回收欠费２７５．２２万元。全年建成１２座充换电

站、２７４个充电桩，其中高安屯示范充换电站

建成具有示范效应，该站集充电、换电和电池

配送三大功能为一体，满足北京市全部示范车

型的需求。争取政府资金支持，完成了１万余

户电力光纤到户的改造任务，并配套开展了智

能小区和电力光纤入户商业运行模式的课题

攻关。

营销信息化稳步提升，完成公司营销稽查

监控大厅建设及营销稽查监控系统上线工作，

实现了对营销关键指标、工作质量和服务质量

的实时在线监控。

（北京电力）

【农电工作】　年内，北京公司编制完成 “十

二五”农村电网改造升级规划，编写 《农网示

范村建设标准》，指导 “十二五”期间农村配

电网建设。以大兴、密云、顺义、延庆、海淀

５个地区为试点，通过配电网分倒路、加装配

变等措施加快农网升级改造，累计投资达２亿

元。加快农网示范工程建设，在通州水务村、

昌平长陵村、平谷祖务村、延庆玉皇庙村启动

农网示范村建设工程。加强农村供电所管理。

对供电所定位、机构岗位设置、成本标准、人

员聘用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出台管理办法。开展

供电所作业组织专业化试点工作。开展农村用

电安全强基固本专项行动，全面提升农村地区

安全用电水平。推进农村供电所标准化建设。

共完成４０个农村供电所标准化建设，使北京

·２１２· 北京工业年鉴



农村标准化供电所建设完成率达到１００％。西

集、十三陵、周口店、采育、金海湖５个供电

所先后被国家电网公司评为标准化示范供

电所。

北京１０个远郊区 （县）１１０千伏及以下

综合线损率累计完成６．３３％，累计电费回收

率１００％。农村地区供电可靠率达９９．８８４％，

农村地区电压合格率达到９９．３９６％。

（北京电力）

【科技与信息化】　年内，北京公司编制完成

北京公司 “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全年下达

公司安排科技项目２５项，群众性技术创新项

目８２项。全年申请国家专利２２９项，其中发

明专利６０项，授权专利１０３项。获得国家电

网公司科学技术进步奖６项，其中一等奖和二

等奖各１项、三等奖４项。

推进北京公司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开展了

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 “电动汽车充电对电网的影

响及有序充电研究”，以及国家科技部 “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优质电力园区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应用”的立项申报工作。开展无

人机巡线技术应用研究、北京电网仿真培训系

统技术方案研究、政治供电相关标准及技术研

究。承担北京市重大科技项目６项。编制网络

与信息安全专项应急预案和５６个现场处置预

案，开展了核心网络应急预案演练。北京公司

保持信息系统安全 “零事故”记录，获国家电

网公司２０１１年度信息安全技术督查优秀单位

称号。

（北京电力）

【优质服务】　年内，首都电力共产党员服务

队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医

院、进乡村等活动已形成特色服务品牌并得到

全社会的肯定。开通９５５９８远端坐席，组织开

展应急演练，对软硬件功能进行优化完善，切

实提高热线服务能力。全力打造居民购电 “十

分钟交费圈”。拓展公共交费联盟等各类交费

网点６６７１个，全市交费网点达到１５９５６个。

持续推进和深入开展应急送电卡服务举措，累

计应急送电卡４０９６次。完成了７９个项目１０

万套保障性住房报装送电任务，送电容量２０

万千伏安。建立由市、区两级政府和供电企业

３方共同出资，改造老旧小区供电设施的建设

模式，完成６８个老旧小区的改造，惠及居民

９万余户。北京公司推动品牌建设职能由 “服

务”向 “保障”转变，成为国家电网公司系统

首批品牌标志建设达标单位。公司荣登北京市

第五届 “影响百姓经济生活的十大企业”

榜首。

（北京电力）

【获得荣誉】　评选出 “十大首都电力之星”、

“十大优秀团队”。成立２７个创新工作室，３

项成果获得全国和北京市级科技成果奖；“肖

永立创新工作室”获得第六届 “海峡两岸职工

创新成果展”金奖和北京市职工优秀创新成果

展金奖；２个优秀班组获得了中央企业红旗班

组荣誉称号；“共担安全每一天”特色主题宣

教活动荣获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文化优秀案例一

等奖；城区供电公司天安门地区供电中心荣获

“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平谷供电公司金海

湖供电所荣获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称号。１

人荣获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５人荣获 “北

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北京电力）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二七装备公司）隶属中国北车股

份公司。主要经营的项目是开发、设计、制

造、修理、销售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

备、电子设备和机械电器设备等。有机械动力

设备３０００余台 （套），占地面积４３万平方米，

厂房建筑面积１６．５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

７１０８６万元，净值３６１４６万元；从业人员３５２１

人，博士毕业生４人，硕士毕业生７２人，本

科毕业生６９８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１６３

人，中级职称２６９人。行政下设１３部３室５

中心、１３个生产分厂 （分公司）。党群系统设

有８个职能部室。截至年底，已累计制造各型

内燃机车２３００多台，配属全国１８个铁路局

·３１２·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



（公司）和路外１００多家大型企业，并出口古

巴、越南、安哥拉、爱沙尼亚、尼日利亚等国

家。已达到年生产六轴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

车１００台，内燃机车新造年产１００台，大型养

路机械６０标准节，内燃机车年修理８０台的能

力。主要产品有 ＨＸＤ３、ＨＸＤ３Ｃ型７２００ＫＷ

电力机车、ＤＦ７ 系列内燃机车、ＧＫ１Ｅ 和

ＧＫ３１Ｅ 型 内燃 机 车、铁 路 大 型 养 路 机 械

ＬＺＣ—８００型路基处理车、ＧＭＣ９６Ｂ型钢轨打

磨车、多功能作业车和边坡清筛车等。

（胡跃平）

【轨道交通产业园 （一期）项目开工】　９月

２８日，中国北车北京轨道交通产业园 （一期）

项目举行开工仪式。中国北车股份公司副总裁

孙锴和北京市房山区有关领导，北京二七装备

公司、唐车公司、南口机械公司等有关领导出

席了开工仪式。一期工程项目纲领规模为年生

产高端轨道客车３００辆、中低速磁悬浮车３００

辆、大型养路机械１５０标准节、大功率交流传

动机车２００台的综合能力。产业园项目建成

后，具备年新造轨道客车３００辆、中低速磁悬

浮车３００辆、城际列车３００辆、大型养路机械

３００标准节、大功率交流传动机车２５０台、高

端轨道交通装备及风电传动装备３０００套的综

合生产能力，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部件制

造加工能力。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６５亿元。

总建设工期为５年，其中一期工程项目建设工

期为３年。

（胡跃平）

【生产发展与市场营销】　年内，二七轨道交

通装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６００９万元，净利

润５６２６万元。新造和谐３型电力机车８台，

比上年同期减少９３％。新造和谐ＧＭＣ９６Ｂ型

钢轨打磨列车５列，和谐ＬＺＣ—８００Ｂ型路基

处理车４列。路外销售新造内燃机车３８台，

比上年同期增加８．７％。大修内燃机车７２台，

比上年同期增加了２６．３２％。配件销售６０３９

万元。新开用户１０家，新开率５０％。在全路

厂修机车综合排名成绩中获得综合评价第二

名。售后服务部门向古巴、尼日利亚、安哥拉

等国派出售后服务人员４５０余人次。全年共处

理电话记录、内燃机车问题１５２件。

（胡跃平）

【改革改制】　年内，原公司所属医院与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资产划转和人员移交等工

作完成。存续企业的集体企业改制方案已上报

集团公司，存续企业以 “五分开”为原则进行

管理。与股份公司续签了 《房屋租赁及使用管

理协议》。

（胡跃平）

【企业管理】　年内，钢轨打磨列车获得铁道

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６项管理成果荣获北京

市第２６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奖。强化

对各生产环节的管理，强化现场管理工作。编

制完成 《多功能作业车标准化综合要求》、《爱

沙尼亚车标准化综合要求》等文件。完善环境

管理制度，下发 《固体废物管理办法》、《环境

保护责任制》。获得了国家安监总局颁发的

“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企业”证书，被评为丰

台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全年未发生重伤、死

亡事 故；发 生 轻 伤 ６ 起，轻 伤 负 伤 率 为

１．７‰，低于北车股份公司２．６‰的指标；无

中毒、中暑事故和火灾爆炸事故发生。通过与

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知

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引进科技人才，现有博

士毕业生４人，硕士毕业生７２人，本科毕业

生６９８人。在生产单位实施 “双师” （工程师

＋技师）人才管理办法。组织实施２０１１年度

员工培训计划，共完成各类培训班４６７期，培

训１２６９３人次。完成２０１１年度新入公司大学

生师徒协议签订工作，共确定师徒关系１０７

对。完成２０１０年度拜师学艺到期的考核工作。

组织开展了２０１１年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工作。通过高级职称推荐上报北车人事

部，申报高级评审２０人。通过中级职称评审

５９人，通过初级职称评审４３人。组织开展

２０１１年中国北车专家人才选拔评审推荐工作，

共５２人申报各层次专家，其中申报专业大师

２人，申报首席专家２人，申报资深专家２２

人，申报专家２７人。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委

员评审推荐，公司批准上报北车，推荐专业大师１

人、首席专家２人、资深专家１１人、专家１１人。

（胡跃平）

【新产品新技术自主开发】　年内，开展了５

个方面的新产品新技术自主开发工作。一是钢

轨打磨车。修改完善了内走廊改造和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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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关键配件清单，打磨列车出厂试验大

纲。修改完善了 Ａ车提升恒低速功率技术方

案。进行了 “八防”关键工序，特殊过程及安

全关键部件汇总表编制，打磨列车用户手册和

用户培训教材的修改完善编写工作及用户培训

工作。二是路基处理车。完成了动力和从动转

向架的国产化部级评审。加装夯实装置小车和

分料料斗技术方案并实施。修改完善了出厂试

验大纲，进口配件减免税所需的配件明细和相

关说明，完成用户手册和用户培训教材的编

写。完成了路基处理车 “八防”关键工序、特

殊过程及安全关键部件汇总表编制及用户培训

工作。三是边坡清筛机。完成二七公司国产化

份额的边坡清筛机图纸全部转让及ＬＯＲＡＭ

公司固定份额转让及国产化所用图纸的转化工

作。图纸总量３４００余张 （未含借用部分）。完

成全部签订技术协议９３项，购置工装工具设

备５２项，翻译技术标准及操作规范２２５项。２

次派人员赴ＬＯＲＡＭ公司接受现场技术培训，

并对主管部室和生产车间进行了多层次、多侧

面的产品知识普及和技术培训。对首列边坡清

筛机４条输送带主结构及装载车车架和筛分车

车架，完成包括组成部件在内的２３项钢结构

首件鉴定。对到达第一、二列清筛机ＬＯＲＡＭ

份额配件，共１９个集装箱进行清点工作。四

是多功能作业车。通过北京市科委、商委、税

务部门的审核备案后，向ＧＢＭ 公司开出信用

证。取得了ＢＲ７１１车辆的全部技术资料，并

完成总体技术方案。采用ＢＲ７１１车辆图纸的

国产化技术标准整图和施工图纸的设计，国产

化高空作业斗、旋转升降平台、网线拨线器、

模拟检测弓、辅助发电机组、空气制动系统部

件已经全部订货；从欧洲订货的柴油机、液力

传动箱、分动箱、传动轴系中弹性联轴节和万

向轴也已到货。车体钢结构转向架构架已投入

试制。五是电力机车。完成 ＨＸＤ３Ｃ型车体静

强度的型式试验及整车综合性能的型式试验工

作。编制了ＨＸＤ３Ｃ型工艺文件１７８份，基本

覆盖了ＨＸＤ３Ｃ型各个工序。开展电力机车可

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及安全性 （ＲＡＭＳ）

活动和产品全寿命周期 （ＬＣＣ）研究工作。配

合咨询公司确定ＦＲＡＣＡＳ软件系统收集电力

机车在段运用故障信息时需录入系统的各项信

息 （数据字段）。并对ＦＲＡＣＡＳ软件列表单中

的故障类别、故障关联类型及任务类别进行分

类、定义。编制电力机车基本故障模式手册。

将故障模式分为 ４ 大类，共 ４６ 项。整理

ＨＸＤ３型电力机车系统树。补充完善电力机车

历史故障信息。编制电力机车产品树及故障模

式手册。

（胡跃平）

【基本建设】　年内，北京市与中国北车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分别与房山区、丰台

区签订合作协议，在房山区建立中国北车北京

轨道交通产业园。二七装备公司作为产业园和

科技园的建设主体，成立产业园建设项目组。

中国北车股份公司对我公司呈报的 《关于二七

装备公司中国北车北京交通装备产业园总体规

划及项目 （一期工程）立项请示》给予批复。

原则同意产业园总体规划及项目 （一期工程）

立项，并明确产业园总体负责单位为北京二七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负责人杨永

林。产业园总规划占地面积约２２５３公顷。其

中，一期工程项目用地１２５．８７公顷。产业园

建设总投资约６５亿元 （含一期），资金来源

（含一期）为总投资８０％，使用中国北车统一

银行贷款，其余企业自筹。总建设期为５年。

（胡跃平）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

【综述】　二七公司隶属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

公司，为国内铁路货运平车、平车———集装箱

两用车和特种平车的制造基地。具备年新造铁

路货车４０００辆、修理铁路货车３０００辆的综合

能力，同时拥有年产 ＭＴ、ＨＭ－１型缓冲器

２万套、交叉支撑装置６万份、轴承保持器

３００万件的配件生产能力。２０１１年末，本部在

册人数２９４８人，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１０

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８９人，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２２１人；设置行政部室２０个，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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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５个，生产车间７个，控股合资企业２

个，全资子公司１个；固定资产原值４．７２９亿

元，生产用地６４万平方米，房屋建筑１９万平

方米；有各类机械动力设备１７７５台，其中主

要生产设备１３４３台。

２０１１年，二七公司全年共完成新造货车

４１１９辆，检修货车２３２２辆，生产货车配件１３

万套 （件）。营业收入增长率２１．８％，利润总

额增长率１４％，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经营指标，

实现３个 “突破”———销售收入首破２０亿元，

新造车第一次突破４０００辆，员工年均收入破

５万元。本部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为５８４１８７

元／人，在岗员工年平均工资５５４０６元／人，万

元产值综合能耗０．０５２吨标准煤。高分通过国

际铁路行业标准 （ＩＲＩＳ）体系认证；高分通过

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周期性复评。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产品销售与服务】　年内，二七公司签订新

造车合同４３９６辆，检修车合同２５５４辆。其

中，自备车市场订单达９３０辆，配件自销大幅

增长，实现销售收入１．４亿元。面对铁路资金

紧张状况，积极清收账款，有效降低经营风

险。主动参与多项国际铁路项目竞标，继续跟

踪泰铁车项目与海外建厂。开拓延伸产品市

场，卷钢座架、ＪＣ旁承检测机和散堆箱等产

品共实现销售收入５３８４万元。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新产品开发】　年内，二七公司完成了８０吨

级共用平车的设计与样机的试制工作，设计方

案在铁道部组织的８０吨级铁路货车各种车型

所有设计方案中排名第二，巩固了平车设计的

主导地位。载重９２吨单层集装箱专用车、关

节式双层运输汽车专用车组、变层式运输汽车

专用车、快捷集装箱运输车、１６０千米／时货

车转向架等重点产品的研制取得阶段性成果。

开展系列转向架和缓冲器研制工作，可拆卸式

卷钢座架、载重６２吨改进型散堆箱等产品赢

得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申报了９４项专利

项目。Ｘ６Ｋ型专用集装箱车、ＮＸ７０型共用车

分获２０１１年度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和三等奖。ＮＸ７０Ａ型共用车获北京市 “金桥

工程”项目一等奖。公司通过北京市高新技术

企业复评认定，被评为丰台区专利试点合格

企业。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企业管理】　年内，二七公司以基准利率融

资３．６亿元，缓解了资金紧张压力。开展税收

筹划，实现财务创造价值，税收减免４８０万

元。外聘法律顾问，建立法律顾问制度。深化

ＥＲＰ应用，完成合同管理、精益班组管理看

板、ＴＦＤＳ和加密系统等工作。推进车间三室

达标活动，明确工作规范与标准，提升管理执

行力。开展精益生产工作，精益管理推行成果

获第２６届北京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

等奖，备件车间 “备件制作生产区”获南车二

星级精益生产示范区称号。投资２５００余万元

实施厂区环境治理和目视化效果改造。以

９５．３分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周

期性复评，实现了年度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以

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认证为契机，各控股公司

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强化节能环保工作，

完成节能减排指标。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技术改造】　年内，二七公司通过工艺调整，

ＳＱ６型车达到单班日产４台能力，ＮＸ７０Ａ、

Ｃ７０、Ｘ７０并行生产创下单班日产２３台的新

纪录。优化工艺布局，实现完整交车。开展焊

接质量对规、探伤、制动、钩缓、轮轴等专项

检查活动。编制可视化工艺文件。建立铁路货

车产品不合格数据库。主持制定、修订铁道部

及南车标准１２项，标准化工作进一步加强。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质量管理】　年内，国际铁路行业标准 （Ｉ

ＲＩＳ）管理体系以７０％的得分率高分通过了认

证审核。通过ＥＮ１５０８５焊接体系复评。在铁

道部组织开展的铁路货车造修企业质量保证能

力审核评价中被评为一级企业。ＴＦＤＳ系统上

线运行。建立了铁路货车质量缺陷库、产品质

量信息库。开展系列、专项质量安全大检查活

动，实施问题清单化管理。开展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 “三不”承诺及质检人员岗位交流等

活动。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人力资源管理】　年内，二七公司举办中层

团队ＩＲＩＳ体系、财务知识等培训。１７人获南

车核心人才称号。全年共完成一级培训班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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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培训３１８３人次；组织开办二级培训班

１３５期，培训６１８５人次。完成南车一体化、

系统化、规范化薪酬制度改革，构建了包括岗

位绩效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年薪制、项目工

资制、营销工资制等为主的企业薪酬体系。完

善绩效管理，持续提升组织和个人绩效。规范

用工形式，优化结构，规避风险，实现人力资

源在企业内部的优化配置。推进自控型班组建

设，完善班组长津贴制度。积极吸纳社会人

才，为公司发展积蓄力量。全面应用ｅＨＲ系

统，提高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水平。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新产业发展】　年内，二七公司组建新产业

部，配齐补强各项资源，推动新产业项目调

研、论证和落地实施工作。轨道装备大部件制

造 （丰华实）中心、机械加工 （隆长泰）中

心、橡塑产品制造 （隆轩）中心、物流 （二七

储运）中心完成重组整合。成立北京诺安舟应

急缓降装置有限公司。

（宣传部　企业文化部）

北京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综述】　北京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简称南口机械公司）员工总数１２５５人，

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５６人，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１０７人。固定资产原值４．４２亿元，

净值２．７３亿元。占地面积８４．７７万平方米，

其中生产经营 （厂区）面积５４万平方米。各

类设备９３５台 （套），其中大型精密设备７１

台，进口设备６１台。行政部室１０个、党群部

门１个，主产品生产单位６个，事业部１个，控股

公司１个。全年实现销售收入５．１３亿元，比上年

增长２９．４％，其中主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增

长３５％。

（陈宗河）

【改制改革】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启动机构

重组、职能分配、流程再造、整章建制系列工

作。职能部室由１８个调减到１１个，部室工作

职能进行系统整合，进一步明确营销、成本、

绩效、资产、质量、生产各专项管理责任主

体。建立公司领导对口包保生产单位基础管理

建设工作制度。对生产系统按产品系列进行调

整组合，全部完成存续企业所属南德、运输、

南铁工业、夏金宇公司及宗合厂５家改制单位

股权清退工作。南口机械公司回购存续企业资

产方案等待北车集团批复，剩余资产进行盘活

或报废处理。完成存续企业所属南德、运输、

南铁工业公司３家改制单位资产核销资料上

报，北车集团对南德、运输公司２家单位做出

核销批复。

（陈宗河）

【生产经营】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完成主要

配件品种１１９项，产量１３．６６万件套。其中，

轨道交通产品完成各型空压机４６５台、各型主

机油泵２０台，和谐２型技术引进机车主动齿

轮２７９８个、从动齿轮２６８０个、抱轴箱铸件

２４００个、齿轮上箱铸件２２５０个、齿轮下箱铸

件２２５０个，和谐３型技术引进机车从动齿轮

３２９个，东风７Ｇ型机车从动齿轮５３个，东风

４型机车主动齿轮２８０个、从动齿轮６０５个，

ＳＳ３型电力机车主动齿轮１７１个，ＳＳ４型电力

机车主动齿轮３３８个、伞齿轮５６个，各型喷

油泵上体装配３６２０套、下体装配３６００套、各

型喷油器２５１０套、各型喷油器偶件２８８００付。

（陈宗河）

【市场开拓】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签订大同、

永济ＨＸＤ２技术引进机车主从动齿轮、齿轮

箱、轴箱、抱轴箱产品订单合计７３０６万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５９５２ 万 元。签 订 大 连

ＨＸＤ３Ｃ从动齿轮、庞巴迪从动齿轮、内燃机

车配件产品订单合计１３３７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３５０万元。多渠道开展物流及对外协作业

务，创利近１２０万元。得到市经济信息化委的

大力支持，将为机械传动系列产品和道岔系列

产品进入北京市地铁市场牵线搭桥。

（陈宗河）

【新产品开发】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新产品、

新技术自主开发能力提高。螺杆空压机机头系

列产品开发取得成效，完成直联式２８立方螺

杆空压机机头试制，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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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螺杆空压机机头产品开发进入试制阶段；

与西安交通大学签订４０立方螺杆空压机机头

产品开发合同，进入设计阶段。完成２０立方

螺杆空压机主机优化设计；自主研发的４０立

方～６０立方螺杆空压机主机，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实现主机关键零部件全部自制和完成

新产品试制；完善风源系统主要零部件工艺分

流、重点工装，优化机体零部件数控加工程

序，提高效率３０％。完成济南装备公司风电

产品探伤工艺、喷漆工艺研发和销轴工艺工装

改进；完成久和公司２兆瓦风电齿轮箱润滑系

统设计。完成所有国内道岔生产原材料钢轨感

应热处理工艺试验；完成国内主要ＡＴ钢轨跟

端锻压工艺试验，６０千克／米和６０ＡＴ钢轨闪

光焊接工艺试验，６０千克／米和５０千克／米钢

轨绝缘胶接工艺试验；完成普通、提速和客专

道岔所有典型钢轨件铣削试切和试制；工艺试

验全部通过铁道部质检中心和铁科院委托检

验。全年申请技术专利１６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项，新获授权专利７项。ＰＬＭ 项目二期研

发信息化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建成设计工艺一

体化信息管理平台。

（陈宗河）

【多元经营】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多元经营

取得实效，其中风源产品销售收入实现翻番。

签订宝鸡石油机械厂石油机械产品订单３９２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８３万元。签订美国开利

公司转子产品订单１６４０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６４７万元。签订尤奈特斯公司２０立方螺杆

空压机主机４５０台、４０立方螺杆空压机主机

２５０台、８０立方螺杆空压机主机１００台产品订

单，签订施耐德公司２０立方螺杆空压机主机

３００台产品订单，签订螺杆空压机主机订单合

计４６３２．３万元。完成２０立方～１００立方不同

规格螺杆空压机主机产品共计１２６３台，２０立

方螺杆空压机整机９台，完成出口美国开利公

司ＴＶ１、ＴＶ２、ＴＶ３系列转子１１７８对，完成

转子端板铸件１４６０个，完成宝石主动齿轮

２０３个、从动齿圈１４４个，完成大众行星齿轮

５２５个。

（陈宗河）

【基本建设与技术改造】　年内，南口机械公

司配套大功率机车及２００公里以上动车组齿轮

箱、转子加工专业化生产改造项目，累计完成

投资３．１３亿元，购置大型数控设备８０台／套，

其中引进进口设备１７台／套；完成土建施工

１２００平方米，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交流传动

机车及高速动车组传动装置与风源系统产业化

能力提升项目提前启动，累计完成投资１亿

元，购置设备２０台／套，土建施工面积４０００

平方米，改造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完成风源系

统厂房改造、油化库改造工程；完成风电组装

厂房改造２８００平方米、风电机加工厂房改造

２６００平方米、风源箱体加工联合厂房改造１．２

万平方米；完成配件厂供电线路、热处理厂变

压器、办公楼暖气更新改造等工程项目。全年

获得政府补贴共计２５６６万元。其中，市经济

信息化委贴息补助４．２亿项目１０００万元，道

岔项目５００万元；大排量螺杆压缩机主机研制

项目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支持资金

３００万元；昌平区市政管委投资３００万元对公

司家属区进行治理；昌平区公路局投入３１０万

元对公司西门公路桥进行改造；获得北京市和

昌平区政府供暖补贴１５６万元。

（陈宗河）

【企业管理】　年内，南口机械公司启动企业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完成 《内部控制体系制度

手册》１７０项制度中１４８项文稿的编制。加强

质量控制，完成中国北车７项质量指标，未发

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质量事故和一般 Ａ、

Ｂ、Ｃ类质量事故，铁道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合格率１００％。《降低２０立方机体销子孔位置

度加工不合格品率》、 《降低 ＨＸＤ２从动齿轮

油孔深度不合格品率》获得北京市优秀ＱＣ成

果奖。强化成本管理，主营业务收入、主产品

毛利率大幅提高，与上年同期相比，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３５％，主产品毛利率提高８．３个百

分点。加强价格审计，审减物资、设备采购和

基建工程资金１８７．７５万元。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轻伤事故率控制在２．６‰指标以内，未

发生重伤以上工伤事故。围绕公司重点项目建

设，引进技术和管理人才１３人，接收高校毕

业生７５人，其中硕士研究生５人。完成各级

各类员工培训８４项，共计２７７６人次；特种设

备作业操作人员取证、复审共计１９６人次，全

部特操人员１００％持证上岗。通过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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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工作业绩考核和技术论文答辩综合

评判，１４名技师、８名高级技师、１名金蓝领

通过企业评审。

（陈宗河）

【３项主产品通过资质认证】　年内，南口机

械公司３项主产品通过资质认证。８月１２日，

道岔项目的一组客专道岔和一组提速道岔通过

铁道部技术审查，获得生产经营资质。具备生

产和经营包括２５０千米／时速度等级客专铁路

道岔、２５０千米／时速度等级以下所有规格提

速及普速铁路道岔的资质，跨入国内最高生产

经营资质道岔生产企业行列。８月２８日，风

电项目的１．５兆瓦齿轮箱一次顺利通过ＧＬ公

司即德国劳氏船级社认证，具备批量生产符合

国际标准１．５兆瓦风电齿轮箱的综合技术优势

和能力。２兆瓦风电齿轮箱进入试制阶段，其

柔性轴技术将在２兆瓦以上风电齿轮箱领域体

现出技术优势。９月２９日，风源项目的螺杆

空压机整机产品生产、试验现场和技术资料通

过国家密封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压

缩机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昌平区技术

监督局实地核查，取得生产许可资质。风源系

统产品系列化、规模化生产正在逐步形成。

（陈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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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首钢

股份）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成立，是由首钢

总公司独家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在深

圳证券市场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主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是中

国的钢铁联合企业，曾经拥有从焦化、烧结、

炼铁、炼钢到轧材，前后工序能力配套的生产

体系，主营线材、板材及特殊用途钢，产品质

量享誉海内外，多次获得国家、部、市级优质

产品奖，广泛应用于长江三峡、中华世纪坛、

北京奥运场馆等国家重点工程，远销美国、日

本、瑞士、东南亚等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２０１０年，按照国务院批复的首钢搬迁调整方

案，公司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生产和辅助生产

系统 （钢铁主流程）相继停产。２０１１年，首

钢股份与中介机构配合，推进资产置换工作。

首钢股份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

会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４个专门委员会。董事

会、监事会分别设立日常办事机构、董事会办

公室和监事会办公室，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

经理负责制。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公司共有员工

３１８２人。其中，生产人员１９７６人，行政管理

人员５７６人，工程技术人员２２０人，服务人员

１４７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１１９０人。具有

高级职称８９人，中级职称１８１人。

（李淑萍）

【股本变更】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６日，首钢股份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总股本２３１０００

万股，其 中 首 钢 总 公 司 持 有 国 有 法 人 股

１９６０００万股，占总股本的８４．８５％；向社会公

开发行社会公众股３５０００万股，占总股本的

１５．１５％。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６日，公司发行２０

亿可转换公司债券，１２月３１日首钢转债代码

１２５９５９挂牌上市。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９日首钢股份

完成 股 权 分 置 改 革，首 钢 总 公 司 持 股 由

１９６０００万股减至１８７５８９．７３２８万股占总股本

的８１．１９％。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６日，首钢转债已

满足赎回条件，４月６日停止交易和转股，尚

未转股的４９７８万元 “首钢转债”，公司按面值

的１０５％即每股１０５元全部赎回，公司总股本

由２３１０００万股增至２９６６５３万股。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比例由８１．１９％降低到６３．２４％。

（李淑萍）

【资产重组】　１１月１９日，首钢股份公布重

大资产置换预案，包括停产的焦化、炼铁、炼

钢、线材等全部股权，将与首钢总公司的子公

司资产作为置入资产进行置换。首钢股份已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停牌，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

复牌。

（李淑萍）

【年度经营】　年内，首钢股份位于北京石景

山区的钢铁主流程全部停产。全年持续经营的

钢铁生产为第一线材厂的精品线材经营生产线

和控股子公司———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简称首钢冷轧公司）的冷轧薄板经营生产线。

首钢股份开展对标挖潜和增收节支活动，加强

对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投资管理工作。全年

营 业 收 入 １２５１６４８．６２ 万 元， 同 比 降 低

５５．１５％；营业利润２９０３９．４３万元，同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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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１９４．２４％；主营业务利润１３５１９．００万元，

同比降低１１６．７３％；利润总额１６６８４．１４万

元，同比降低１５２．０３％；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１１７８．２８ 万 元， 同 比 降

低９６．６３％。

（李淑萍）

【钢材产量】　首钢股份全年钢材产量２３３．６４

万吨，同比下降５０．９４％。其中，首钢冷轧公

司产品产量１８１．２２万吨，突破年设计能力

１１．２２万吨，比上年增加７．７８万吨，增长

４．４９％。全年品种材产量１４３．４７万吨，同比

增加１９．３６万吨。其中，汽车板产量８３．３万

吨，同比增加２６．５２万吨；家电板产量４０．３３

吨，同比 减 少 ２．７４ 万 吨。全 年 板 材 出 口

２８．４２万吨，同比增加８．５８万吨。第一线材

厂钢材产量５２．３２万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的拳头产品产量３１．９６万吨，线材成材率

９８．０８％，比上年提高０．４２个百分点；钢筋制品

产量１．０９万吨；ＰＣ钢棒产品产量１．５万吨。

（李淑萍）

【职工分流安置】　年内，首钢股份公司通过

《首钢股份停产职工分流安置方案》及 《相关

政策实施细则》，在尊重职工意愿前提下，按

照 “骨干有岗位，职工有渠道，分流有政策，

安置有秩序”的原则，通过１１条分流安置渠

道。停产的炼铁、焦化、炼钢、高速线材４个

厂分别设立留守办公室，做停产设备养护、资

产保卫、技术设备资料归档等后续工作。截止

到报告期末，共安置与分流停产人员 ３８６９

人，人工成本同比下降６４．５８％。

（李淑萍）

【法人治理】　年内，首钢股份修订完善公司

治理基础性制度，制定 《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内幕

信息保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独立董事年

报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与 《关

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７项制度；针对公司

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生产和辅助生产系统 （钢

铁主流程）停产的实际，制定 《２０１１年绩效

考核评价办法》、 《２０１１年调整内退人员基本

退养费实施办法》等５项制度。截止到报告

期末，公司共建立内控制度２１４项 （不包括

转发政府部门制度性文件５８个）。

（李淑萍）

【科技创新】　首钢冷轧公司全年新试制开发

品种１９种，镀锌汽车板实现批量化生产，“一

种结构用高强钢Ｓ５５０ＧＤ＋Ｚ的生产方法”等

１７项专利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受理，“一

种活套封闭结构”等４项专利得到了国家知识

产权局的授权。首钢冷轧公司生产的ＳＰＣＣ、

ＤＣ０１、ＤＸ５１Ｄ＋Ｚ／ＺＦ三个牌号的产品获得了

中国质量协会冶金工业分会颁发的金杯奖。

（李淑萍）

【节能环保】　年内，首钢冷轧公司实施节能

技术改造，优化供水系统、输变电系统、热力

供应系统运行模式，实现综合污染物达标排

放。开展常态化节能监督检查活动，对跑冒滴

漏问题及时通报处理。组织开展躲峰生产，降

低用电成本，全年节约电费１４２．３４万元。将

采暖初期和末期锅炉的运行方式改为单炉运

行，提高锅炉热效率。开展能源审计工作，引

入能源合同管理模式。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保体系正

式运行。完成 “罩式炉退火工程”项目建设的

环境保护评价报告。荣获北京市节水型企业光

荣称号。

（李淑萍）

【客户服务】　年内，首钢冷轧公司完善客户

服务体系，对神龙汽车、上海大众、北京现

代、北汽福田、长城汽车、一汽等重点客户实

现现场跟踪服务。客户档案系统顺稳运行两

年。对３８家汽车板用户建立相应用户档案，

涉及零部件约１２００个。建立家电板的用户档

案并逐步完善，完成海尔等重点客户档案资料

维护。

（李淑萍）

【设备管理】　年内，首钢冷轧公司组织设备

改造和攻关４０项，优化焊机焊接参数２３６５

项，焊缝断带次数降低到月均２．７次。年度综

合点检到位率９９％，在各机组累计检查出较

大设备隐患３０余次。完成备件国产化项目

１０４项２２４０件，节约资金２００４．９５万元。

（李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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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福田汽车），成立于１９９６年８月，是在上交所

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６６。１９９８

年６月发行Ａ股，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公司总股

本２１０９６７．１６万股，其中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６９１１８５９７２，持股比例为３２．７６％，北

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股１１０７４１８００，持

股比例为５．２５％。

福田汽车为中国最大的商用车企业，累计

产销汽车５００多万辆，曾连续２年位居世界商

用车销量第一。２０１１年底，福田汽车旗下拥

有欧曼、欧辉、欧马可、奥铃、拓陆者、蒙派

克、迷迪、萨普、风景、时代等１０大汽车产

品品牌，在京、鲁、湘、粤等９个省市区拥有

整车和零部件事业部，研发分支机构分布在中

国大陆、日本、德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全球２０多个国家设有

ＫＤ工厂，产品出口到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福田汽车品牌价值４２８．６５亿元，蝉联商用车

领域第一名。

（徐永才）

【法人治理】　３月，福田汽车制定了 《年报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５月，修

订了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７月，修订和

完善了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了 《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 （敏感）信息提报

人管理细则》。１２月，修订和完善了 《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和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

度》。

（徐永才）

【获得荣誉】　５月，在 《董事会》杂志社和

新浪网共同举办的第七届 （２０１０）中国上市公

司董事会 “金圆桌奖”评选中，福田汽车从

１００家入围上市公司中脱颖而出，荣获十佳董

事会称号。公司董事会秘书龚敏荣获 “最具创

新力董秘”称号。截至５月，福田公司已连续

７年在董事会金圆桌奖评选活动中获奖。６月，

在中国证券报社组织、纳斯达克特别协办的第

十三届 （２０１０）中国上市公司金牛奖评选中，

福田汽车位列２０１０年度金牛上市公司百强第

十四名，董事会秘书龚敏荣获２０１０年度金牛

最佳董秘称号。８月，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举办的２０１１ＣＣＴＶ中国上市公司峰会暨中央

财经５０指数发布仪式上，福田汽车荣获 “央

视财经５０·十佳成长上市公司”称号，成为

唯一入选该榜单的 Ａ 股汽车行业上市公司。

１１月，在香港 《大公报》主办，中国证券业

协会、香港证券业协会、北京市上市公司协会

等机构联合举办的中国证券 “金紫荆奖”评选

活动中，从Ａ股、港股４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中

胜出，荣获 “最佳管理团队奖”，成为本次唯

一获此殊荣的汽车行业上市公司。

（徐永才）

【年度经营】　２０１１年，福田汽车销售汽车６４

万多辆，同比下降６．２％；销售收入５１６．５亿

元，完成年度目标。其中，中重型卡车销量

１０９２４８辆，同比增长４．６％，占有率同比提高

１．２％，销售排名比２０１０年上升一位，名列全

国第四；轻型卡车 （含微卡）销量４９６５４５辆，

同比下降７．７％，销量继续名列全国第一位，

市场占有率为２０．９％，较去年略有上升 （萨

普皮卡销量３１４３５辆，同比上升６．５％；奥铃

销量６９２８６辆，同比上升１３．０％；欧马可销

量１３９６４辆，同比上升９．１％）；轻型客车销

量２３４７６辆 （不含蒙派克、迷迪），同比下降

１．４，％，行 业 排 名 第 五 位，市 场 占 有 率

７．３％；大中型客车销量３０１９辆，同比下降

１７．８％，市场占有率为１．８％ （大客车实现销

量２０７５辆，市场占有率达到２．８％）。

（徐永才）

【科研创新】　年内，福田汽车拥有一支３０００

多人的研发团队，其中引进的海外高级人才近

２０人。福田汽车共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专利１１１３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

４５４件。福田汽车以北京为研发总部，建设了

包括德国、日本２大研发中心及二级产品研发

中心的技术研发体系。从２００４年起，福田汽

车先后建成新能源汽车技术中心、节能减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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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试验室等专业研发设计中心，拥有与世界同

步的清洁能源技术、替代能源技术和新能源３

大绿色能源技术，形成混合动力、纯电动、氢

燃料和高效节能发动机４大核心设计制造工程

中心。福田汽车已掌握新能源汽车的部分核心

技术，拥有纯电动汽车整车控制器的自主知识

产权；电池系统的电控和成组技术自主研发且

产业化，建立有新能源实验室，对电池单体、

模组、电机等的测试手段达到国际水平。截至

年底，福田汽车已累计销售新能源汽车３０００

余辆，涵盖混合动力客车、纯电动客车、纯电

动环卫车、纯电动出租车等。其中福田欧辉客

车自２００３年９月业务开展至今，８年间销售

收入逾６３．７亿元，销售收入为新能源客车国

内第一。

（徐永才）

【节能环保】　年内，福田汽车投入１０００余万

元，用于固体废弃物回收、危险废弃物的处

置、厂区自来水管改造、空压机加装变频器群

控系统改造、焊接烟尘处理等环境保护。萨普

工厂投入使用变频空压机、重油再炼乳化设备

以及更换４０００多个节能灯，降低生产能耗；

蒙派克工厂污水处理站进行油污改造，提高生

产污水处理效果，空压机加装变频器群控系

统，降低了生产能耗；南方工程车榔梨厂区进

行自来水管改造，减少了生产生活过程中水资

源消耗。

（徐永才）

【客户服务】　截至年底，福田汽车建有中国

汽车行业规模最大的自用呼叫中心，年信息处

理能力１４０万条以上。自成立以来，呼叫中心

全年３６５天、全天候面向客户提供咨询、救

援、投诉受理、客户关怀回访等服务项目，客

户满意度超过８５％。

（徐永才）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同

仁堂股份）由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８５。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９日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５０００万股；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８

日同仁堂股份成立，注册资本２亿元，股本２

亿股；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５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

式挂牌。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同仁堂股份每年向

全体股东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总股本１３０２０６５６９５股。

注册资本１３０２０６５６９５元。

同仁堂股份是以中药为主业，集生产、销

售、科研、配送为一体的产品公司。在大兴、

昌平、通州、亦庄均有生产基地。业务涉及药

用动植物的饲养和种植及饮片加工，中成药、

保健酒、不含医药作用的营养液及化妆品的生

产销售，技术开发与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拥有５３８个品种，

２９种剂型。主要生产剂型有蜜丸、水蜜丸、

水丸、胶囊、口服液、酒剂、颗粒剂、散剂

等。主要产品有同仁乌鸡白凤系列、同仁牛黄

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安宫牛黄丸、国公酒

等，产品行销全国及世界部分地区。２００１年

通过北京市科委高新技术企业审批，成为中药

行业高新技术企业。

同仁堂股份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拥有北京同仁堂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仁堂商业）、北京同仁堂

天然药物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吉林人参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同仁堂陵川党参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同仁堂内蒙古甘草黄芪种植基地有限

公司等子公司。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在职员工

２８９７人，离退休职工１２３１人。其中，生产人

员１５６３人，销售人员３８８人，技术人员４３０

人，财务人员８８人，行政管理人员４２８人；

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１１９９人，中等文化学历

１６９８人。

（葛 冰）

【年度经营】　年内，同仁堂股份积极加强品

种运作，规划品种方案，主力品种稳步增长，

特色品种个别策划，全系列品种销售增长。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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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应对医改政策，及时调整经营思路，实现北

京社区医疗市场销售同比增长２０％以上。全

年营业收入６１．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５８％；

营业利润７．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６１％；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４．４亿元，同比增长

２８．６８％；海外市场销售４．１亿元，同比增

长２４．７６％。

（葛 冰）

【技术创新】　年内，同仁堂股份６类新药贞

芪益肾颗粒获得生产批件，健脾丸 （浓缩丸）

补充申请获得国家药监部门批准；５类新药巴

戟天寡糖胶囊通过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的技术

审核及生产现场核查；止渴养阴胶囊成为首批

入选北京中医药 “十病十药”品种，正式投

产；６类新药清脑宣窍滴丸、８类新药坤宝片

正在临床研究。公司获得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药品含量测定方法等７项发明专利

授权。

（葛 冰）

【节能降耗】　年内，同仁堂股份确定创新立

项１３项。第三代扣壳机、铝塑泡罩装盒生产

线、移印机自动供料和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推

广应用，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降低能

耗；改造提取车间蒸汽冷凝水回收系统，年节

能１０３吨标煤，节约软化水３０００吨。

（葛 冰）

【股权投资】　年内，同仁堂股份以持有的２３

家控股子公司股权及所属分支机构同仁堂药店

部分实物资产对同仁堂商业进行投资。同仁堂

股份以１０８２５万元计入同仁堂商业注册资本

（其中以所持有的２３家控股子公司股权出资

９９６２万元，以实物出资８６３万元）。出资后，

同仁堂股份对同仁堂商业 的出资比 例为

５１．９８％，同仁堂商业成为同仁堂股份下属子

公司。同仁堂股份下属同仁堂国药持有同仁堂

养生文化公司４１％的股份，同仁堂商业持有

养生文化公司１０％的股份。

（葛 冰）

【股本规模】　同仁堂股份在２０１１年执行

２０１０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方案：以２０１０年末总股本５２０８２６２７８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送红股５股，并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１０股转增１０股。股本

规 模 由 原 来 的 ５２０８２６２７８ 股， 扩 大 为

１３０２０６５６９５股。

（葛 冰）

【利润分配】　年内，同仁堂股份按照合并报

表实 现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４３８０６６６５４．６２ 元，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为

１６１２５６０９１０．５４元。公司拟以２０１１年末总股

本１３０２０６５６９５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

派发现金红利１．５元 （含税）。

（葛 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京东方）成立于１９９３年４月９日，总部位

于北京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２５。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简称本集团）在全球分为４个主要业务，分

别是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以下简称

ＴＦＴ－ＬＣＤ）业务、显示光源产品业务、显

示系统产品业务及其他业务。其他业务包括精

密零件与材料业务、光伏业务及办公物业租赁

业务。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京东方公司入选 （获）

大公报主办，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企业联合

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证券业协会联合

举办的中国证券 “金紫荆”奖，并获得最具成

长性上市公司称号。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公司共有员工１６３６５人。

其中，生产人员７２４９人，管理人员１２４２人，

研发技术人员９８４人，专业技术人员５９３２人，

营销人员３０６人；博士及博士后１０５人，硕士

１４５７人，本科３８９２人，大专３５６２人。

（吕少辉）

【股本变更】　京东方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９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同年６

月１０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２３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４２２· 北京工业年鉴



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６日完成增资发行３１６４０万股境

内上市外资股。２００４年６月实施以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 “每１０股转增５股”的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向全体股

东以资本公积金每１０股转增５股。２００５年１１

月２４日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

更登记日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９日）登记在册的

全体人民币普通股股东按每１０股流通人民币

普通股股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４．２股股

份。经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８日第四届第２１次董事

会决议和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９日召开的２００６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批准以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增发人民币普

通股６７５８７２０９５股。经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９日召开

的第五届第３次董事会决议和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６

日召开的２００７年度第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４１１３３４５５２ 股。经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７日召开的第五届第１７次董事

会决议和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召开的２００８年度

第２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５亿股。２００９年６月，公司修订章程，２００９

年８月７日领取了更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５日召开的第六届第２次董事

会决议和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召开的２０１０年度

第２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

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８５０４９５０４股。经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召开的

第六届第８次董事会决议和２０１１年５月３０日

召开的２０１０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以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股本１１２６７９５１９５１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１０股转增

２股的方案转增股本，转增股本后，公司股本

变更为人民币１３５２１５４２３４１元。

（吕少辉）

【资产收购合并】　２月２８日，北京京东方多

媒体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京东方多媒体）与四

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四川长

虹）和成都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

成都长虹）完成股权交割。京东方多媒体以人

民币１５３０万元向四川长虹和成都长虹购买北

京长虹创新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５１％的

股份。股权交割后，长虹创新正式更名为京东

方长虹，京东方多媒体持有其５１％股权。新

成立北京中平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祥英科

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膗盛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及鄂尔多斯市源盛光电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子

公司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吕少辉）

【重大项目】　４月底，京东方合肥６代线项

目实现满产，比原计划提前３个月，通过工艺

技术提升，年底，月产能达到１０万片玻璃基

板投入。６月２９日，北京８．５代线项目中的

３２＂ 产品成功点亮，产线投产，９月２７日实

现量产，年底实现３０Ｋ满产，综合良率９０％

以上。８月２７日，鄂尔多斯 ５．５ 代 ＡＭ－

ＯＬＥＤ项目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和入区协议，年

底基本完成桩基工程、技术方案、工艺设备清

单和投资预算检讨、产线整体布局设计以及设

备动力需求调研等工作。

（吕少辉）

【年度经营】　年内，京东方坚持客户导向和

ＳＯＰＩＣ创新变革，加快产品和技术创新，增

强专业基础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和产线盈利

力，企业整体扭亏为盈。全集团营业收入约

１２７亿元，同比增长５９％，利润总额８．５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５．６亿元。

（吕少辉）

【ＴＦＴ－ＬＣＤ事业】　年内，京东方开展ＳＯＰ

ＩＣ创新变革，坚持客户导向，落实客户／产

品／产线联动，推动精细化管理，主营业务基

础能力提升。５代线小型化转型初步完成；６

代线年内实现２３款产品开发及量产；产能提

升，产线综合良品率攀升，产线协调作用加

强，制造成本下降。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产品业务实现与国际一线品牌商合作，应用产

品业务市场占有率提高，与全球主要显示器客

户战略合作形成国内外电视客户群基础。全球

供应链组织克服材料供应影响及通货膨胀带来

的材料、人工成本涨价压力，５代线和６代线

新技术、新材料导入和内外衔接、国产化项目

与精细化管理项目等取得较大成绩。产品开

发、新技术开发实现 “量”突破，提升了产品

附加值，实现 ＧＯＡ 技术产品化导入，完成

Ｔｏｕｃｈ、３Ｄ等前沿技术开发，开展多项８．５

·５２２·上 市 公 司



代线对应产品开发。移动应用事业单元通过技

术力、商务模式创新，产品竞争力和企业盈利

力提升，盈利超过５千万元，单基板边际贡献

提升４０％，战略客户出货量增长；实现了

ＣＯＧ产品产能、ＡＤＳ产品产能占比、良率以

及模组良率稳步提升，ＡＤＳ技术完善、裸眼

３Ｄ、ＴＳＰ、高ＰＰＩ、ＧＯＡ、快速响应、ＬＴＰＳ

等技术开发取得成果。

（吕少辉）

【ＣＴＯ组织业务】　年内，京东方实施ＬＴＰＳ、

ＯＸＩＤＥ、ＡＭＯＬＥＤ、透明显示等前沿技术研

发，战略技术取得突破，技术力攀升；ＧＯＡ、

高透过率、ＴＰ和０＋４ｍａｓｋ等新技术应用取

得进展；年度新增专利申请首次突破１０００件，

授权数量首次突破５００件，主导和参与了多项

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修制订；与国内外高校

和上游材料设备厂商合作加强，柔性显示、有

机ＴＦＴ等合作项目取得成果。

（吕少辉）

【非ＴＦＴ－ＬＣＤ事业】　年内，京东方显示光

源业务深化客户导向，创新业务模式，实现客

户结构和产品结构双重优化；推进ＬＥＤ照明

灯具等工商业项目，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光

源事业发展聚焦ＢＭＳ、ＬＥＤ照明系统两大方

向。整机代工和品牌业务进行组织机构调整，

建立面板与整机协同作战机制；强化产品企划

与开发，成本降低，技术能力提升。优化客户

结构，拓展销售渠道，形成多层级、多渠道销

售网络架构；试水网络营销，完成主流网络市

场布局；拓展、完善全国客户服务体系，外销

业务快速增长，产品结构向大尺寸、ＬＥＤ 产

品延伸；成功中标北京市政府的机顶盒采购项

目。真空与成型业务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推进

重点项目和产业转型，实现全年盈利。新能源

事业、光伏应用项目开发取得进展，户外优化

测试系统被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授权为 “金太阳

ＴＭＰ工厂认证实验室”，自主研发的逆变器

产品及聚光太阳能电池等低成本高效率。园区

地产业务吸引众多国际、国内客户签约承租，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又上新台阶。

（吕少辉）

【资产出售】　年内，京东方控股子公司京东

方光电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京东方能源

６０％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简称工业公司），成交价格２７亿元人民

币；将所持京东方能源２０％的股权转让给北

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昊华能源），

成交价格９亿元。截至年底，公司已分别收到

工业公司支付的股权价款１３５０１亿元，昊华能

源支付的股价款６．５０亿元，并已办理完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吕少辉）

【内部控制】　年内，京东方制定 《内控规范

实施工作方案》，梳理了公司现行管理制度、

业务流程和风险管控措施，完成试点范围内的

内部控制规范建设。试点范围主要有公司总部

和北京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京东方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合肥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试点范

围内的公司，编制形成 《内部控制管理手册》、

《内部控制制度手册》 （若干分册，包括制度、

办法和操作细则及其相关流程、表单、风控文

档、权限指引表、信息及传递一览表）和 《内

部控制评价手册》（含内部控制评价底稿）。

（吕少辉）

【法人治理】　年内，京东方不断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及提

名、薪酬、考核委员会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３

个专业委员会。组织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北京证监局组织的定期培训。

（吕少辉）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经纬纺机）成立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为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注册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前身是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公司分别在香港

联交所和深圳证交所上市发行 Ｈ股和Ａ股股

票，是境内外上市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６６。

·６２２· 北京工业年鉴



拥有总股本６０３８０万股，中国恒天集团所属中

国纺织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拥有２０４２５５２４８

国有法人股，国内流通 Ａ 股２１８７４４７５２股，

香港流通 Ｈ 股１８０８０万股，分别占总股本的

３３．８３％、３６．２３％和２９．９４％。公司资产规模

超过６３亿元，拥有２０多家子、分公司。公司

通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０质量体系认证，拥有

自营进出口权。年内，股东的净利润为４８０００

万元～５２０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９６％～１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０．７９元～０．８６元。

经纬纺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纺织工业的

发展，是国内最大的棉纺织成套设备供应商，

建有产品开发、工艺技术、生产制造、市场营

销、经营管理体系，产品贯穿清、钢、并、

粗、细、络、织、染工艺全过程。主营业务是

开发、生产纺织机械、其他机电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及其专用配件和器件，开发计算机应

用软件，在国内外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经

营棉花及副产品、纺织品、棉籽及短绒；开展

与本公司产品相关的技术、经济信息咨询

服务。

（经纬纺机）

【获首批企业创新中心称号】　１月２０日，经

纬纺机获得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首批企业创新

中心称号。经纬股份及北京经纬纺机新技术有

限公司共获得开发区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

４个项目共计２２１．６万元的资金支持。

（经纬纺机）

【粗细络联纺纱系统参展】　３月８～１４日，

“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在北京国家会

议中心举行，经纬纺机的粗细络联纺纱系统在

“加快应用高新技术，推动产业机构优化升级”

单 元 的 先 进 制 造 展 区 亮 相，此 系 统 由

ＪＷＦ１４１８Ａ型自动落纱粗纱机、ＪＷＦ１５２０型

细纱 机、ＪＷＦ９５６２ 型 粗 细 联 输 送 系 统 和

ＳＭＡＲＯ－Ｉ细络联型自动络筒机联合组成，

实现了粗纱、细纱、络筒３个工序的自动化

连接。

（经纬纺机）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６月２７～２８日，由中

国纺织工业协会主办的２０１１中国纺织服装行

业社会责任年会在北京举行。经纬纺机在会上

发布社会责任年报。此次是经纬纺机连续三年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凭借详尽的信息披露和连

年高质量的报告，经纬纺机荣获２０１１年度中

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实践示

范奖。

（经纬纺机）

【参加国际纺织机械展】　９月２２～２９日，经

纬纺机参加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新展览中心

ＧｒａｎＶｉａ举行的国际纺织机械展。经纬纺织

公司选择８异性纤维分检机、经纬合力公司的

ＪＷＦ１２７６型精梳机、常德纺机的Ｅ２５２８／２Ａ－

１８６－Ｅ２８型高速经编机和宜昌经纬的 Ｋ３５０６

直捻机参展。

（经纬纺机）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万东医疗）成立于１９８７年５月，是由北

京万东医疗装备公司 （简称装备公司）独家发

起并向社会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６０００５５。公司于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４日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Ａ种股票１５００万股，总股本

５０００万元。

万东医疗总部暨研发中心位于北京市中关

村科技园电子城园区，在南京、重庆、杭州、

西安、南昌、福州、济南等地设有分公司及办

事处，营销及服务网络覆盖全国及世界５０多

个国家和地区。经营范围包括医疗器械制造，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机器设备安装、维修，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劳务服务和销售汽车 （不

含９座以下乘用车）。

年内，为积极推进县域市场转型，提升研

发效率、实现研发工作组织化，公司实施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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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体系组织调整，新的组织架构明晰了资源线

和产品线，资源线关注研发能力提升，实现研

发能力的组织化。产品线以产品经理为核心开

展工作，实现了市场和研发活动的对接。公司

初步完成了从产品到技术的县域市场转型。公

司持续推进营销体系组织建设，广覆盖、区域

管理、本地化的销售单元得以建立，市场转型

逐步到位。为进一步推进售后服务模式转型，

公司实施诚翼计划，提升客户满意度，有力地

支撑了县域市场持续发展。

万东医疗建有由数字影像设备工场、磁共

振产品工场、核心部件工场构成的生产制造基

地；建有由放射技术研发中心、磁共振技术研

发中心及工艺研究设计中心构成的影像技术研

发基地。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北京市百家自主创

新试点企业。万东医疗拥有５家控股子公司和

５家参股公司，具备年产６０００套以上Ｘ射线

设备的生产能力，是世界上最大的放射影像设

备制造商之一。公司生产的 “万东”品牌医学

影像诊疗产品被评为北京市名牌产品，涵盖医

用Ｘ射线诊断设备、磁共振成像设备领域内

的多个门类，其中普及型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到５０％以上。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共有在岗员

工９８１人。

（陈 珊）

【股本变更】　１９９８年４月７日，万东医疗向

全体股东送红股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送转

后总股本额增至１００００万元，１９９９年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万东医疗以１９９８

年１２月３１日总股本１亿股为基数，按每１０

股配售３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１１００万股，

配股后总股本额增至１．１１亿元，２００４年６月

１５日，万东医疗向全体股东送红股并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送转后总股本额增至１４４３０万

元。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公司通过了 《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股流通股支付３．８股股份的对价安排，流

通股股东共获得非流通股股东１９２６．６万股股

票。该方案完成后万东医疗的股份总数维持不

变。经２００７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

程规定，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以每１０股送２股

转增３股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４３２９万元和

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２８８６万元的转增方案，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２１６４５万元。２００８年１１月

１８日，万东医疗接到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简称北药集团，装备公司为其全资子公

司）转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 《过户登记确认书》，内容为

装备公司持有的该公司２１６４．５万股无限售流

通股和８９８５．６万股限售流通股已过户至北药

集团名下，过户手续已全部完成。上述股权过

户后，北药集团持有公司股票１１１５０．１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５１．５１％，成为万东医疗控股

股东，装备公司不再持有万东医疗股权。２０１１

年６月２７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

其持有的北药集团１％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

中国华润总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合计持有北

药集团５１％的股权，成为该公司最终控制人。

（陈 珊）

【年度经营】　年内，公司资产总计 １０１４２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５８８８０．５万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３９８９万元。

（陈 珊）

【法人治理】　年内，公司制定了 《董事会秘

书工作细则》、《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

度》及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

度》等公司内控制度，修订了 《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管理制度》。

（陈 珊）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康得新）成立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是高分

子复合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上

市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２４５０。康得新是２００８

年北京市首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企

业技术中心，并被列为中关村示范园百家创新

企业 （新材料类）。公司可生产标准、复合、

薄型增亮膜、３Ｄ膜、硬化膜、反光膜等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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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系列产品，为中国第一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规模化、系列化光学膜上市企业。公司正在

实施打造２亿光学膜产业集群项目。

康得新拥有国际专家、博士为首的研发中

心及由国际独立实验室组成的国际支持体系，

拥有预涂膜、光学膜等高分子复合膜材料的核

心技术。康得新已申请预涂膜专利３４项，获

得授权２８项；光学膜专利２６项，获得授权

９项。

（王 山）

【年度经营】　是年，康得新制定新的战略目

标是成为国际预涂膜行业领导企业和国际高分

子复合膜材料领军企业。江阴ＢＯＰＰ膜生产线

投产，ＢＯＰＰ产销量大幅增加；预涂膜生产线

提速，产销量大幅度增长；加大高附加值新产

品投放，新产品提升，提高了产品毛利率和公

司净利润。全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分别增长１９１％、

１０９％、８７％，发展成为拥有２大业务板块，４

大生产基地，境外设立子公司的国际集团性

企业。

（王 山）

【光学膜示范基地】　９月，康得新在张家港

生产基地建成年产４０００万平方米，面积为１

万平米光学膜示范基地，拥有国际标准的净化

厂房和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高精度先进设备，

以快速、高效、高起点实现光学膜产业化。

（王 山）

【自主创新产品】　康得新是中国预涂膜产业

的开创者，中国光学膜的龙头企业，是 《双向

拉伸聚丙烯 （ＢＯＰＰ）预涂膜》和 《纸质印刷

品覆膜过程控制及检测方法》２项国家行业标

准的起草单位，绿色印刷标准的参编单位。公

司预涂膜被评定为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被国

家科技部列入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目录》。

拥有预涂膜和光学膜２大业务板块，建立了北

京、张家港、泗水、杭州４大生产基地的集团

化、产 业 集 群 化 的 经 营 平 台。公 司 通 过

ＩＳＯ９０００及ＩＳＯ１４０００国际质量体系和环境体

系认证。预涂膜产品通过ＩＳＯ１４０２５环境标志

国 际 标 准 Ⅲ 型 认 证、 欧 盟 ＳＧＳ／ＲＯＨＳ

ＡＳＴＭ、玩具类ＨＲ４０４０ＱＳＯＰ重金属等多项

国际检测认证。公司在北京及张家港预涂膜生

产基地建成投产１０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预

涂膜生产线，产品有 ＢＯＰＰ、ＰＥＴ、Ｎｙｌｏｎ、

可降解膜４大系列３９个品种，产品销往全球

５５个国家和地区。

（王 山）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动力源）成立于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改制为股

份制企业，２００４年上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

码：６００４０５。动力源是市经济信息化委第九批

认定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是国内电源行业首

家高科技上市公司，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集技

术研发、设备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

业，是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权的能源

审计师和能源管理培训单位，也是国家发展改

革委第一批公布、面向全社会的节能服务企业。

动力源通信电源系列产品通过了工业和信

息化部检测中心的 “泰尔认证”，是国内通信

电源行业主流供应商，通信电源、应急电源等

系列产品广泛应用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等国家公网以及石油石化、军队、公

安、铁路、交通、地铁、水利电力、冶金矿山

等行业专网。公司产品遍布３０多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各个行业。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期

间，动力源为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奥

运中心体育馆、丰台垒球场、国家体育馆等奥

运场馆和首都机场航站楼、北京地铁及外交

部、市安全局、市公安局等提供应急电源产

品，为北京奥运会做出突出贡献。

２０１１年，动力源总部坐落于北京中关村

科技园丰台园区，旗下拥有全资子公司———北

京迪赛奇正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动力聚能科技有限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北京科耐特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９３０８．６５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４６６２．８５平方米，

科研用房面积约占４０００平方米。公司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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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０人，大专学历以上人员占６０．０４％。其中

博士、硕士９６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

科技人员共３９４人，占职工总数２１．４８％。全

年营业收入６．９亿元，总资产１２．０４亿元，净

资产４．８７亿元。

动力源先后荣获科技部、中科院、北京市

政府联合颁发的百强创新企业称号，国家五部

委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称号，北京市诚

信纳税企业守信企业称号，中关村企业信用促

进会优秀会员称号，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通

信电源类全国用户产品质量满意、售后服务满

意十佳企业，中国电源行业诚信企业中国电信

行业通信工程优秀服务商等称号。

（王 莲）

【主要产品】　年内，动力源定位于以电力电

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发展平台，开发出基于

ＡＣ／ＤＣ、ＤＣ／ＡＣ、ＡＣ／ＡＣ、ＤＣ／ＤＣ 技术平

台下的百余种产品，主要有直流电源、交流电

源、高效模块电源、低压配电产品、逆变电

源、应急电源、动力环境监控系统、机房新风

及热交换系统、高压变频器、空气净化机、新

能源储能设备、农村饮用水处理及粮储设备、

太阳能光伏逆变系统等。动力源还把 “节能减

排”技术应用在通信领域，开发了通信基站

（机房）通风换热系列产品，为电信运营商的

节能减排提供了保障。年内，动力源已拥有直

流电源、交流电源、高效模块电源、低压配电

产品、逆变电源、应急电源、动力环境监控系

统、机房新风及热交换系统、高压变频器、空

气净化机、新能源储能设备、农村饮用水处理

及粮储设备、太阳能光伏逆变系统等近百种产

品。动力源实施重大节能减排项目超过４００

个，创新节能产品超过１０个，节能产品和节

能服务项目累计实现节电量数十亿度，相当于

减排二氧化碳数百万吨。

（王 莲）

【营销与客服网络】　年内，动力源在全国３０

个省市设有办事处，拥有２００多人的专业服务

保障团队，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远程

技术诊断、物流配送、现场技术服务和工程建

设等。在全国建立１个一级备件储备库和３０

余个二级备件储备库，设有２４小时服务热线，

保障公司与客户的信息沟通。公司拥有海外营

销中心，出口业务占公司年营业收入１０％以

上。年内，海外营销中心实现合同４８９２万元，

同比增长２０４％，实现销售收入２２３５万元，

同比增长９７％，实现利润６６８万元，同比增

长９７％。

（王 莲）

【科技创新】　动力源每年投入超过年营业额

１０％的资金，用于研发项目。近年完成创新研

发项目２８个，申请专利６３项，其中发明专利

１３项，使用新型专利４５项，外观设计专利５

项，主持和参与定制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达到９

个。主要产品均是自主研发，拥有独立自主知

识产权。主导产品开关整流电源采用全数字有

缘交错功率因数校正、边沿谐振相移谐振

ＰＷＭ，ＤＳＰ数字控制ＰＩＤ调节ＳＰＷＭ 控制

技术等先进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年内，

动力源拥有３个生产基地和多条生产流水线，

装备有国内领先的印制板贴装设备、波峰焊设

备、测试设备及产品试验设备。

（王 莲）

【基地建设】　年内，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

司落户于安徽省郎溪县经济开发区金牛东路，

为动力源旗下最大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３亿

元，占地１３万余平方米，厂房５６０００平方米，

研发楼、行政楼、宿舍楼、食堂等配套设施面

积４００００平方米，建设ＡＣ／ＤＣ直流系统电源

项目、ＤＣ／ＡＣ交流产品项目、ＡＣ－ＡＣ变频

产品项目生产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１２０００万

元，形成年产值数十亿元生产能力。

（王 莲）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东方雨虹）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是深交

所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２２７１。公司

集防水材料研发、生产、销售及施工服务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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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防水行业首家

上市公司，拥有业内首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控股上海东方雨虹、岳

阳东方雨虹、广东东方雨虹、四川东方雨虹、

锦州东方雨虹和昆明风行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在北京顺义、上海金山、湖南岳阳、辽宁锦

州、广东惠州和云南昆明建有６个生产基地，

总占地面积６０多万平米，拥有世界领先的多

功能进口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冷自粘沥

青防水卷材生产线和环保防水涂料生产线。年

产 ＳＢＳ、ＡＰＰ、自粘、高分子等防水卷材

８０００万平方米，聚氨酯系列、聚脲系列、丙

烯酸系列、水泥基系列、沥青系列等涂料１０

万吨。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９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后，公

司注册资本３４３５２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顺

义区顺平路沙岭段甲２号。２０１１年底，公司

共有员工３２５１人。其中生产人员７８５人，施

工人员５５６人，技术人员２６２人，销售人员

１２１８人，财务人员８３人，管理人员３４７人；

具有硕士学位以上人员１２９人，本科学历

１０１９人，大专及以下人员２１０３人。

（东方雨虹）

【股本变更】　２００８年９月，北京东方雨虹公

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１３２０万股，

注册资本５２７６万元。２００９年６月３日，公司

实施２００８年度利润分派方案，以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股本５２７６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每１０股转增股本５股，公司股本增至７９１４万

股。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６日，公司实施２００９年度

利润分派方案，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股本

７９１４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１０股转增

股本１０股，公司股本增至１５８２８万股，公司

注册资本１５８２８万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核准，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以非

公开发行方式向４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Ａ股）１３４８万股。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

公司本次发行的１３４８万股新增股份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

登记。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从１５８２８万股增加

到１７１７６股，公司注册资本１７１７６万元。２０１１

年６月１３日，公司实施２０１０年度利润分派方

案，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股本１７１７６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１０股转增股本

１０股，公司股本增至３４３５２万股。

（东方雨虹）

【年度经营】　年内，北京东方雨虹公司营业

收入２４７３６５．３５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８３％；基

本每股收益０．３０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９６％。受国家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及 “７·

２３甬温线”高铁事故影响延缓订单，销售收

入增速、主营业务利润放缓，经营质量较上年

度降低。公司渠道市场仍然保持高速增长，市

场辐射能力增强，新产品、新领域和新市场推

进速度加快。

（东方雨虹）

【法人治理】　年内，东方雨虹制定了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

等规章制度，形成以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

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经理层为执行机构、

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的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

互协调、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东方雨虹）

【科研创新】　年内，东方雨虹公司开展６０项

产品研发工作，完成新产品研发项目４５项，

通过依托单位实现成果转化４５项，与合作单

位天津海泰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化工

大学申请国家 “８６３”计划１项。发表科研论

文２４篇，其中外文期刊论文４篇，核心期刊

论文５篇，专刊论文１５篇。

（东方雨虹）

【节能环保】　 “十二五”期间，东方雨虹主

要节能技改措施有：厂内变压器谐波治理，投

资１５万元；取暖锅炉改造，投资１０万元；节

电改造，厂区及办公楼普通照明灯更换为

ＬＥＤ节能灯，投资５万元；优化工艺配方，

部分原材料使用特多天然湖沥青替代石油沥

青，节省石油资源，设备投资１２０万；开发低

能耗产品。

（东方雨虹）

【客户服务】　年内，东方雨虹完善客户服务

体系，对万科、金隅、燕山石化、亿城、用

友、华远、绿地京创、中建一局等重点客户进

行顾客满意度现场回访服务。客户关系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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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顺稳运行，拥有客户信息数据２万条以上，

涉及房地产、高铁、地铁等国家重点发展领

域，并定期借助报纸、短信与客户进行沟通、

互动。

（东方雨虹）

【设备管理】　年内，东方雨虹北京工厂相继

完成粉料车间建设、８００千伏安变压器增容、

厂内照明改造、取暖锅炉改造、国产线打包机

更换、湖沥青车间建设等１０余项设备建设和

技术改造工作，解决了工厂供电不足和供暖不

足问题，保证了生产正常运行；粉料车间增加

了年产量，粉料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国产线打

包机增加配料罐，解决了国产线和进口线配料

时间长、设备老化、日产量低难题。年度设备

综合点检到位率９８％，累计检查出较大设备

隐患１０余次，避免了长时间故障停机的发生

和设备安全事故的发生。设备技改和备件国产

化，节约资金和人工成本。备件库存管理步入

最低安全库存门槛，为备件最小库存配置打下

基础。

（东方雨虹）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七星电子）是由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七星集团）、北京吉乐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吉乐集团）、北京硅元

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硅元科

电）、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简称中国华

融）、王荫桐、周凤英采取发起方式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

桥东路１号。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公司在深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中 小 板 上 市 交 易，股 票 代

码：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是国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

的领先企业，主要从事基础电子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业务。主要产品为大规

模集成电路制造设备、混合集成电路和高精密

电子元件。集成电路设备主要应用于集成电

路、太阳能电池 （光伏）和 ＴＦＴ－ＬＣＤ、分

立器件以及电力电子等行业；混合集成电路和

电子元件类产品主要应用于包括航空航天在内

的军工行业。下设北京七一八友晟电子有限公

司、北京七一八友益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晨晶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七星弗洛尔电子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北京七星华创微波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北京七星华创弗朗特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七星宏泰电子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

星华创磁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七星华创集成

电路装备有限公司、七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公司１１家子公司。

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

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

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

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法律、法规禁止

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陈 珊）

【股本变更】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七星电子

首次公开发行１６５６万股Ａ股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８

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由 “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总股本

由４８４４万元变更为６５００万元，营业执照号由

１１００００１３３１８１６ 变 更 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１８１６４。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公司完成２０１０年度权益分

派，并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总股本由６５００万股变更为８４５０万股。

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８日，公司收购控股股东北京七

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北京飞行

博达电子有限公司的１００％股权，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２０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且支付全部股

权转让款项，本次收购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

企业合并。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公司将ＩＰＯ

剩余超募资金全部投资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

公司光伏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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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飞行博达注册资本由

１０００万元变更为１０３５６．５３万元。

（陈 珊）

【年度经营】　年内，七星电子坚持以大规模

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为核心，在保持军工电

子元器件类产品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扩产集

成电路制造设备。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１５５９９．３０

万元，同比增长４２．４６％，其中主营业务完成

１１４８２１．３２万元，同比增长４４．７６％；实现利

润总额１９２６１．１７万元，同比增长７２．２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３２９２．８５

万元，同比增长７６．３２％。

（陈 珊）

【法人治理】　年内，七星电子先后修订和制

定了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内

部审计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等制度。

（陈 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综述】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简称中芯国际，纽约证交所股票代码：ＳＭＩ；

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代码：９８１）是世界领先

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

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

业。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在上海建有１座

３００毫米晶圆厂和３座２００毫米晶圆厂。在北

京建有２座３００毫米晶圆厂，在天津建有一座

２００毫米晶圆厂，在深圳有一座２００毫米晶圆

厂在兴建中。中芯国际还在美国、欧洲、日本

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提供客户服务和设立

营销办事处，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了代

表处。中芯国际代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经营管理一座３００毫米晶圆厂。公司主要

从事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包装、测试及买

卖集成电路及其他半导体服务，并且制造及设

计半导体掩膜。

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０．３５微米～４５／

４０纳米芯片代工与技术服务。除中芯国际高

端的制造能力之外，还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晶

圆代工解决方案，以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的不

同需求，从光罩制造、ＩＰ研发及后段辅助设

计服务到外包服务 （包含凸块服务、晶圆片探

测，以及最终的封装、终测等）。

中芯国际与世界级设计服务、智能模块、

标准单元库以及ＥＤＡ工具提供商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为客户提供广泛且高灵活度的设计

支持。公司装备了中国内地最先进的光掩膜生

产线，技术能力跨越０．５微米到４５纳米，测

试服务针对逻辑电路、存储器、混合信号电路

等多种芯片。

（中芯国际）

【获中投公司投资】　４月１９日，中芯国际与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投资协议。中投公

司将投资中芯国际２．５亿美元，以每股可转换

优先股５．３９港元获得３６０５８９０５３股可转换优

先股。新股发行及转换后，中投公司将拥有中

芯国际已发行约１１．６％的股权。中投公司可

以在相同条件下增加０．５亿美元认股权证，并

可在中芯国际董事会提名一位董事。

（中芯国际）

【灿芯半导体４０纳米芯片验证成功】　６月２１

日，灿芯半导体 （上海）有限公司与中芯国际

共同宣布灿芯半导体第一颗４０纳米芯片在中

芯国际一次性流片验证成功。这颗芯片集成

ＳｙｎｏｐｓｙｓＤｅｓｉｇｎＷａｒｅ嵌入式存储器和逻辑

库，以及中芯国际自主研发的 ＰＬＬ、Ｉ／Ｏ 等

关键ＩＰ部件。

（中芯国际）

【签署技术开发和晶圆制造协议】　１２月９

日，强化磁性半导体技术开发商Ｃｒｏｃｕｓ科技

和中芯国际公司 （中国内地最大、最先进的集

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宣布，正式签署合作技

术开发和晶圆制造协议。２家公司将共同开发

针对汽车应用的高温磁性逻辑单元 （ＭＬＵ）

技术。中芯国际公司将制造和供应基于ＣＭＯＳ

先进技术节点的晶圆，这些晶圆将在Ｃｒｏｃｕｓ纳

米电子 （ＣＮＥ）磁性生产设备上加工。

（中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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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高通公司供应商奖】　１２月１４日，中

芯国际荣获客户高通公司的 “１０亿颗产品里

程碑奖”，颁奖在中芯国际上海总部举行。通

过多年合作，中芯国际与高通共同缔造了１０

亿颗电源管理处理器芯片。

（中芯国际）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佳讯飞鸿）成立于１９９５年，企业专注于

通信、信息领域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生

产，为专业指挥调度产品提供商，掌握多网络

混合组网技术、电路交换及ＩＰ交换技术、回

波抵消和噪音抑制技术、大容量音视频会议技

术以及高可靠性冗灾技术等指挥调度通信领域

的核心技术。公司作为首批 “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创新型企业”进驻中关村环保科技

示范园。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登陆深圳创业板，

股票代码：３００２１３。

佳讯飞鸿以交换技术、ＣＴＩ技术、无线技

术、语音视频通信技术为依托，自主研发的数

字指挥调度、应急通信、综合监控、人工话

务、数字录音、ＣＴＩ与信息服务６大系列、数

十余个产品线，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市场，涉及

铁路、国防、轨道交通、石油、石化、煤炭、

冶金、电力、金融等多种行业，尤其在国内铁

路、轨道交通、国防等领域。

佳讯飞鸿先后承接过国家 “８６３”课题、

国家火炬计划等重大专项资金支持的数十项国

家和北京市的重大科研项目。在祖国６０年华

诞庆典阅兵指挥部通信保障、北京奥运会安

保、上海世博会安保、“神六”升空、“神七”

飞天、“天宫一号／神舟八号”交会对接、“十

七大”召开、“嫦娥一号”发射、“长城２号”

国家反恐怖指挥系统演习、北京市非紧急救助

服务中心系统以及青藏铁路建设等国家重大事

件中，佳讯飞鸿产品赢得客户赞誉。

佳讯飞鸿为国家优秀火炬计划项目承担单

位、全国双爱双评活动先进企业、ＡＡＡ级资

信等级企业、北京市技术创新先进企业、北京

市守信企业、北京市专利试点优秀企业，２００８

和２００９年度连续被 《福布斯》评选为中国最

具潜力企业。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佳讯飞鸿总资产超两亿

元，员工３００余人。

（佳讯飞鸿）

【产品展示】　９月１９日，佳讯飞鸿在北京展

览馆举办的第七届中国国际管道展览会上，展

出在石油管道领域的一系列创新产品及综合解

决方案。佳讯飞鸿展区分为主调度台、分调度

台、高清大屏等几区域，观众可以在展会现场

体验各调度台人性化操作，通过现场高清大屏

幕直观感受调度指令传输过程。佳讯飞鸿在北

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２０１１北京国际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运营及装备展览会上，展出调度通

信和应急通信等设备。展览面积约８０平方米，

展台布置以搭建的模拟轨道交通应急通信系

统、调度通信系统、可视化调度指挥系统、视

频监控系统及交通区间宽带通信系统为主体，

配合直观的大型屏幕显示，展示了触摸屏调度

台、双屏可视调度台、视频监控终端、ＫＤＴ

调度台、区间宽带通信系统、监控终端及应急

终端等多款设备。

（佳讯飞鸿）

【ＦＨ９０００用于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　１１月

３日１时４３分，中国自行研制的 “神舟八号”

飞船与 “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在距地球３４３

公里的近地轨道成功对接。佳讯飞鸿ＦＨ９０００

产品在此次对接中成功应用。ＦＨ９０００人工智

能话务台是新一代全新智能人工话务系统，由

后台交换系统与前台座席系统２部分组成，融

汇数字化、可靠性、保密性、实用性等４大优

势。产品采用时分数字无阻塞全路由交换网

络，数字化程度高；后台交换系统在硬件结构

上采用双主处理机、双交换网络方案，软、硬

件结构采用模块化与分布式控制技术设计，使

得系统结构易于升级维护。后台主处理机与前

台话务台皆运行在局域网上，网络运行不依赖

于关键设备，任何一个话务台损坏都不影响其

他话务台工作；前后台信息传输方式，可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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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及外来信息侵入和传播；同时，每个话务

台都具有记录、查号、接转和市话等多种功

能，操作简便快捷，易于维护，可根据各个方

向话务量改变每个话务台接续的方向和数量，

并可在任意时刻自动或手动将话务台并席。

（佳讯飞鸿）

【年度经营】　年内，佳讯飞鸿营业总收入

３０９０２．２３万元，同比增长８．８７％；利润总额

５７４７．５０万 元，同 比 增 长 ４．２６％；净 利 润

５１５７．７０万元，同比增长５．８５％。营业利润同

比下降４．５３％，主要原因为公司上市及募投

项目实施，使经营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加。基本

每股收益同比下降１２．９９％、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同比下降１５．７５％，主要原因是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本及资本公积金增加。

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股本、每股净资产分别

增加１２５．７４％、２２１．１３％、３３．３３％、１４１．１８％，

主要原因是年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

本、资本公积金增加以及公司净利润增加

所致。

（佳讯飞鸿）

【法人治理】　年内，佳讯飞鸿建立健全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的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制定了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

制度，建立了 《员工行为规范》、《员工工作手

册》等内部规范，建立了 《员工任职资格评价

制度》和员工 《培训计划》。

（佳讯飞鸿）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科锐）前身为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５日，北京科锐

配电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采用整体变更的方

式，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按照１∶１的折股比例，整体变更为北京

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２月３

日，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股票代码：００２３５０。

北京科锐主营业务为１２千伏配电及控制

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率先引进、推广和

研发户外环网柜、美式箱变、永磁机构真空开

关设备、故障指示器、重合器、ＧＲＣ箱壳等

多种新型配电设备及技术。主营业务方向有两

个，一是配电网故障处理，主要产品包括故障

指示器、智能型环网柜和重合器；二是模块化

变电站，主要产品包括箱式变电站、永磁机构

真空开关设备等。北京科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十百千工程重点培育

企业。

北京科锐董事会下设审计、薪酬与考核、

提名３个专业委员会，实行董事会领导的总经

理负责制，在武汉、深圳、上海、郑州、西安

等地设有９家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底，公司共有员工１１３８人，其中

生产人员４０７人，销售人员１２４人，技术人员

３１９人；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６９８人。

２０１１年，北京锐科超额完成经营计划，

实现合同额１３．０７７亿元，同比增长６５．２３％；

营业收入９２２２５．５０万元，同比增长６２．８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８６２３．３８万

元，同比增长７３．６０％。

（科锐配电）

【法人治理】　年内，北京锐科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制定

了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规范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和 《风险投资管

理制度》等制度。成立了治理专项活动自查和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对公司治理工作进行自

查，形成自查结论报告与整改计划。

（科锐配电）

【科研创新】　年内，北京科锐在新产品研发、

对外技术合作、专利技术申报方面均取得进

展。完成了４０．５／１２５０～３１．５千伏充气柜、模

块化变电站设计、无源／有源二合一故障指示

器等一批重点产品项目研发；转产或已开展小

批试制的新产品２３个，重点产品有智能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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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柜、单稳态永磁开关、新型通信终端等。模

块化站、自动化装置等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

总销售收入５３％以上。北京科锐加大对外产

学研合作，与陕西省地方电力 （集团）有限公

司等６家单位组成 “智能配电网关键设备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并与陕西省地方电力 （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开展 “智能配电自动化”项目研

究；与大连理工大学签署了产学研合作协议，

共同成立了 “智能电器研究中心”。北京科锐

及控股子公司全年申请专利２０项，其中发明

专利３项，实用新型１７项；已获得专利授权

１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１项，实用新型１１项。

２０１１年底，北京科锐累计获得专利授权３６

项，其中发明专利３项，实用新型３３项。

（科锐配电）

【节能环保】　年内，北京科锐将环境目标作

为企业发展战略组成部分，纳入整体运营中的

基本管理。制定了 《节约能源控制程序》，实

施从产品设计至终端客户的全程环保管理。完

成 “研发及电子车间综合楼”和 “智能环网柜

装配厂房”项目建设的环境保护评价报告。将

燃煤锅炉供暖方式改为地能热泵，全年降低运

行成本１７４．７２万元。与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置

中心合作，定期进行危险废物回收转移，对可

回收固体废弃物实行分拣。

（科锐配电）

【客户服务】　年内，北京科锐推行心系客户

理念，完善客户服务体系和顾客档案管理体

系，设立２４小时 “８００”热线电话，要求在

最短时间内到达客户现场，组织顾客满意度调

查，进行满意度监测，确保产品和服务满足客

户需求。

（科锐配电）

【设备管理】　年内，北京科锐完成配电自动

化设备技术改造项目智能型环网柜装配生产线

和重合器装配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和运行，智

能型环网柜与重合器的年生产能力提高３～４

倍。加强生产、检验设备以及特种设备等的维

护与保养，对欧式环网柜生产线、美式环网柜

装配生产线、重合器装配生产线、真空箱检漏

回收系统、工频耐压试验装置、工频电流发生

器、验电器、天车、龙门吊等设备坚持日常维

护和年检，全年未因设备故障影响生产或发生

安全事故。

（科锐配电）

乐普 （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乐普 （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乐普医疗）成立于１９９９年，总部位

于北京中关村昌平科技园，为中国最早研发制

造心脏介入医疗器械产品的公司、心血管诊疗

器械及 设备制造厂 家，生 产 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Ｒ、

Ｎａｎｏｐｌｕｓ
ＴＭ 药 物 洗 脱 支 架、先 心 封 堵 器、

ＧＫＳ双叶心脏瓣膜等高科技产品在国内国际

超过１０００家心脏治疗中心临床使用。２００９年

１０月，乐普医疗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发行，

股票代码：３００００３。

乐普医疗与旗下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形状记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北京卫

金帆医学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瑞祥泰康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乐普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北 京 思 达 医 用 装 置 有 限 公 司、荷 兰

ＣｏｍｅｄＢ．Ｖ．公司共同打造国际化高技术医

疗器械及诊疗设备产业集团。

２０１１年底，乐普医疗拥有生产用洁净产

房上万平方米，生产、检测设备和仪器千余

套。拥有员工１０００余人，其中药物、材料工

程、机电工程、精密加工、医学工程等专业技

术人才超过百人。

（崔 晓）

【产品创新】　年内，乐普医疗构建起围绕心

脏治疗的集团化产业化平台。主要产品包括血

管内药物 （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冠脉支

架输送系统、ＰＴＣＡ球囊扩张导管、药物中心

静脉导管等。全资子公司上海形状主要产品为

动脉导管未闭 （ＰＤＡ）封堵器、房间隔缺损

（ＡＳＤ）封堵器、室间隔缺损 （ＶＳＤ）封堵器

等；全资子公司天地和协主要产品为麻醉类介

入医疗产品、心脏介入手术用鞘管和导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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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子公司卫金帆主要产品为用于心脏病治疗

的 ＷＩＮＭＥＤＩＣ２０００血管造影机等；全资子公

司思达医疗主要产品为ＧＫ型双叶心脏瓣膜和

ＧＫ型单叶心脏瓣膜。全资子公司乐普科技的

主要产品为以心血管诊断为核心的ＩＶＤ产品。

参股公司陕西秦明医疗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产品为心脏起搏器及相关医疗器械。

（崔 晓）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鼎汉技术），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６月，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１１，总部设在北京市中关村丰台科技园总

部基地，在北京和深圳各拥有一家实力雄厚的

研究开发中心，是一家从事轨道交通电源系统

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维护的高新技术

企业。主要产品包括：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

系统、轨道交通电力操作电源系统、轨道交通

屏蔽门电源系统和轨道交通通信电源系统、屏

蔽门／安全门系统、铁路检测系统、车载辅助

电源系统等相关产品。同时，根据客户需求提

供其他配套产品及服务。

鼎汉技术拥有一支长期从事轨道交通电源

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维护的核心团

队，共有员工４４４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员工有３０２人；技术开发人员有１８０人，管理

及销售人员１８０人，其中大部分员工拥有在国

内外相关知名公司工作经验。

（李 慧）

【年度经营】　２０１１年，鼎汉技术围绕打造轨

道交通电气及其自动化设备主流供应商的发展

战略，拓展地铁市场，中标额大幅增长。四季

度推出轨道交通接触网检测系统等检测产品、

国铁车载辅助电源和屏蔽门系统３个系列的新

产品。

２０１１年，鼎汉技术营业收入３０８９６．０６万

元，同比增长４．６０％；实现营业利润６４１２．２９

万元，同 比 下 降 ７．２１％；实 现 利 润 总 额

７４３４．３５万元，同比下降４．４８％；实现归属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０７４．５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９７％。其中，轨道交通信号电源系统实现收

入２１９２８．３６万元，电力操作电源系统实现收

入１４２２．０１万元，轨道交通屏蔽门电源系统实

现收入３５６．７４万元，通信电源系统实现收入

１１８８．６０万元，地铁综合供电系统实现收入

２１６６．９３万元。新中标项目金额共５．０３亿元，

同比增长４３．３０％，其中地铁项目份额超过一

半；新签订合同金额为３．４４亿元，同比下降

６．７８％；年底，公司中标待签金额２．４６亿元，

已签待执行金额１．９６亿元。

（李 慧）

【股本变更】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鼎汉技术首次

公开发行Ａ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４６７５２．３５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２５１９５．００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年底，募集资金余额为１６６６９．２９万元，

其中超募资金１１８６．７万元。根据国富浩华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母公司２０１１年

度实现净利润１２２３９６６３．０９元。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金１２２３９６６．３１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９２７３８５５６．５６元，减实施２０１０年度分配方案

分配的１８４９５３５９．９９元，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为８５２５８８９３．３５元。本年度末资本公积余额为

４９７５６３３１１．１０元。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公司以总股本１０５６３．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８０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２９５７６９６０．００

元 （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总股本１０５６３．２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１０股转增５股。

（李 慧）

【技术创新】　年内，鼎汉技术研发的资金投

入２９５０．６２万元，占收入比重９．５５％。建立

了以产品商业成功为考核导向的研发体系，在

团队组建、产品研发、市场支持、试制协作及

产品推广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

（李 慧）

【新产品开发】　年内，鼎汉技术的新产品开

发围绕电力电子、通信、监控和屏蔽门系统等

相关领域，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研发出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产品。其中，高性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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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车载辅助电源产品采用了高频ＳＶＰＷＭ

斩波控制技术、主－备模块切换技术、三电平

逆变技术、自然冷散热技术、移相全桥开关控

制技术、蓄电池充电管理技术等电力电子核心

技术，研发出体积小、效率高、动态响应好的

产品。屏蔽门系统，采用人体仿生设计技术、

三维造型及结构开发技术、有限元分析技术、

单片机及ＰＬＣ集成技术、现场总线技术、实

时画面监控技术、高分子材料技术等屏蔽门系

统关键技术，研发产品完全具备新功能和高可

靠性的国产化。

接触网动态检测系统，采用接触式与非接

触式结合的检测方式，针对接触网的拉出值、

硬点 （冲击）、导高、接触网电压、接触网压

力、导线坡度、跨距高差等各项指标，进行实

时、动态检测。

轨道动态检测系统。采用先进的惯性基准

检测原理，捷联式检测系统和非接触测量方

法，综合运用激光高速图像处理、数字滤波、

计算机网络和卫星定位等高新技术，输出真实

反映轨道自身状态的几何参数和动力学参数。

铁路限界动态检测系统，采用了二维光传

感器３６０度扫描，并对检测数据进行三维建

模，为用户提供直观明了的检测三维图形，保

证系统的实用性和经济可行性。

（李 慧）

【知识产权】　年内，鼎汉技术公司获得５项

专利证书，６项软件著作权，６项软件产品登

记，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包括５项发明专利

的共１９项专利申请。全资子公司鼎汉软件获

１项软件著作权。子公司鼎汉检测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交２４项专利申请，获得９项软件著

作权，９项软件产品登记以及软件企业认定

证书。

（李 慧）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京运通）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８日，注册资

本为４２９８８．５１３６万元，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６０１９０８。京运

通是一家以光伏设备制造业务为核心、光伏设

备与晶体硅生长和晶片业务互补发展的高新技

术企业，主导产品包括单晶硅生长炉和多晶硅

铸锭炉等光伏设备以及硅棒、硅锭和硅片等光

伏产品。２００２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已

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２０１１年，营业收入１７．７５亿元，净利润４．３４

亿元，每股收益１．１８元。总资产４５．４６亿元，

净资产３７．０３亿元。

（京运通）

【兆瓦级屋顶光伏电站并网发电】　９月２３

日，公司硅晶材料产业园 （一期）屋顶光伏电

站并网发电，这是北京市首个兆瓦级屋顶光伏

发电站。

（京运通）

【科技研发】　２００３年研发的ＪＲＤＬ７００型软

轴单晶炉获得北京市西城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２００４年研发的ＪＲＤＬ８００型软轴单晶炉获得北

京市西城区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５年研发的

ＱＲ４００区熔高阻单晶硅炉获得北京市西城区

科技进步三等奖。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ＪＲＤＬ

９００型软轴单晶炉和ＪＺ６６０型多晶硅铸锭炉

连续荣获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材料

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和中国

电子报社联合授予的中国半导体创新产品和技

术奖。２００９年，被评为德胜科技园年度优秀

自主创新企业和德胜科技园年度高成长企业。

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德胜科技园年度优秀自主创

新企业。２０１１年２月，京运通ＪＺ６６０多晶硅

铸锭炉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同

月，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北京市企业技术中

心；１０月，公司入选中关村 “十百千”工程

企业；１１月，公司被北京市产品评价中心评

为产品质量创新企业奖，公司的ＪＺ－４６０／６６０

多晶硅铸锭炉被评为产品质量奖。

（京运通）

【成果转化】　２００８年，京运通的 “ＪＲＤＬ－

９００型软轴单晶硅炉”被认定为北京市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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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果转化项目。２００９年， “ＪＺ－４６０／６６０多

晶硅铸锭炉”被认定为北京市高新技术成果转

化项目。

（京运通）

【重点项目】　２００６年，京运通承担了北京市

火炬计划项目的ＱＲ－４００区熔高阻单晶硅炉

产业化项目。２００８年，京运通承担了北京市

高成长企业自主创新科技专项的ＪＺ－４６０多晶

硅关键生长设备的研发项目。２００９年，京运

通承担了金太阳示范工程的北京京运通厂房屋

顶光伏发电项目，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基金的ＪＺ－６６０节能高效多晶硅铸

锭炉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２０１０年，京运通承

担了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ＪＺ－５５０／８００定向凝

固结晶法多晶硅铸锭炉产业化项目。

（京运通）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简称合康变频）是专业从事研发、生产、

销售各种高、中、低压变频器的高科技上市公

司，位于北京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引入联想控股在内的４家战

略投资者，２０１０年１月在深交所上市，股票

代码：３０００４８。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注册资本

２．４６亿元。

公司高压变频系列分为通用高压变频器和

高性能高压变频器两大系列，广泛应用于电

力、矿业、冶金、水泥、石化、市政等领域，

可实现对各类高压电动机驱动的风机、水泵、

空气压缩机、提升机、皮带机等负载的软启

动、智能控制和调速节能，从而有效提高工业

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工艺控制及自动化

水平。

合康变频下设３家全资子公司，２家控股

子公司，１个重点实验室和１个技术中心，员

工近 １０００ 人，其 中 研 发、技 术 人 员 约 占

２０％，大专以上学历占７０％。合康变频连续６

年荣获用户满意１０大国内品牌称号；２００６年

成为高压变频器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２０１１

年荣登福布斯中国 “潜力企业”百强榜。

年内，合康变频自主研发生产的同步电机

矢量控制带能量回馈变频器通过客户验收，正

式投运，并获得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颁发的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填补了国内同步矢量

控制高压变频器技术领域空白，打破了长久以

来的国外同类产品垄断现状。

（胡晓娟）

【资产重组】　年内，公司购买南京国电南自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４０％股权及北变变压器

（上海）有限公司７０％股权；公司合资新设北

京合康亿盛电气有限公司，股权占比７０％，

主要从事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的研发和加工，为

变频器生产提供旁路柜及结构件等。

（胡晓娟）

【科研创新】　年内，合康变频与与陕西鼓风

机 （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实现大型 （１５０００

千瓦以上）风机高压变频软启系统装备国产

化；与洛阳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合作，实现

１００００千瓦以上大功率同步电机高压变频器提

升系统的研制工作；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将高压变频技术应用于风力发电直

驱式直流技术；与中国科学院电工所合作，使

高压变频技术应用于新能源开发领域 （如风力

发电、太阳能发电）、高效电力传输和储能领

域等。

自主研发生产的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带能量

回馈变频器通过客户验收，正式投运，获得中

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颁发的 “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书”，填补了国内同步矢量控制高压变频器

技术领域空白。

合康变频以参股南京国电南自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方式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战略合作，提升本公司变频器产品在华

电集团及整个电力行业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公司与山西晋煤集团金鼎煤机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扩大产品在晋煤

集团及煤炭、矿山领域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合康变频是国内首家获得国家煤矿防爆安

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ＫＹ认证的高压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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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企业，１月３０日，公司取得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证书８项，同时取得煤炭工业上海电

气防爆检验站颁发的防爆合格证８项。截至

１２月，公司已经取得６项国家发明专利及１４

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正在受理的国家发明专

利５项、实用新型专利１项。

（胡晓娟）

【设备管理】　年内，合康变频制定了 《设备

管理制度》。所有设备由设备工装部管理，设

备工装部负责对所有设备的日常维护记录情况

进行抽查，抽查时间１个季度１次，抽查比率

是所有应做维护保养设备总数的３０％。

（胡晓娟）

【客户服务】　年内，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

区高压变频器生产研发基地满负荷运转，平均

产能超过预期设定目标１２００台／年；截至年

底，公司总业绩超过４０００台。公司成立专门

的大客户服务部，设立售前技术支持及售后服

务部门，公司专业的技术团队提供７×２４小时

不间断服务，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解决方案以

及最高效的现场处理。

（胡晓娟）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顺鑫农业）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２１日正式成立，注

册资本为２８０００万元，是由北京市泰丰现代农

业发展中心 （现改制为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独家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６０。经中国证

监会批准，顺鑫农业于１９９８年９月３日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７０００万股，该部分

股份占总股本的２５％；北京市泰丰现代农业

发展中心以其经评估后的部分经营性净资产

３１３９０万元投入顺鑫农业，占总股本的７５％。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４日，顺鑫农业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截至２０１１年年底，顺鑫农

业总股本４３８５４万股，顺鑫集团持股２０６０９．４

万股，占总股本４７％。

公司的主营业务有白酒酿造与销售；种猪

繁育、生猪屠宰与肉食品加工销售；农产品精

细加工与物流配送；农产品市场管理与服务；

水利建筑工程施工与房地产开发；高档花卉、

果品的种植与销售等。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公司在册员工６５１８人，

其中在岗员工６４６１人。在册员工中生产人员

３７５４人，销售人员７８７人，技术人员７９０人，

财务人员１７４人，行政人员１０１３人；本科及

以上学历７００人，大专１４２８人，中专及高中

２６２０人，初中及以下学历１７７０人。

（顺鑫农业）

【年度经营】　年内，顺鑫农业实现营业收入

７５．８０亿元，净利润３０６８３．８３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２０．９３％和１５．６４％。在白酒酿造与销

售业务方面，牛栏山酒厂１～３季度白酒产量

行业排名第三位，实现利税总额行业排名第

１４位，工业总产值行业排名第１６位。全年北

京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７％，呼和浩特、保

定、天津、沧州等外埠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３７．５％、７７％、７６％、１３５％；经典二锅

头、珍品三十年、百年牛栏山、珍品二十年等

中高端产品销售稳步增长，中等价位产品优化

结构，新推出的百年红系列产品得到消费者认

可，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宁城老窖加大内蒙

古市场的开发力度，提升产品覆盖率，大北方

区域销售网络初具规模。在种猪繁育、生猪屠

宰与肉食品加工业务方面 ，在２０１０年建设３

家养殖场基础上，２０１１年又在河北肃宁、山

西阳高建设２家高标准生猪养殖基地。生猪屠

宰与肉食品加工业务精细化管理，调理肉分

割，提高生鲜肉制品经济效益。北京熟食业务

市场，拓展销售网络，加大形象店的建设，提

升市场占有率，取得良好业绩。农产品精细加

工与物流配送业务，先后开发出沙拉系列、汤

羹系列、快捷后厨系列、日式料理系列、鲜切

蔬菜系列等多系列产品。农产品市场管理与服

务业务强化一级批发功能，２５个品种实现产

地对 接，带 动 蔬 菜 业 务 上 市 量 同 比 增 长

２３．８％；香蕉单品实现新突破，带动水果上市

量同比增长３０％。获得农业部信息中心颁发

·０４２· 北京工业年鉴



的 “２０１０年度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联网

先进单位”称号。在水利建筑工程施工业务

中，积极发展环保工程，寻求外埠业务，项目

涉及北京、陕西、山西、甘肃、四川、湖北、

新疆等多个重点省市。

（顺鑫农业）

【获得荣誉】　年内，顺鑫农业 “鑫大禹”商

标被认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截至年底，顺鑫

农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４个，省市级著名商

标７ 个。先后荣获２０１１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５００强、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度中国食品工业实施

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等称号；牛栏山酒厂在

世界品牌实验室２０１１年中国品牌年度大奖评

选中，荣获中国品牌年度大奖殊荣。

（顺鑫农业）

【公司治理】　年内，顺鑫农业制定了包括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

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信息披露制

度》、《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重大事件内

部报告制度》以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实施

细则等制度，用于规范公司的各项运行。公司

与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

能力。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决策和监督机构。

（顺鑫农业）

【技术创新】　年内，顺鑫农业申请专利１６

项，其中发明专利３项，实用新型１项。截至

年底，拥有国家级实验室２家，拥有专利４０

项，其中发明专利６项。

白酒产品加大中、高端产品比重，新推出

百年红系列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鹏程食品

研发猪肉深加工产品，多系列熟食上市；农产

品精细加工依托先进的设备和加工工艺，继续

拓展吉野家、必胜客等大型餐饮企业后厨市

场，开发可供消费者即食即用或餐饮业直接使

用的自有系列产品。利用气质联用仪开发 “毛

细管直接进样技术”和 “固相微萃取技术”，

荣获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顺鑫农业）

【节能减排】　年内，顺鑫农业牛栏山酒厂、

牵手公司２家重点能耗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

核。委托专业公司对原料、生产工艺流程、设

备设施等进行诊断和测评，制定出清洁生产实

施方案。鹏程公司屠宰车间、熟食车间及办公

用照明灯全部更换为节能灯，每盏灯用电量下

降２９瓦，节约用电１０５０００度；鹏程公司屠宰

车间、熟食车间更换热交换设备，采用高效热

交换设备，年节约用煤８００吨；牛栏山酒厂的

灯全部更换为ＬＥＤ灯 （发光二极管技术），年

节电１０３万度；牛栏山酒厂与北京市科委合

作，采用最新水处理技术，投资建设洗瓶水循

环利用车间，年节水１５万吨。公司举办 “和

谐生态 绿色顺鑫”节能环保知识竞赛活动，

历时２个月，普及节能环保知识。组织节能环

保知识培训，邀请区环保局为公司主管节能环

保工作的副职、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节能环保知识讲课。

（顺鑫农业）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综述】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牧

股份）是由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独家发

起，以募集方式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成立的

股份制有限公司。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有总股本

３．９亿股。其中，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司

持股２．２８亿股，社会公众持股１．６２亿股。公

司股票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７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股票代码：６００１９５。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

国水产集团总公司与中国牧工商 （集团）总公

司战略重组，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中国农业集团成为中牧股份实际控制人。

中牧股份是国家九部委认定的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及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现

拥有全资、控股和合资生物制品企业５家，全

资及控股饲料企业６家，全资及控股化药企业

３家，职工总数３７００余人。经营范围包括动

物生物制品、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畜牧

业生产资料贸易以及相关产品的进出口贸易。

·１４２·上 市 公 司



公司主要产品占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

额，主要产品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第

一，在动物保健品和动物营养品行业处于领先

地位。

（陆世晗）

【年度经营】　年内，中牧股份营业收入２８４２３０．５４

万元，同比增长６．８１％，营业利润５３２４５．３１

万元，同比增长３９．１２％，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４５０９０．２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５．３８％。其 中，实 现 国 内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２７９３９８．１１ 万元，实现国外主营业务收入

３９３４．６７万元。

（陆世晗）

【科技创新】　截至年底，中牧股份有博士、

硕士５０余名，本科以上的中高级技术职称人

员５００余人。中牧股份技术中心是国家发展改

革委等５部委认定的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

重点围绕合成肽产品、狂犬灭活疫苗、毛皮经

济动物疫苗等品种及新型兽药制剂、新型复合

饲料添加剂等产品开展研发工作，在饲料、生

物制品研发领域先后完成３０多项国家和省部

级重大研究项目和成果，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

白，并与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建立

了企业研发基地和产学研开发联合体，联合开

发的项目有国家 “８６３”和 “９７４”高科技项

目。其中，猪伪狂犬病灭活疫苗、鸡传染性法

氏囊病活疫苗 （ＮＦ８株）及喹烯酮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口蹄疫合成肽疫苗、猪伪狂

犬病灭活苗、喹烯酮原料药及预混剂等７个产

品获得农业部一类新兽药证书；大豆黄酮获得

新饲料添加剂证书；液氮马立克氏病活疫苗

（ＣＶＩ９８８）、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活疫苗 （ＮＦ８

株）和猪伪狂犬病活疫苗等一批新产品获得农

业部二类新兽药证书；口蹄疫合成肽疫苗、默

诺霉素 （黄霉素）的纯化方法以及双相乳化佐

剂及其制造工艺等３项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国家

知识产权局核实，获得发明专利申请受理。

（陆世晗）

【节能减排】　年内，中牧股份组建了节能减

排工作领导小组，各生产企业设有节能减排工

作小组，生产车间设专职人员，形成节能减排

管理的三级网络，制定了目标责任制和考评办

法，制定了节能减排实施方案和目标。完成高

耗能锅炉的强制淘汰、部分二级计量设备的安

装、使用，部分二级计量设备、大型单台计量

设备、污物排放在线监测等。对生产设备、有

毒有害原料辅料、废弃物存放场所进行排查，

对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工艺进行核查，开展

“安全、节能、环保”宣传月活动。推动节能

降耗，构建节约型企业。全年ＳＯ２、ＣＯＤ污

染排放指标分别同比下降２．１４％和０．５２％。

（陆世晗）

【质量控制】　年内，中牧股份多次组织召开

产品品控管理工作会议，研讨提高质量管理水

平的办法措施。加强企业内部的专项自检和日

常动态监督，抓生产企业原辅材料、半成品、

成品检验、物料报废、重点产品单耗等日常质

量信息的收集、统计工作，从原辅料入库到产

成品出厂，严格把关，严格检测。对兽药的合

同、购进、验收、储存、销售、运输及售后服

务等环节实行全面、科学、规范的管理，强化

产品质量。中牧股份通过国家兽药ＧＳＰ认证。

中牧股份申报的国家一类新兽药制剂喹烯酮预

混剂２５％和５０％两个产品，首家获得农业部

“兽药添字”批准文号。

（陆世晗）

·２４２· 北京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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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领域各行业、专

业协会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经济工

作各项指示要求，结合各自协会的行业实际、

专业职能，积极进取，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取得新的成绩。

完成课题成果显著。近１／３的行业协会承

担政府相关部门委托的课题。据不完全统计，

全年完成课题２８个。其中，最大的课题是受

市经济信息化委和市发展改革委委托，由北京

工业经济联合会牵头开展的 “北京工业动员潜

力调查”。该课题涉及机电、汽车、医药、建

材、化工、服装纺织等行业的４６３家企业，组

织１７个行业协会参与，圆满完成课题调研，

体现了行业协会的组织优势。各协会根据自身

工作需要开展大量调研工作，完成一批针对性

和前瞻性俱佳的调研报告。如服装纺织协会的

《北京服装设计队伍建设问题研究》的课题调

研，是以３００份实名问卷调查和２０多位设计

师的访谈为依据，较详实地介绍了设计师群体

生活和工作现状、创业感受、面临主要困难，

以及对成长环境的期望和建议，对政府和协会

营造服装设计产业发展环境具有参考价值。包

装协会的 《包装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

展对策研究》、铸锻协会的 《北京地区铸锻企

业行业研究报告》、电子商会的 《北京中关村

数字电视产业园》、汽车协会的 《汽车产业年

度白皮书》、医药协会的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２０１０年修订）基础情况调研分析报

告》、矿业协会的 《废弃矿山再利用》、豆制品

协会的 《传统豆制品行业发展需要政策支持》

和 《北京市传统豆制品生产和销售现状分析》

等，对行业、专业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北京电镀协会利用其智力资源，积极参与

国家或地方行业标准、实施细则的制定和审

定，为政府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发挥了参谋

助手作用。２０１１年编写的 《电镀行业企业污

染防治管理规定 （初稿）》通过了环保部组织

的专家评审，编写完成 《电镀企业重金属污染

物排放现场核查细则 （初稿）》。

工美协会在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支持下，

联合服装纺织、印刷、建筑装饰等１１家协会，

自愿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 “北京工美文创产业

联盟”，在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与服装服饰、印

刷包装、家居建材、建筑装饰、设计装潢等现

代设计制造业跨界融合，文化创新与制造业创

新相结合上迈出新步伐。联盟当年组织参加的

“北京第一届工艺美术创新设计作品展”、“第

六届北京 （国际）文化创新产业博览会”２项

活动受到社会和企业好评，显现了联盟的强大

活力，成为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领域协会工作新

亮点。

继续加强对外交流。各协会积极参与外省

市同行间交流学习活动，并以此为平台建立联

系，开展互动。电镀协会参加 “长三角”地区

表面处理联席会；北京机电行业协会主办 “第

二十五届全国部分城市机械行业研讨会暨北京

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印刷行业协会与

华北、东北８省市区印刷企业联谊，围绕绿色

印刷、节能减排、企业管理等方面热点话题进

行了交流与研讨。

重视品牌培育和推广工作。各协会积极组

织境内外展览、展示等活动，宣传行业、企业

改革与发展以及产品品牌等，有力促进了销售

工作。服装纺织协会主办 “北京时装之都品牌

展”，组织铜牛、天坛、雪润、埃姆、绅士、

雷蒙、伊里兰、红都、奥豹、水孩儿、恺王等

·３４２·协 会 组 织



１１个品牌在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上以整

体形象亮相，同时在中心展区Ｔ台推出６场

新品展示会。年内，有５家服装纺织企业的销

售收入、利润总额和销售利润率分别进入

２０１１年全国服装百强企业名单。

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培训。各协会针对当前

工业转型时期的发展变化，组织开展多种形式

的培训活动，促进员工接受新理念、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术。医药行业协会、玩具协会，

为企业着想，把培训送到郊区、送到企业，深

受广大受训者欢迎。

政府支持各协会工作，落实社会建设专项

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项目，各协会积极性

很高。如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北京照明电器

协会等认真完成课题，得到资金支持。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宣传组织工作。各协

会在促进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公平竞争、绿

色环保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企业把社会责

任理念融入到发展战略、生产经营和企业文化

中，有利于企业在创新发展、转变发展方式、

强化科学管理、提高职工素质、激发创造活

力、提升品牌形象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取

得新发展。同时行业协会还积极参加由中国工

经联举办的大型社会责任发布会。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学习 《胡锦涛同

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通过深入学习，增强服务意识，从多角

度为企业搭建平台，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

截至年底，北京工业领域行业、专业协会

会员共有８９个。其中，４９个行业协会通过北

京市社团办评估，占总数的近７０％。其中，

５Ａ级协会有７家，它们是北京电力行业协会、

北京肉类食品协会、北京市豆制品协会、北京

软件行业协会、北京汽车行业协会、北京医药

行业协会、北京家具行业协会；４Ａ级１８家；

３Ａ级１１家。

（吴 ）

【北京企业联合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企业联合

会 （简称北京企联）坚持为企业和企业家服务

宗旨，坚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坚持 “三突

出”（突出品牌、突出特色、突出重点）工作

方针，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北京市社会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北京企联为市级 “枢纽

型”社会组织，并进一步明确了北京企联作为

企业界代表参与全市有关方面联合建立的协调

劳动关系机制；广泛联系企业及企业家群体；

负责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的工作

领域与职责。

积极组织和参加北京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

机制工作，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是

年，北京企联参与 《北京市工资指导线测算方

案》、《北京市劳动合同若干规定》、《北京市最

低工资调整方案》、《北京市集体合同档案管理

办法》等立法草案征求意见工作。参与研究制

定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事业发展规划》，在调研基础上，代表企业

方利益发表意见，并以书面材料上报政府相关

部门。作为企业方代表，积极参与由市人力社

保局、市总工会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

工作，在三方会议上代表雇主利益发表意见，

充分反映企业诉求。三方共同就劳动合同制度

相关问题在广播电台、网站开展现场答疑活动

２次，大型宣传活动３次，并通过北京企联编

辑出版 《劳动关系通讯》，积极宣传劳动法律

法规和先进典型。积极落实市政府关于大维稳

工作格局，推动劳动关系持续保持和谐稳定。

围绕 “签合同、上保险、保工资”的重点，集

中力量组织开展５次全市专项检查。开展小企

业劳动合同制度实施３年行动和集体合同 “彩

虹计划”，全市地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

９７．５％，续订率达到９６．６％，２．４万户企业签

订集体合同。组织兼职仲裁员参加劳动争议案

件的审理和调解，在实践中加强兼职仲裁员队

伍建设。北京企联在组织兼职仲裁员参加市劳

动争议案件合议庭审理案件基础上，又承担了

北京市下达的组织独立调解庭调解劳动争议案

件工作，先后组织仲裁庭和调解庭处理企业劳

动争议案件３１０余件，其中调解率为６２．６％，

仲裁率为３７．４％。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工作。是

年，北京企联推荐评审国家和北京市企业管理

创新成果２１４项。获得国家级创新成果一等奖

１项、二等奖３项，获得市级创新成果一等奖

５７项、二等奖１３２项、三等奖２１项。北京企

联运用市国资委主管的 《首都建设报》宣传平

台，报道宣传北京基础设施有限公司、北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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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股份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中国移动北京

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北京燕化公司

等一批企业管理创新典型经验。

开展培训工作，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素质。

是年，北京企联建立培训合作机制，在密云经

济信息化委配合下，为密云县开展百名企业经

理培训暨高级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１７人。北

京企联与昌平区企联联合举办高级职业经理人

培训班，６９人参加培训认证。北京企联采取

零散招生、合作办学，为社会有需求的企业培

训１２８人。北京企联为北京市企业管理咨询师

考试报名资格认证４００人。

规范会员管理工作，积极组织会员开展活

动。是年，北京企联对注册会员企业进行整

顿，按照团体会员、行业会员、直属会员予以

分类，探索差异化管理和服务工作方式。会员

企业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联系紧凑型，有

１６０家左右；第二类为联系紧密型，有８４家

左右；第三类为联系半紧密型。并按照会员企

业的隶属关系、企业性质、规模大小进行分

类。全面建立健全会员企业基础资料档案。是

年，北京企联围绕经济发展热点多次组织会员

企业开展各种活动。北京企联与首都企业家俱

乐部共同主办、首钢总公司承办了 “国企创新

发展 （首钢）论坛”大型研讨会，首钢总公

司、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建

筑材料集团公司分别做典型发言。与北京捷盟

管理公司联合举办以 “十二五规划对企业的战

略指导”和 “在十二五规划年企业家应做些什

么”为主题的 “企业家沙龙”。为北京首钢特

殊钢有限公司举办 “中国绿能港”项目招商座

谈会；为北京关键要素有限公司举办 “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政策辅导”专题讲座。组织部分有

影响力的企业家走进北京木业商会考察并进行

商贸洽谈，参观中国红木家具展。组织部分会

员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及外埠在京企业商

会秘书长举办研讨会，搭建北京工业系统人力

资源交流信息平台。

年内，编辑出版发行 《北京企业》杂志

１２期。“北企联合网”实现通过网络管理发展

会员及利用网站宣传企业产品和企业家形象的

功能。

（刘 瑜）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

经济联合会 （简称北京工经联）围绕市委、市

政府在新的形势下，对协会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新任务，遵循首都工业产业发展的主线，

本着传承、发展、务实、创新精神，开拓思

路，积极进取，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取得较好

成效。

“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取得新进展。在

贯彻中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精神，推进

建立 “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工作中，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３０日，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以 （京社领发 〔２０１０〕１号）文件，认定北京

工业经济联合会为市级 “枢纽型”社会组织，

明确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负责工业经济领域

相关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和管理”。在 “政

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业务上发挥龙头引领

作用，日常管理服务上发挥平台作用”。年内，

北京工经联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和市委关于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文件精

神，先后组织行业协会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在

中央省部级书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专题研讨

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九次会

议通过的 《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

进社会建设的意见》和市政府颁布的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规划纲要》。将有关文

件印发给各行业协会，并传达了市委社会工委

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按照市社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 “党的工作广覆盖”的要求和市委社会

工委的工作部署，经市委社会工委、市委组织

部同意批准，筹备并成立了 “北京工业经济联

合会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委员会”。同时，北京

工经联与各行业协会建立党建工作联络员网

络，并对党建工作联络员进行了培训。党建工

作委员会及联络渠道的建立，增强了协会工作

的系统性和凝聚力，做到了上情及时传达，信

息及时沟通。按照市里要求，组织行业协会针

对社会敏感时期，在 “维稳”工作中发挥了作

用。组织行业协会参与全市社会组织公益活动

展；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９０周年前夕，开展了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及争先创优等各种形式的

活动。

践行宗旨，努力当好参谋助手，做好联系

沟通、信息通报、组织协调工作。北京工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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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为理事单位组织情况通报、工作交流等

活动。年内，先后组织了经济形势报告会、科

技讲座、专题讲座、经济运行情况通报等活

动。组织召开了协会工作经验交流会，服装纺

织、玩具、医药、汽车、建材、工美６个协

会，分别介绍了他们 “以时尚创意为助推器，

打造 ‘时装之都’”、“送艺下乡、打造一村一

品，传艺进社区、打造一街一特色”、“开展诚

信评价，促进行业自律”及推进标准法规建

设、节能环保、专业培训等工作经验和体会。

组织协调工业领域协会及相关企业参加全市性

大型活动。参与组织协调由市经济信息化委等

主办的 “中国烹饪、食品博览会”。联合北京

技术市场协会组织并带队参加在内蒙古满洲里

举办的 “中俄蒙科技展及高技术产品交易

会”等。

是年，受市经济信息化委和市发展改革委

委托的 “北京工业动员潜力调查”项目，由北

京工经联牵头，机电、汽车、医药、建材、化

工、服装纺织等１７个行业协会，４６３家企业

参与此项调查，圆满完成课题调研。市经济信

息化委和市发展改革委委托工经联分别与相关

行业协会、企业和专家共同合作，完成 “２０１１

年北京市技术改造重点项目指导目录”、“行业

协会发展报告”、“北京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剖析”等系列调研任务。这些调研涉及基础、

电子、装备、汽车、医药、都市六大产业，三

十大类、百余个中小类。

在创新协会工作，推进跨行业联合上有新

进展。北京工经联支持并协调由北京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牵头，联合服装纺织、印刷、建筑装

饰等１１家协会，自愿组建具有专业特色的

“北京工美文创产业联盟”，旨在促进传统工艺

美术与服装服饰、印刷包装、家居建材、建筑

装饰、设计装潢等现代设计制造业跨界融合，

文化创新与制造业创新相结合。北京工经联会

长金生官出任联盟主席。联盟成立后，于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举办了 “北京第一届工艺美术创

新设计作品展”，并参加了 “第六届北京 （国

际）文化创新产业博览会”。是年，北京工经

联协助中国工经联分别组织了 “２０１１年经贸

形势报告会”、 “２０１１年中美、中欧贸易法律

研讨会”。承办了在北京召开的４个直辖市联

席会以及第五届环渤海工经联联席会议。这些

会议得到中国工经联的关注和支持。中国工经

联会长李毅中出席第五届环渤海工经联联席

会，对今后环渤海工经联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完善北京工经联内部建设，提升工作效率

和服务水平。是年，在拓展服务领域的同时，

注重秘书处建设。坚持定期向监事会汇报工

作，自觉接受监督和检查；按时做好工作安

排，落实工作职责；结合新的形势要求和新的

职能定位修订完善１６项内部管理制度；成立

党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改选临时党支部，成

立了工会小组；根据工作需求，经理事会同意

（书面）增补１名副会长，３名副秘书长。

（工经联）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信息产

业协会立足信息化和公共服务的调研报告 《北

京公交枢纽建设与管理对策研究》，入选北京

社会科学院蓝皮书 《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详细分析了北京公交枢纽

的得失并提出改进建议，受到交通、信息单位

和相关人士好评。协会组织专家和企业人士走

访会员企业，推动新技术手段用于社会服务，

如参观高维信诚公司的手机网站，讨论通过手

机短信息为中小企业服务，使手机网站与互联

网接力，构建 “掌上校园”，发布公益、服务

信息。协会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 “企业质

量诚信体系建设”倡议，参与中国电子质量管

理协会发起的 《中国电子信息企业质量信誉承

诺倡议书》，组织海尔、太极、长城计算机、

ＴＣＬ等９８家知名电子企业响应。协会组织专

家参与 “司法鉴定”培训工作，大力宣传知识

产权保护和行业标准制定。与北京市盈科律师

事务所，整合双方资源，共建法律服务网络。

协会成立维权工作部，通过培训、研讨和使用

法律手段等活动维护会员企业的正当权益，提

升了行业服务信誉特别是网上商业秩序。１１

月２１日，北京市法院系统和知识产权局公布

首批 “调解组织”和２７名 “北京市首批知识

产权司法委托调解员”。北京信息产业协会成

为７个调解组织之一，协会秘书长徐祖哲和协

会维权工作部赵成伟律师成为首批调解员。

（徐祖哲）

【北京软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软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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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会 （简称软件协会）依据 《北京市促进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软件

协会自身特点，开展各项工作。

举办协会庆典，打造品牌活动。在市经济

信息化委及知名软件企业的倡议下，软件协会

举办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２５年发展研讨

会暨北京软件行业协会２５周年庆典暨颁奖晚

会”。协会借媒体平台发布了 《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２５年发展报告》、《北京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２５年人才发展报告》、《北京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２５年质量发展报告》、《２０１１北京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融资发展报告》等产业研究

报告，并组织了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２５

年突出贡献企业、突出贡献人才、突出创新应

用”等评选活动。

承接课题项目，落实政府部门委托工作。

承接市经济信息化委４个课题项目：《北京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产业报告 （２０１１年）》，

北京软件产业发展走出去宣传推广活动，“四

个一批”实施工作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招商

引进影视后期制作、工业软件、数据备份中心

等项目落地北京。承接中关村管委会１个项

目：物联网对软件产业的作用和影响。

协会开展产业数据研究，建设产业数据分

析展示平台，以图、表格形式展示经认定企业

的统计数据，帮助政府了解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动态，给业界领导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撑。开展

“十二五”规划调研工作，组织企业家代表向

政府提交建议报告，帮助政府科学制定 “十二

五”规划，帮助会员企业向政府传递政策需

求。受财政部税政司、工信部软件司委托，对

２０１１年４号文实施细则需求建议进行摸底调

研，先后召开２次专题座谈会，向政府有关部

门提交 《关于贯彻落实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建议案》。受市经济信

息化委委托，召开关于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

展座谈会，就网络实名制以及网络实名制对互

联网产业发展、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的关系和

影响的理解等问题进行分析，提交了 《关于实

行网站实名制的报告》。开展双软认定工作，

推动软件产业发展。年内，北京市登记软件产

品２７６７件、软件产品续延登记２８７件、进口

软件产品登记１０６件、新认定软件企业８２６

家、软件企业年审通过３１３５家。

整合产业资源，优化产业环境。和北京银

行签署 “加强战略合作，推动软件类企业融

资”战略合作协议，３年内向软件类企业提供

人民币１００亿元的 “软件贷”融资授信额度。

联合北京市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召开了

“中小企业融资专题研讨会”。成立首家设在行

业协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北京软件行

业协会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工作站。为会员企业

建立举报投诉绿色通道，为会员企业提供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咨询，协助企业获得 “北

京１２３３０”的专项维权服务。开展知识产权纠

纷调解工作，进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状况调

研，有针对性地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与

宣传。按时编印会刊 《北京软件与服务》，改

版协会官方网站，编制电子快讯，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帮助会员企业及时了解政府基金、项目

的情况。建立 “北京软协短信平台”，为会员

企业提供短信通知、短信服务，提高了协会服

务效率。

开展系列沙龙活动，服务会员企业。成立

ＣＥＯ俱乐部，每２个月举办一次沙龙活动，

组织协会会长及会员企业高管进行研讨。成立

ＣＴＯ俱乐部，定期召开ＣＴＯ沙龙，邀请成员

单位代表围绕行业热点话题进行交流讨论。主

办 “金融信贷支持软件企业发展”、“如何在招

聘中对技术人才进行有效的识别”、“分享移动

互联网的盛宴”、“软件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培训”、“软件企业劳动热点问题剖析及实务培

训”、 “软件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培训会”、

“表达的艺术———富有生命力的陈述”、 “软件

企业劳动争议预防及处理技巧”等为主题的

１０余期沙龙活动。

（郝峥嵘）

【北京市乡镇企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乡

镇企业协会 （简称乡镇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强化服务职能，拓展服务领域，丰富服务

手段，搭建服务平台，在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推进首都城乡一体化进程

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

打造 “农商直供”平台，开展 “农商直

供”体系建设。受市经济信息化委镇村处委

托，乡镇协会在承办２０１０年农商直供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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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又承办２０１１年农商直供洽谈会。北

京旗舰集团、七河源农产品公司等京郊各区县

１０余家企业参加洽谈会。农商直供平台主要

由京郊龙头企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物流配

送、营销渠道商家等构成，由农产品加工企业

将产品配送至龙头企业，再由龙头企业配送到

各销售终端。目前，首个 “农商直供平台”正

在构建中。

是年，乡镇协会分别与平谷区经济信息化

委、平谷区峪口镇政府、朝阳区王四营乡政

府、朝阳区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等单位合作，联

合举办６场招聘会，累计参加招聘的企业２１４

家次，５０００余人到会应聘，９００余人现场达成

就业意向。全年近６０００人进行了职业技能鉴

定，涉及１２个工种，鉴定合格者５６７９人，覆

盖８个区县、２０个乡镇、４０个村委会和社区

服务中心、２５家乡镇企业。其中，初级２５８３

人，中 级 ２１４０ 人，高 级 ９５６ 人，合 格 率

为９５．８３％。

与市经济信息化委镇村处联合组织北京东

亚铝业有限公司、北京华通恒盛电器设备有限

公司、北京市泰华房地产开发集团、北京市鑫

长青环保机械设备厂、北京高尔夫集团公司、

北京华企联技术发展中心等６家企业一行１６

人组成北京镇村企业考察团，赴广州进行为期

２天的参观考察，参观了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９届广

交会。

在继续办好 《北京乡镇企业》杂志和 《北

京乡镇企业协会快讯》基础上，４月份，乡镇

企业协会与市经济信息化委镇村企业运行指导

处联合创办 《北京镇村企业动态》（月刊），对

全市镇村企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搭建起

反映各区县乡镇及重点企业经济运行状况信息

平台；及时发布国家和北京市有关镇村企业发

展的政策、信息，架设起政府与企业间信息沟

通的桥梁；帮助镇村企业了解全市两化融合，

工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了解京郊镇村企

业发展壮大的新典型、新经验、新成果。

（赵 颖）

【北京市开发区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开发

区协会 （简称开发区协会）围绕国家及北京市

有关开发区发展战略部署，紧扣经济转型、结

构调整，在服务政府、服务会员工作中取得成

绩。在市社团办对社会组织开展的等级评定工

作中，开发区协会被评为４Ａ级社会组织。

做好对开发区建设转型的指导服务工作。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请做好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发展情况报送工作的通

知》要求，配合市经济信息化委将中关村科技

园区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房山石油化工 （石化

新材料）产业基地、顺义汽车产业基地和丰台

装备制造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基地４家产业

园区的资料及时收集，并汇总上报国家工业和

信息化部。

借船出海，与中国开发区协会紧密合作，

参与全国性重大活动，为开发区对外宣传、交

流、合作打造平台。组织国家新媒体产业基

地、北京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参加中国商务部、

外交部等２９个国家部委在乌鲁木齐市举办的

“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及中国开发区协会

与新疆园区 （开发区）协会举行的 “首届中国

—亚欧博览会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座谈

会”。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同时进一步

加深了与其他省市开发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先

后同多家省区市协会交换各开发区的信息资

料。协助中国开发区协会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

协会为联合编纂出版 《中国开发区名录全集》

在京开展宣传推介工作。帮助安排北京八达岭

经济开发区利用参加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

契机，顺访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北省开发区协会围绕着北京市－河北省合作框

架协议进行多次商讨，取得共识。

根据 “绿色北京”建设目标要求，协助市

经济信息化委对８家生态工业园试点园区建设

开展评估考核，筛选确定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

发区、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为 “北京市市级生

态工业示范园区”。协同北京国际工程咨询公

司，以重点产业基地、部分农民二、三产业基

地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与布局、土地开发、社

会贡献、能源与环保等方面，建立大范围、全

领域的北京市工业开发区研究体系，编制 《北

京市工业开发区年报 （２０１１）》。协助市经济信

息化委做好对口支援新疆和田的援建工作。编

制了 《北京市对口支援新疆和田地区 “一市三

县”及兵团农十四师产业发展援助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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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规划中涉及的和田地区产业发展定位，

做了布局规划、园区建设规划、项目对接等相

关工作。

介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协会派人全程参

与首钢二通文化创意产业先行实验区工作。先

后收集到中央、市相关委办局、石景山区政府

近５０多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法规，并

从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知识产权

４个方面进行分类梳理，同时结合首钢二通先

行实验区的规划、实施节点，提出了重点可利

用政策目录、可对接项目内容，为首钢二通先

行实验区获得市、区政府资金和政策支持，提

供了有效帮助，也为开发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招商引资提供了经验。

完善协会门户网站和服务平台建设，开辟

符合会员单位实际需求的 《招商服务平台》、

《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投融资服务平台》、

《信息与ＩＴ服务平台表》等８大平台板块，定

期跟踪收集信息，提升信息发布效率。协会门

户网站和服务平台的月访问量超过３０万次。

（市经济信息化委规划处）

【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女

企业家协会秉承 《章程》，服务广大会员姐妹，

紧紧围绕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开展各项工

作。大力宣传表彰优秀企业家。召开一年一度

的表彰大会，表彰１４名北京市优秀女企业家，

有７名企业家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推荐会员

曾见、吴平月、曹健荣、景德君等４人获得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称号。编辑

出版 《芳耀京华》和 《优秀女企业家》专刊。

组织会员培训。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巡视

员张兰青和中国西部发展促进会理事长程路分

别作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 “十

二五”经济形势的报告。举办有近８０人参加

的 “北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座谈会，市经

济信息化委介绍了中小企业可利用的政策，并

对相关问题解答企业家提出的问题。选派会员

参加 “中国圆梦”活动和思八达９０销售计划；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主办 “第二期企业信息化建

设”和 “抓住机遇，科学发展”培训班。

搭建国际国内交流平台。协会组织２０人

参加青海投资贸易洽谈会。组织协会会员一行

４５人，赴黑龙江省哈尔滨、伊春等地，参加

“京哈女企业家携手行暨哈尔滨市情推介会”、

“北京女企业家走进林都伊春认领红松”等活

动。组织 １０ 名会员应邀赴四川广元参加

“２０１１中国 （广元）女儿节·女企业家广元

行”系列活动。重点考察了广元经济开发区的

工业产业发展情况并参加了 “女企业家广元

行”投资说明会。协会与广元市招商引资局签

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期间为当地捐献１０个

“母亲水窖”，捐款１００００元。组织５０多名会

员参加由中国杰出女企业家联谊会、中国香港

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中国台湾女企业家协

会、中国澳门妇女联合总会等方面联合举办的

“２０１１内地与港、澳、台女企业家联谊交流大

会暨 《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发布会”和联

谊晚会。主题为：“诚信·影响力·可持续发

展”。协会接待云南、黑龙江、宁夏等地来访

的女企业家２００余人。组织１０余名会员参与

洪都拉斯与微山县贸易招商会；应阿根廷驻华

使馆邀请，组织１０名会员参加 “首届阿根廷

贸易和投资机会研讨会”。组织会员一行３４人

赴天津参加迎 “十一”、爱国防军事体验联谊

慰问活动。组织４９名理事、常务理事赴首钢

新址学习参观考察。全年举办舞会、团拜会及

沙龙活动８次；参加会员单位活动和会员交流

１１次，接待会员来访６４人次。

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完善协会财务管理制

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等９项制

度，做到一事一简报并及时在协会网站发布。

完成协会网站升级改版工作。

（张文英）

【北京工业国际智力交流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

京工业国际智力交流协会 （简称国际智力协

会）积极开展引智交流、竞赛表彰、课题调

研、社团评估等方面工作。

做好引进海外人才工作。是年，协会以新

能源汽车和汽车关键部件的升级换代以及京东

方８代线技术作为重点引进外国专家项目。共

申请项目３６个，聘请外国专家２１６人次。同

时，积极为 “物联网 （绿色城市）”、“云计算”

以及 “萨博 （北汽控股）”核心技术引进海外

技术支撑团队，并帮助电子控股公司建立海外

“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开展工业职业技能竞赛表彰及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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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召开 “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业

技能竞赛”总结表彰大会，副市长苟仲文出席

大会并讲话。该届竞赛共产生２３１名北京市工

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１０６名北京市行业

技术能手，２８名北京市工业最佳操作能手；

大会授予杨明全等３９名同志 “优秀教练员”

奖，李忠伟等 ５０名同志 “优秀工作人员”

奖，首钢总公司等 ２０个单位 “优秀组织”

奖。该届竞赛选拔出的北京代表队，赴广东佛

山参加了第四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决赛。其

中，刘朝获得职工组数控车工第４名；北京市

获得团体三等奖。赛后，对部分获奖选手进行

专业理论和技能提升培训。分别与信息职业学

院和工贸技师学院合作，举办 “网络管理信息

安全”和 “维修电工”培训班，约８０名获奖

选手参加培训。组织２批７０名获奖选手、优

秀工作人员和教练员赴西北地区，考察兄弟省

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基本情况及技能竞赛经

验，调研高技能人才培育规划、措施及激励政

策等。协会编纂 《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

化职业技能竞赛风采录》，收录大赛相关文件、

表彰奖励名单以及竞赛动态等内容。协调相关

部门和开发公司，完成了 “北京工业和信息化

技能竞赛平台”与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技能

鉴定管理系统”对接工作，提升了原有竞赛平

台报名统计功能。

积极开展调研。是年，国际智力协会组织

有关单位和专家，研究完善 “关于进一步加强

北京工业和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

完成 “２０１１北京工业和信息化人力资源年度

发展报告”、“北京市经信委系统事业单位状况

分析”等课题和 《“十一五”北京工业和信息

化引智成果汇编》。完成市委组织部组织的

《首都中长期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发展规划》和

《关于推进首都人才集群化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起草工作。

是年，协会高度重视社会组织评估工作，

本着 “以评促学”的原则，周密组织，精心安

排，认真做好自查、自评。把评估工作做细做

实，经过评估机构评估和评估委员会评审，北

京工业国际智力交流协会被评为４Ａ 级社会

组织。

（王贞白）

【北京市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２０１１年，

北京市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 （简称中小企业

国际协会）重点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展

对外经贸渠道等方面开展工作。组织北京玉器

二厂等会员单位参加印度尼西亚投资洽谈会和

雅加达省投资和商业论坛，与印度尼西亚的中

小企业交流了合作意向。组织会员单位参加中

国伊朗关系研讨会暨２０１１年两国友协年会和

庆祝中国伊朗建交４０周年招待会。应邀参加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北京代表处开业一周年

庆典招待会和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战略研讨

会。加强中小企业培训。组织会员单位参加北

京市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培训会。了解了集合融

资、风险投资、上市融资和融资租赁等融资政

策。为企业解决融资难、贷款难提供多种途

径。组织会员单位参加预防及应对中美、中欧

贸易与投资法律风险研讨会和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第七期培训班。组织会员企业北京汇通诺尔

机电有限公司、北京玉器二厂、北京金铎合金

有限公司等赴大同市开发区参观考察。

（马 禄）

【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　２０１１

年，北京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 （简称

北京联社）认真贯彻落实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

总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和市工经联第五

届会员大会精神，努力提高轻工集团整体经营

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贡

献。２０１１年，北京联社收回投资收益７７５．５

万元，联社净资产达到３．３７亿元。轻工集团

主营业务收入２．６６亿元，同比增长７１％。利

润总额完成１５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３１％。联社

系统社员 （职工）效益分红金额在２０１０年基

础上提高了２５％。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

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北京联社荣获 “全国集

体经济先进联社”称号，受到表彰；并在大会

上转发和在全国 《集体经济》杂志２０１１年第

六期上刊登了北京联社的经验交流材料。

是年，北京联社投资北京白菊电器有限公

司４０５万元，占股比的８．１％。联社积极参加

该企业董事会会议，参与经营策划活动，并从

该企业分红１２１．５万元。对改组兼并企业积极

协调，收回北京皮革五金厂联社资金１３４．７万

元、北京长城日用品工业公司１０１．２万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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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联社资产的净值。投资置业３６００平方米

商业地产项目，已完成整体出租、经营装修改

造和营业执照办理工作，并开始试营业，每年

可增加２６０万元租金收益。

轻工集团宾馆事业部积极开拓客源市场，

明确提出 “提价保率”的经营方针，实现营业

总收入、出租率和平均房价的同步增长。２０１１

年经营收入达到 ４６５７．４ 万元，同比 增长

７．３％ ，完成利润４３万元，同比增长１１５％。

集团供销公司加大贸易经营力度，扩大经营规

模，全年经营收入达到１．６亿元，同比增长

４５％ ，完成利润１０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８％。

集团富汇通公司在集团的担保支持下，除了

２０１０年获得厦门国际银行授信额度１５００万元

之外，２０１１年又获得了一次性短期授信额度

２３００万元。在提高授信额度基础上，富汇通

公司充分利用进口平台，采取由过去的纯代理

转向自主进口经营模式，２０１１年开展外贸代

理业务完成７０００万元，合同完成了５５０个，

首次突破年度总成交额２０００万美元大关，整

体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３８％。

轻工集团在 “高收益率、风险可控”的基

本原则下，利用集团本部和下属企业的闲置资

金，适量实施理财产品经营，使集团和企业均

得到了比较可靠的资金收益。集团实施企业

“滚动预算”指标管理办法，年度预算按月分

解和落实，在每月的办公例会上对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专项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经营中的问

题，改善和加强了集团和企业经营管理质量。

（霍永锋）

【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会】　北京高校科技产

业协会原名北京高校校办产业协会，是由北京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工业大学等有关单位联合发起成立。１９９２年

北京市民政局 《批复》（９２社登字第６４４号）、

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批复》 （京社登

字 〔１９９２〕６５３号）批准北京高校校办产业协

会成立。２００４年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

《批复》（京社管发 〔２００４〕１９３号）批准北京

高校校办产业协会更名为北京高校科技产业

协会。

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１日，北京高校科技产业协

会换届大会在首都医科大学正式召开。北京建

工学院副院长李维平被大会推选为北京高校科

技产业协会第五届理事长，北京市校办产业管

理中心主任翟士良、北京大学科技开发与产业

管理办公室主任黄桂田 （校长助理）、清华控

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艳和、北京工业大学副校

长张爱林、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副校长徐春

明任副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王玉慧被

推选为监事长，北京市校办产业管理中心党委

书记赵德钧被推选为秘书长。

（宋慧宇）

【北京汽车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汽车行

业协会 （简称汽车协会）坚持 “务实高效，创

新发展”工作方针，全力做好服务政府、服务

行业、服务会员、服务社会等各项工作。

服务政府。汽车协会通过投标方式承接市

经济信息化委 《北京市汽车产业 “十二五”规

划》制定工作，协助市经济信息化委对规划方

案进行反复修改论证，该 《规划》已于２０１１

年１１月正式发布。受市发展改革委委托，承

担 “关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和产业化重大项

目”课题研究，对北京市电动汽车的发展速

度、电动汽车充电方式、电动汽车的电力需

求、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发展规划和需要政府

支持的项目等，提出建设性意见。承接市科委

“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调研”项目，调

研全国和北京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完成

《北京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及

《新能源汽车发展调研报告》。汽车协会受市台

办委托，联合北京电子商会举办京台两地的电

动汽车及汽车电子企业和专业机构、院校的企

业家、专家、学者等参加第六届京台汽车电子

论坛。积极开展标准化活动，会同北京科力威

清洁机械厂共同举办 “ＧＢ／Ｔ２５９８１－２０１０护

栏清洗车”标准宣贯会；会同三兴汽车厂共同

举办 “ＧＢ／Ｔ２５９７７－２０１０除雪车”标准宣贯

会；积极参加世界标准日活动 ，向中标协第

八届、市标协第五届标准化论文征集组委会推

荐３篇论文，分别获得优秀奖和鼓励奖。承担

市经济信息化委 《汽车产业发展年度白皮书》

编写工作。与市知识产权局签署 《加强知识产

权工作备忘录》。配合市工经联开展工业潜力

调查工作，组织３１家汽车企业和４家工程机

械企业完成市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市经济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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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共同组织的工业动员潜力调查。

服务行业。为推进北京新能源汽车发展，

汽车协会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向市政府有

关部门上报了 《关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

北京电动汽车发展的建议》。该建议明确提出

北京市电动汽车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希

望市政府对电动车发展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在

市发展改革委召开的汽车消费专题座谈会上，

汽车协会提出 《关于扩大北京市汽车消费的几

点建议》，建议部分调整汽车限购政策，将全

面限购为区别限购，扩大汽车消费；加大支持

力度，实施特殊政策，推进北京新能源汽车发

展；推动全市专用汽车发展，通过采用汽车采

购招标给本市企业加分等办法，增加北京市企

业汽车产品销售。改版 《北京汽车行业经济运

行分析》，将北京汽车市场销售的新车和二手

车情况编入 《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便于政府

相关部门和企业参考使用。主动收集新能源汽

车发展情况的相关数据，汇总分析后向有关部

门和相关企业提出建设性意见。

服务会员。汽车协会组织召开 “北京专用

车企业座谈会”，搭建了向企业传递政府信息，

企业间交流行业情况，政府部门和协会倾听企

业呼声的平台。举办统计实务培训班，３１家

企业的３６名统计员参加培训。召开２０１１年度

统计工作会议，总结２０１１年统计工作，部署

２０１１年年报及２０１２年统计工作。组织部分会

员企业参加 “２０１１中国唐山专 （商）用车暨

现代物流博览会”。汽车协会与加拿大驻华使

馆商务处及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协会、加拿大安

大略省经济发展贸易部共同举办北京部分汽

车、零部件企业同加拿大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产

品、技术交流会；与加拿大驻华使馆商务处共

同举办研讨会，与安大略省Ｃｈａｔｈａｍ－Ｋｅｎｔ

市政府及有关企业，就企业技术交流与合作、

投资，在加拿大建立加拿大卫星学校等进行了

研讨。按时出版 《北京汽车信息》 （半月刊，

全年２４期）、《新能源汽车季度跟踪报告》（季

度）、《北京汽车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季度、

半年及年度）；完成２０１０年北京汽车行业统计

资料汇编的编辑整理工作。积极协调有关专用

车会员单位建设北京专用车基地事宜；协助北

京柴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完成第二批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试点单位申报工作。

行业交流。汽车协会参加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在天津召开的 “十二五”规划贯彻落实情

况调研会；在湖北随州召开 “２０１１中国 （随

州）专用车发展论坛”，考察随州市发展专用

车集群并交流经验；在广西柳州召开各省市汽

车行业协会联席会，各协会交流了工作经验。

组织部分会员单位参加由中国汽车协会组织的

海峡两岸车辆企业交流活动；支持举办 “２０１１

年第七届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参加中国汽车

协会有关统计、信息、专用车发展等会议、

论坛。

按照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 《北京

汽车行业协会章程》，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

会。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选

举产生由会长、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副会长

和监事长等组成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赵小元）

【北京电子商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子商会

（简称电子商会）充分发挥北京电子信息产业

领域交流平台作用，为政府及会员企业提供服

务，圆满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

做好北京电子信息制造业经济运行统计、

汇总、分析工作。受市经济信息化委委托，每

月汇报１００多家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上

报经济运行简报。每月２日前汇报销售收入及

产值预报，８日前汇报产销存累计及当月数

据，２３日之前上报经济运行简报。４～５月，

组织北京地区的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申报工作。

７月，召开上半年统计工作会及统计知识培训

班。１２月召开北京市电子信息制造业及集成

电路设计业统计年报工作会。协助电子处完成

多项统计及相关工作。完成 “北京中关村数字

电视产业园课题研究报告”。

开展国际国内交流活动。组织电子控股企

业赴澳大利亚参加澳大利亚国际信息及通信技

术展览会，并对当地电子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

进行考察；组织会员企业赴德国、匈牙利，参

观２０１１慕尼黑国际太阳能技术博览会，考察

期间与七星华电在匈牙利当地的厂商洽谈；组

织会员企业赴中国台湾地区进行商务考察，参

观 “海峡两岸光电周”，并走访当地电子企业

和文化创意产业；组织会员企业赴日本参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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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新技术博览会，访问当地高校和相关

企业。

加强商会与会员企业的联系。为使企业顺

利做好２０１１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

商会组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服务咨询平台，协

助需要进行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系列资料

的准备和申报工作。前后共走访１０家企业，

协助北京威视数据公司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复审。继续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合作，为

会员企业提供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服务，解决企

业的应收账款风险，并完善通过应收账款向银

行融资的渠道。组织松下电器 （中国）有限公

司、仲达集团、中科联众科技、微辰信息技术

等企业参加２０１１中日绿色博览会。电子商会

作为 “第十四届京台科技论坛汽车电子论坛”

主办单位之一，邀请北京千住电子材料、瑞萨

半导体 （北京）、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检测

中心等企业的３０名汽车电子行业人士参会。

商会作为 “２０１１北京微电子国际研讨会”协

办单位之一，组织来自京东方科技集团等４０

多家会员企业的１００余名嘉宾参会参展。

加强培训工作。组织２０家企业的３１位高

管参加由北京科技开发交流中心举办的申报国

家创新基金项目培训。举办 “企业员工管理体

系设计培训”，３０家会员企业的５０余名人力

资源主管参会。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中关

村 ‘１＋６’政策和规划纲要动员会”的精神，

受中关村科技园区协会联席会委托，组织京东

方科技等会员企业的２０名领导干部参加国家

“十二五”科技规划与科技金融报告会；组织

会员企业申报 “第十三届中国专利奖”，汉王

科技、佳讯飞鸿电气股份、创巨星电子器件公

司等单位参与申报。邀请资深知识产权评估专

家卓列光教授为会员企业作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培训讲座，英思杰科技有限公司、四通投资公

司知识产权部门的１０名负责人参加培训和研

讨。与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合作，组织会

员企业参加知识产权保护讲座。配合知识产权

局组织部分企业参加北京 “１２３３０”组织的商

标培训会。

是年，电子商会主办的 《首都电子》 （月

刊）共编辑发行１２期。加强电子商会网站建

设，为会员提供高效、便捷、互动、准确、低

成本的各项服务。北京电子商会在市民政局社

团办组织的社会团体复审中被评为４Ａ级社团

组织。

（潘葆铸）

【北京电源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源行

业协会 （简称电源协会）团结全体会员，与政

府有关部门和相关行业团体密切协作，在行业

发展规划、行业标制订，完善行业管理等方

面，开展各项工作。

电源行业标准制订和培训工作。７月，与

中国电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会共同组织召开

《抗干扰型交流稳压电源技术条件和测量方法》

标准修订工作会议。该标准修订计划号为：

２０１０－３１３０Ｔ－ＳＪ。代替标准是：ＳＪ／Ｔ１０５４１－

９４ 《抗干扰型交流稳压电源通用技术条件》和

ＳＪ／Ｔ１０５４２－９４ 《抗干扰型交流稳压电源测试

方法》。组织电源系统工程师高级培训班。对

“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７项行业基础标

准”，充电系统、电池系统、用电系统和维护

管理系统的关键零部件和系统集成，接口和通

信协议等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培训。来自比亚

迪、美国国家半导体、上海汉高、哈尔滨冠

拓、神工电池、东莞新能源及万向电动车等

１００多家企业，近２００多名工程师参加培训。

培训合格者获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及电源行业组织机构统一印制的

培训证书和电源系统工程师证书。和北京中机

亚通机电信息中心联合举办储能电源系统工程

师高级培训班，启动长期电源系统工程师系列

培训工程项目计划。

依托产业联盟推动新能源工作。组织召开

“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专家组工作会议暨推动

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产业发展项目评审会议”。

会议讨论评审了 《推动电动汽车蓄电池储能电

源系统产业发展项目总体规划》 （简称规划）。

该 《规划》确定在联盟框架内，依托相关企业

建设 “珠三角”、 “长三角”、环渤海地区３个

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及纯电动汽车动力系统集

成、城市电动客车动力系统集成和兆瓦级蓄电

池储能系统５个技术创新产业化示范基地；明

确以 “产业联盟技术服务中心”为支撑，以示

范性基地为依托，采用市场机制，充分汇集国

内资源，以技术创新与集成创新相结合，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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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年左右时间，完成包括充电系统和放电系

统在内的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和电动汽车动力

系统关键技术和产品研究，突破蓄电池成组应

用技术和蓄电池储能电源系统集成技术瓶颈。

促进国内外电源企业交流与合作。在浙江

舟山市与中国电源工业协会主办第八届中国

（舟山）国际电池电源系统技术发展与市场高

峰论坛。论坛就电动车、电动自行车、风力发

电、光伏发电、兆瓦级储能电站等新能源领域

的新技术、新思想、新材料等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讨论和交流。与中国电源工业协会、中国电

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电源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联合召开 “新能源与电动汽车储能电源

研讨座谈会。”与中国电源工业协会、中国电

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电源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联合其他组织机构，在上海世博会主题

馆共同主办 “２０１１第十一届中国国际电源产

业展览会暨第三届中国 （上海）国际清洁能源

与电动汽车技术装备及充电站设备展览会”。

组织会员企业参加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军民结合

推进司、中国电源工业协会和北京电源行业协

会、中国电源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联合举办的

“２０１１新能源与电源产业军民两用技术交流研

讨会暨产品展示会”。研讨会听取了中国工程

院院士、总装备部军用化学电源研究发展中心

主任杨裕生，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主任

李伯亭，北京大学教授其鲁，哈工大教授李革

臣等作的主题演讲。由北京电源行业协会牵头

组织新能源与电源产业调研考察团，分别对四

川双流县西航港经济开发区及天威新能源、汉

能光伏、成都银鑫等新能源企业进行了调研

考察。

联合成立北京电源产业投融资发展服务促

进联盟。北京电源行业协会牵头，和北京凯龙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书。中国电源工业协会、北京电源行业协会、

中国电子商会电源专业委员会、中国电源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发起创立了 “中国电源创业投

资基金会”。

建立完善 “中国电源门户网”、“联合官方

网站”。指定 “中国电源门户网”为 “两会一

盟”产品市场报价查询专业网站。建立和完善

产品市场报价查询系统，成为行业产品市场报

价查询的权威商业网站。同时，为会员企业开

辟免费的供求信息发布系统。建立和完善联合

官方网站 （联盟：ｗｗｗ．ｃｐｓｉａ．ｏｒｇ．ｃｎ，协会：

ｗｗｗ．ｂｐｓａ．ｏｒｇ．ｃｎ，商会：ｗｗｗ．ｃｐｓｓｃ．ｏｒｇ．ｃｎ）。

积极响应政府网上办公倡议，年内实现网上社

会公示、网上办公目标。利用电子网络快捷互

动的平台，开启向社会公示、公开征询意见的

窗口，同时为会员企业提供政策、标准、法律

支持。

（孙京伟）

【北京电器电材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

器电材行业协会参加由市经济动员办公室、市

经济信息化委召开的在全市开展工业动员潜力

调查工作会议及调查工作培训，并接受委托承

担完成６３家电工电器单位潜力调查。对３家

企业生产的１２种产品进行鉴定。对鉴定的企

业在产品研发、生产、工艺、检验、标准化等

方面给予指导和咨询。举办２期电器装配工培

训班，共有１００余人参加。主要培训中、高级

职业技能人才。组织会员企业开展联合采购电

器元件和原、辅材料，降低了企业采购成本。

由协会主办的 《电器电材之窗》配合国家智能

电网建设，重点刊登介绍智能电网发展规划，

智能电网主要特征、设备的技术特征等方面的

文章。为会员单位生产提供配套服务，协会开

办的 “电协兴电器电材经营部”，提供的产品

种类增加，咨询服务方式多样化。

（林笑葆）

【北京电子电器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子电

器协会 （简称电子电器协会）践行 “以服务谋

生存，以项目促发展”的办会理念，在服务会

员、服务政府等方面开展工作，２０１１年被评

为 “中关村协会组织工作优秀单位”。

在创建服务品牌上下功夫。为帮助会员企

业解决融资难问题，作为 “联盟”理事单位积

极参与成立 “北京电力电子行业投融资服务产

业联盟”的筹备工作。与其他协会合作，先后

举办 “创新拓展融资渠道研讨会”、“中小企业

融资渠道推介会”、“中小企业融资洽谈会”等

活动。帮助会员企业共办理近１３００万元担保

贷款项目，并与建行小企业中心签订长期合作

框架协议。完成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介手

册》的编印工作。手册汇集了银行、担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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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险、民间投融资等１０余家单位面向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产品，集纳了国家、北京市、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关于鼓励和支持企业

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让及产业化转化等方面

的重要文件、政策法规、解读资料等。

针对会员企业遇到技术创新的具体问题开

展个性化一对一服务。针对京东方科技有限公

司和牡丹集团技术研发部门提出的有关液晶显

示技术和３Ｄ电视技术问题，在北京理工大学

召开专题研讨会；针对中小微企业对科技政策

资金、税收、产业化等方面的政策不够了解的

实际情况，与首都科技成果产业化公共服务平

台、北京市技术市场办公室等部门，建立了帮

助会员企业科技项目申报争取政策优惠的沟通

渠道，并积极帮助会员企业向市科委技术市场

办公室申报项目，先后向有关企业及时通报技

术标准资金申报、专利促进资金申报及科技创

新资金申报等信息１０余条。

开展行业性服务活动。开展了 “ＩＴ外包

服务管理系统研发与推广”项目的组织工作。

通过ＩＴ维修服务在行业内的推广应用，降低

企业运营成本。支持并组织瑞赛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开展 “面向北京电子电器行业舆情监测

与分析研究”项目的研发。继续开展家电维修

服务行业的管理、监督和服务，通过开展对家

电维修服务部门的等级评定、年度复审等工

作，落实了行业规范。参与 《国家家用电器维

修服务行业职业技能大典》的修订工作，并推

荐协会工作人员和有关职业院校老师加入职业

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承担了

“空调类维修技能岗位描述”方面的调研任务。

加强专业技术研讨和交流。围绕电子电器

整机产品防电磁波辐射、提高产品可靠性，召

开电磁兼容技术报告会。北京邮电大学、北理

工大学航天研究所以及航天工业企业从事电子

产品、通信产品、航天产品研究的教授、专

家、工程技术人员，交流了电磁兼容技术及电

子设备产品的可靠性设计与测量等方面的研究

成果。举办 “物联网行业应用———基于网络医

疗健康实时管理及居家养老服务”座谈会，展

示了电磁兼容分会研制的远程医疗监护系统。

与北京锦程腾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电磁兼

容培训合同。围绕涉及行业产品发展的前瞻性

技术，承办第三十六期中关村创业讲坛。邀请

北京理工大学吴平东教授作题为 “３Ｄ电视技

术创新与三网融合，３Ｄ技术未来发展带来的

创新创业机遇”的演讲。并举办２次专题研讨

会，就３Ｄ技术产业化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

相互促进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配合北京市

“以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让生活更美

好”为主题的科技周活动，组织３０余名会员

企业参观松下电器北京中心 （松下展厅），体

验松下先进技术，感受松下经营理念下的低碳

环保产品和研发成果。

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完成电子电器协会

《五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发展规划 （纲要）》

的编制。组织会员单位积极参加市工经联、中

关村协会联席会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各种培训、

讲坛、沙龙、交流等活动近百次，为企业提供

了政策学习机会。

（徐 静）

【北京照明电器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照明电

器协会团结全体会员，集行业之力，办行业之

事，为行业服务，促行业发展。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积极参加政

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活动，在关注民生、扶贫

帮困方面发挥协会作用。开展为特困残疾家庭

送绿色照明活动。协会所属灯具灯饰市场专业

委员会的十里河灯饰城、北四环灯具城、玉泉

营灯饰市场、万隆汇洋时代广场和万家灯火等

５家大型灯饰市场承担了该项任务。各灯饰市

场派出专人负责，并抽出专业电工组成志愿者

小分队，分别深入到朝阳、大兴、房山、昌

平、密云的相关社区和村镇，对近１２００户特

困残疾人家庭的老旧灯具、灯泡、照明电线、

开关进行改造和更换。同时，志愿者向帮扶对

象宣传讲解节能灯和高效荧光灯具的使用常

识，使绿色照明理念在弱势群体中得以普及。

随着倡导绿色照明及ＬＥＤ半导体照明工业的

发展，国家质检总局陆续颁布了涉及ＬＥＤ半

导体照明模块灯具和电源控制装置方面的国家

标准。为使协会相关从业人员及时掌握国家标

准，并用这些标准指导生产，协会组织北京及

周边地区的ＬＥＤ半导体照明和广告标志生产

企业的从业人员进行 “普通照明用ＬＥＤ模块

安全要求”等４个国家标准的宣贯工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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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邀请建材销售研究院的专家给会员

解析市场形势，并进行消费者心理分析方面的

讲座和培训。

（常毅　胡秀英）

【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光

机电一体化协会 （简称光机电协会）发挥协会

“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的作用，立足职能、关注热点、突出重点，开

展各项工作。

根据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公室

《关于对 “枢纽型”社会组织所管理和联系的

社会组织进行调查摸底的通知》精神，将协会

的基本情况、人员构成、会员分布、党组织和

党员情况、工作开展等基本信息整理成文并以

电子邮件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上报，并推举了

一名党建联络员。

协会组织有关会员单位企业领导参加由北

京工经联组织的 “２０１１年经贸形势报告会”。

组织会员单位参观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

会，通过参观，了解了技术、产品发展趋势和

市场行情。组织会员单位参观中国机电一体化

技术应用协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主办的第十

五届国际现代工厂暨过程自动化技术与装备展

览会，参加了展会期间的专项研讨会。在北京

科技周期间，北京光学学会、北京光机电一体

化协会等６单位联合，在北京亦庄博大大厦共

同主办 “第二届首都先进制造应用技术研讨

会”，邀请首都制造业多位知名专家作报告，

并就生产实际问题与参会代表进行现场互动交

流。与北京光学学会联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加

工委员会等６个单位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举办 “第八届北京激光高峰论坛”。论坛主席

周立伟院士作 《王大珩———中国科学家的光辉

榜样》报告，北京光机电一体化协会名誉理事

长徐树彬、武汉华日精密激光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进林博士等与来自国内外从事激光技术研究

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激光产

品生产、使用单位的专家或企业负责人以及首

都激光界、制造业业内人士进行了学术交流。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

造业的若干意见》和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高

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承接 “北京高端制造

装备的定位和发展”研究课题。协会按课题计

划搜集相关资料，组织专家进行座谈和调研，

已取得阶段性课题成果。承接市经济信息化委

装备产业处 “加快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工作推

进”的任务。主要工作是建立特色产业基地协

调联系机制，配合装备产业处加强与房山、昌

平高端产业基地、数控机床产业基地、新能源

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工程机械产业

基地、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管委会的联系，

定期召开座谈会与实地走访重点企业相结合，

动态了解各产业基地 “十二五”发展规划落

实、土地存量、进驻企业、重大项目落地及建

设、产业基地各项经济指标的完成及存在的问

题等情况。会同市经济经信息化委装备产业处

到北京京仪控股公司的自动化研究院，现场调

研工业机械手的研发及应用情况，并研讨了工

业可编程控器与外商合作开发研制的意向。

是年，光机电协会按照民政部 《关于推进

民间组织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向评估

机构提交了 《评估申报书》、《自评报告》、《自

评表》等。

（陈端业）

【北京电镀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镀协会在

清洁生产审核、电镀项目咨询评审与资质认

证、技术培训等方面开展各项工作。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按照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部署，会同有关协会共同完成电镀、热浸

镀、涂装３个行业清洁生产方案的编制和专家

审定工作。派有关人员参加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环保司组织的专家组，前往天津、河南境内

的２家企业实地考察ＣＤＳ无氰酸性镀铜技术

和生产设备，深入调研ＣＤＳ无氰酸性镀铜技

术的应用情况。按市环保局部署，组织有关人

员对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重金属污染防治

规划 （征求意见稿）》研提意见，并且将书面

意见函告市环保局。协会编写的 《电镀行业企

业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初稿）》通过了环保部

组织的专家评审，提出鼓励企业回收重金属的

条款，修改后完成报批稿。按照环保部部署，

编写完成 《电镀企业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现场核

查细则 （初稿）》。参加环保部环境标准研究所

召开的欧盟电镀行业污染防治技术研讨会，对

欧盟金属与塑料表面处理最佳可行技术文件编

译初稿进行校核研讨。截至年底，包括７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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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的三环相膜新技术有限公司，全市已经有

１６家企业通过市发展改革委组织的清洁生产

阶段性验收。有４家企业已完成审核报告初

稿，另有２家企业向所在区发展改革委提交了

清洁生产审核申请。

电镀项目咨询评审与资质认证工作。组织

电镀、环保领域的多位专家对英资莱尔德无线

通信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的化学镀金、镀

银、镀镍生产线和废水处理工程进行技术评

审，提出建议性改进意见。为威卡威公司建立

汽车零部件塑料电镀线提供技术和政策咨询，

并根据北京市电镀行业的总量控制原则，协调

电镀作业点的调整。先后为北机机电有限公司

电镀生产线进行专家评审，为喷涂生产线设备

招标进行标书评定。为航天科工集团６９９厂新

建成的污水处理站遗留问题改造方案进行专家

评审。除为北京市企业提供咨询评审外，协会

还派专家先后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近１０

项技术或项目评审。北京电镀协会依据国家有

关政策法规，在北京电镀行业开展资质认证和

审核工作。相关实施方案和评审办法经多次讨

论修改和６家电镀厂点试评，于１０月１７日印

发全体会员单位试行。

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北京电镀协会应邀

派员出席在苏州召开的 “长三角”地区表面处

理联席会。组织北京地区电镀企业和相关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等３０多个单位１００余人参

观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水处理技术

展览会暨水处理技术研讨会。参加中国表面工

程协会电镀分会在江苏镇江市主办的首届全国

电镀园区 （集中区）建设、运营交流研讨会。

参加在韩国仁川召开的中日韩三国电镀行业交

流会议和基础产业论坛，中日韩代表分别介绍

了本国电镀行业情况和发展趋势，并就电镀人

才培训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应邀参加在上海举

办的中国国际表面处理展和技术研讨会，并做

了 《重金属污染防治 “十二五”规划对电镀行

业的影响》的报告。

培训工作。是年，北京电镀协会和环保部

清洁生产中心分别在香港，广东东莞市、深圳

市共同举办３期清洁生产审核师培训班，并承

担培训班授课任务。培训香港、内地学员共

１４５名，其中１４３名学员通过考试，为当地政

府和企业培养了既懂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学又懂

电镀生产的人才。北京电镀协会从企业实际需

要出发，先后举办电镀高级工、电镀初中级

工、污水处理初中级工３期培训班，培训学员

７２人次。其中，电镀高级工２３人、电镀中级

工１６人、电镀初级工８人、污水处理中级工

２０人、污水处理初级工５人。

８月，北京电镀协会六届二次理事 （扩

大）会议讨论通过北京电镀协会更名为北京表

面工程协会的决议和在原电镀协会章程基础上

修订的表面工程协会章程。１０月初，获得业

务主管部门和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原则同意，

现已完成全部更名工作。协会秘书处按时编辑

《北京电镀通讯》期刊，及时更新 “北京电镀

网”的内容。

（孙长兰）

【北京机电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机电行

业协会 （简称机电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努力做好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各项工作。

服务政府工作。受北京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委托，完成 “加快发展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

课题调研报告，对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现状、

发展趋势及机遇进行了分析。受市财政局委

托，完成 “北京地区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产业竞

争力分析”课题调研报告，介绍了国内外及北

京地区风力发电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概况，提出

通过财税优惠政策解决有关问题的建议。受市

发展改革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等５部委

联合工作组委托，继续承担２０１１年度中关村

科技园区 “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

范项目”的技术评审工作。聘请多名国家级评

估专家、北京市专家顾问团专家与高等院校教

授学者等参加评审，完成３１个 “重大技术装

备试验、示范项目”的技术评审。受市人力社

保局的委托，继续承担北京市机械、电气专业

工程技术系列技术资格与工人技师资格的社会

化考评工作。年内获高级 （机械、电气）专业

技术资格的１６１人，获中级 （机械、电气）专

业技术资格的６２３人；获高级技师资格的１５７

人，获技师资格的７２４人，行业等级工鉴定

６５人。完成机械设计和机械电气中级评审委

员会换届工作。经遴选、调整，现专家数据库

中：高级职称评审专家２１５人、中级职称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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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２６２人、技师评审专家５２人、评估咨询

专家６８人。受北京国融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邀请，２次参与北京市有关 “专项资金支持项

目”评审工作。推荐有关专家参加 “ＤＴ系列

伺服开关磁阻调速电动机”、“大功率特种开关

电源”等项目的可行性评审。协助市经济信息

化委，参与制定 《２０１１年北京地区编制推荐

节能机电设备 （产品）和淘汰高耗能落后机电

设备 （产品）目录》工作。组织开展机电行业

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工业动员潜力调查工作，落

实完成９家企业３５种产品的调查，按时报送

市经济信息化委。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关税调整

方案建议的收集工作。落实会员单位北京第一

机床厂、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北京北重汽

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等５家大型企业填报 《增

列税目建议表》与 《调整进 （出）口暂定税率

建议表》，按时报送市经济信息化委。按要求，

机电协会建立北京地区机电行业经济运行监测

数据库，将每月跟踪行业经济运行情况按时报

送市经济信息化委。

服务企业工作。推荐会员单位北京爱生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双核心’直饮水系统”

项目和北京东方绿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

“橇装式小流量天然气液化装置”项目为北京

市科委２０１１年科技计划培育项目。推荐会员

单位中１６名专业技术骨干为北京工业设计促

进中心 “北京百名工程设计领域领军人才培养

工程”人员。推荐１７家企业１９个机电类产品

通过北京质量协会的北京知名品牌专业评审的

初评工作。机电协会与中国民生银行签署合作

协议，中国民生银行同意给予北京机电行业协

会 “商贷通”贷款授信额度人民币１亿元 （有

效期２年），并为机电协会会员单位提供多种

优惠融资服务方案。年内对机电协会网站进行

了改版，为会员单位提供最新机电政策、市场

动态、行业信息等。转发机电行业发展态势定

向监测报告２４５篇。发行内部期刊 《机电行业

市场信息发展动态报告》２４期。

组织交流考察活动。应中国台湾 “中华”

文化经济交流协会邀请，７月１１～１８日机电

协会到台湾进行行业交流、考察。与中国台湾

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和台湾机器工业同业公

会就为会员单位提供产业、经贸、人力资源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研讨。９月８～１０日在北京举

办 “第二十五届全国部分城市机械行业研讨会

暨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蔡惟慈作专题报告。上

海、天津、南京、石家庄等国内部分城市机械

行业协会、产业集团领导以及北京７０余家企

业近１００名代表参会。

加强培训工作。机电协会组织会员单位参

加了商务部培训中心举办的 “推动内地中小企

业融资、促进高成长型企业多元化上市高层对

接会”；国家安监总局举办的 “安全生产标准

化、隐患排查及应急体系建设的教育培训班”；

市知识产权局和市经济信息化委举办的 “北京

市战略新兴产业相关行业协会知识产权工作推

进会”；市商务委和北京市社团办举办的 “外

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及外贸公共服务平台资金

申报说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举办的 “‘十二

五’科技项目专项资金申报与管理体制改革暨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和专利运用专题研讨班”与

“节能减排国家专项资金申报与节能产业发展

专题研讨班”等学习、培训。建立协会与企业

合作实训基地，指导北京北重汽轮电机有限责

任公司、北开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特

有工种培训机构。

（胡伟光）

【北京设备管理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设备管

理协会 （简称北京设协）坚持服务企业、服务

政府、服务社会的宗旨，突出重点、注重实

效、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做好工业设备维修企业资质认证工作。根

据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对北京设协从事工

业设备维修的企业进行资质认证，截至年底，

共认证１４９家企业。８家企业取得国家资质认

证。根据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趋势，北京设

协组织全国性盾构机研讨会。盾构机是新型具

有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机械设备。协会抓住时

机，开展盾构机操作手业务培训和设备出地面

的检修工作。协助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制定 《盾

构机安全使用规定》，强化了盾构机使用单位

安全意识。

是年，北京设协承办第二届北京市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 “首都机场博维航空杯”电梯维修

工比赛。此次电梯维修工比赛共有７１１人报名

·８５２· 北京工业年鉴



参加，其中有３０个企业集体报名。经过初赛、

复赛，３０名选手入围实际操作决赛。９月１７

日，决赛在首都机场中国服务大厦进行，实际

操作决赛于当天１８时顺利结束。北京博维航

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孙正国、北京实创电梯工

程有限公司李江、北京英特鸿源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侯兆成分获前三名。１２月３０日，在首都

机场中国服务大厦会议大厅举行了北京市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暨 “首都机场博维航空杯”电梯

维修工比赛总结表彰大会。大赛组委会为获得

前３０名的选手颁发了奖杯和证书。获得比赛

前三名的孙正国、李江、侯兆成，被大赛组委

会授予 “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称

号，颁发了证书、奖杯和奖金。北京设备管理

协会、北京博维航空设备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获

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特殊贡献奖和优秀组

织奖。

（张京齐）

【北京模具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模具行

业协会 （简称模具协会）坚持 “服务企业、服

务行业”的宗旨，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协助企业组织申报２０１１年度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召开申报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通报会，传达了 “２０１１年度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申报工作中有关政策、项目

内容及申报方法。同时，请已享受国家优惠政

策的企业介绍他们申报成功的经验。为使该项

工作做实做细还从科技部发布的近千项支持发

展的项目中摘录出有关模具项目，用电子邮件

发给会员企业。对有意向的单位，还请科技部

门专门负责帮助企业申报创新基金的咨询部

门，协助企业做好申报工作。年内，有１０多

家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申报。在了解到北京市中

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可以采用 “集合信托”

等方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优惠贷款的政策

后，及时通知相关企业，并帮助他们进行

申报。

组织技术交流活动。邀请西门子和数博软

件公司，就ＮＸ （ＵＧ）软件及ＥＲＰ管理软件

在模具行业应用情况进行讲解和演示。ＮＸ

（ＵＧ）软 件 继 承 了 ＣＡＤ、ＣＡＭ、ＣＡＥ 和

ＰＤＭ应用程序，是模具界能够处理产品开发

过程中各个方面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软件。组织

会员企业以团购方式购置了模具设计与加工软

件。利用召开理事会期间邀请抚顺特钢材料研

究所向参会单位介绍推广了模具新材料。组织

会员企业参加第二届首都先进制造应用技术研

讨会。在北京科技周期间，以 “模具是现代制

造业中的重要的工艺装备”为题，介绍了模具

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组织开展模具工培训和技术鉴定工作。与

“北京中德培训中心”共同组织开展中、高级

模具工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等级鉴定工作。培

训工作严格按照机械行业技能鉴定中心编制的

培训教材进行，经过理论和实际考核达到标准

后才能取得毕业、结业证书。满足企业的实际

需求，以北京松下控制装置有限公司为主专门

组织一期近３０人参加的中、高级模具技工培

训班。

（单嘉祥）

【北京铸锻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铸锻行

业协会 （简称铸锻协会）坚持 “立足行业，服

务为本，优质创新，持续改进”的宗旨，发挥

了桥梁纽带作用。协会现有会员单位１３０多

家，主要以铸钢、铸铁、有色、精铸、热模

锻、自由锻造等工艺为主，为航空航天、核

电、铁路、汽车、电力、化工、机床、工程机

械等现代装备制造业配套。年内，全行业完成

各类铸件总产量约３０万吨，锻件总产量４．５

万吨。协会编制完成 《北京铸锻行业 “十二

五”发展规划》，提出了 “结构优化、发展绿

色铸锻造、人才开发”３大战略。与市环保

局、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深入企业，开展

“北京市铸锻行业发展及污染状况”的考察调

研，在取得阶段性调研成果基础上，组织有关

专家编写 《北京地区铸锻行业研究报告》，为

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资料。在参加

中国铸造协会开展的行业 “千家重点骨干企业

评议活动”中，北京北瀛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菲美得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大林万达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公

司、北京首钢京顺轧辊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榜

上有名。由北京铸锻行业协会倡议举办的 “中

国环渤海经济区铸造发展论坛”在济南召开第

三届会议，环渤海经济区内主要地方铸造行业

协会和１５１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铸造企业

·９５２·协 会 组 织



及材料设备厂家、新闻媒体等参加会议。组织

会员单位组团前往上海，观摩在上海世博会主

题馆举办的 “２０１１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

会”，参观上海市的锻造企业，进行了学习交

流。铸锻协会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内部管理机

制，建立健全 《章程》和 《行规行约》，通过

健全网站建设、编辑发行 《北京铸锻》通讯，

加强了与企业和各地同行业的交流。年内，参

加由市民政局组织的社团评估工作，北京铸锻

行业协会被评为４Ａ级协会组织。

（王 青）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医药行

业协会 （简称医药协会）围绕 “以科技服务引

领企业转型升级，以政策服务推动产业跨越发

展”主题，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被

评定为北京市首批５Ａ级行业协会和２０１１年

度北京社团系统先进集体。

以政策服务推动产业发展。年初，国家药

监局要求北京市率先实施基本药物电子监管。

基药生产企业投入了大笔资金，添置电子监管

码设备，无形增加了生产成本。医药协会经调

查研究，向市有关部门提出给予定向资金支持

的建议被采纳，市财政原则上按总额５０％的

份额给予资助。全市７３家基药生产企业共获

资金补贴２０６６万元。３月１日起，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２０１０版ＧＭＰ。医药

协会会同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等４家协会，

联合举办 “２０１０版ＧＭＰ专题论坛”，邀请有

关政府官员、ＧＭＰ起草小组核心成员等专家

解读新版ＧＭＰ要点，同时请首批通过认证企

业介绍在软硬件建设上做好认证准备的经验。

医药协会开展制药企业基本情况、生产经营、

品种、发展意向、升级改造计划、融资、需求

等７个方面内容的调研，撰写出 《北京市药品

生产企业实施ＧＭＰ需求调查报告》。该报告

以图、表、数据，客观反映出全市药品生产企

业实施新版ＧＭＰ的基本状况和发展需求。协

助市政府６个医药主管部门，召开 “把握产业

脉搏、推动跨越发展———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

政策解读会”，６个医药主管部门分别就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完善药品招标采

购、医保付费政策、通用名药品的行动计划、

中医药十病十方等政策做解读，引导会员企业

在学习、理解、研究政策中，找到自身发展的

正确路径。在国家和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中，协会根据市政府关于首都生物医药产业跨

越发展的总体目标，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增

加北京产优秀品种进入医保目录的相关科学依

据及建议。此建议获准后，全市又有８８个品

种分别进入国家和北京市医保目录。医药协会

还利用国家支持中药种植的奖励政策，为 “同

仁堂亳州白芍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争取到７００

万元政府扶持资金。

用科技服务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与市科

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中医局联合召开 “北

京医药第二届科技创新大会”，邀请３位中国

医药界专家深刻分析国内外科技创新发展形势

及新药创制信息，为企业依靠科技创新谋求自

身发展提供了服务。是年，医药协会分别组团

赴美、赴欧开展科技交流合作。已与美、日、

法、德及非洲等国家的相关协会、商会建立了

交流合作机制。是年，完成 “北京生物医药企

业竞争力研究”等科技软课题研究。

依据政府标准承办政府委托事项。在市药

监局构建药品安全监督网络，开展 “百千万工

程”建设中，医药协会承办其中 “千”字项

目，即利用３年时间，组织千家质量管理示范

企业评选。协会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审办公

室，先后制订 《北京市药品安全百千万工程质

量管理示范企业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以及包

括医药、器械、保健品、化妆品等不同行业的

８个质量管理示范企业标准、生产企业标准。

经过评审，首批２８２家医药、保健品、化妆品

企业被评为 “示范企业”。在承接由市经济信

息化委、市药监局分别委托的医药工业、医药

商业和药监统计工作中，始终遵循 “确保数据

的及时性、准确性和严格控制差错率”的统计

工作原则，北京医药经济统计部门再次被评为

全国医药系统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药监统计也

再次蝉联全国药监统计第一名。在承担市药监

局委托的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审批中，严格按

照 “规范工作程序、流程和工作时限”进行。

全年药品广告受理３０３３件，审批通过９５８件，

备案通过１９８３件。医疗器械广告审批申请

４４９卷，审查核发广告批准文号４１６卷。全年

广告审批无错号、漏号，工作时限无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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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求组织职业培训。全年共开展药品质

量管理人员上岗资格和继续教育班、ＧＭＰ内

审员班、药品经营企业电子监管码班、农村药

师换证班和继续教育班等各类培训班７６班次，

受训学员１３０００余人次。为方便远郊学员，分

别在延庆、密云等９个郊区县举办培训１４班

次，受训学员２７００多人次。应企业需求，分

别在医股、金象、同仁堂、国药物流等１０家

企业开班１３班次，受训学员１１００余人次。为

帮助企业尽快解决中高级技工短缺问题，医药

协会职业鉴定所加大鉴定工作，２０１１年鉴定

５６０２人，比２０１０年增加了８０％。其中，初级

１４０７人，中级３９８４人，高级２１０人，技师１

人。在市鉴定中心年度考评中，医药协会职业

鉴定所被评为２０１１年度 “北京市优秀职业技

能鉴定所”。

（杨希民）

【北京化学工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化学工

业协会秉承 “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理念，开

拓进取，顺利完成各项工作。北京化工行业经

济运行平稳增长，规模以上企业２６８家，累计

实现 工 业 总 产 值 １４７０．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１０．１％。

接受政府委托，开展各项工作。受市经济

信息化委委托，开展北京市工业动员潜力调查

（化工产品）工作，完成１６家企业潜力数据调

查。为 “中关村科学城石化产业促进实施方

案”项目提供咨询服务，调研北京市石化产业

拟建、在建及已建项目情况，并作详细阐述；

编制出 《北京石化产业链图》、《中关村科学城

石化产业促进实施方案》。着手 《北京市化工

产业发展调整规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编制工

作，已完成规划编制的启动和调研工作。按照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监局要求，开展调研工

作。通过走访园区企业，提出有关安全管理制

度、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危化品存放及消防器

材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整改意见和措施，完成

调研报告的编写。按照北京市地方标准 ＤＢ

１１７５５－２０１０ 《危险化学品仓库建设及储存安

全规范》，对开发区设有危化品库房企业的危

化品库房进行验收，严格检查强制性条款规定

项目，针对出现的问题，与企业交换意见，提

出整改方案。

根据企业需求，提供帮助。作为北京化工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挂靠单位，共组织１３次

企业标准审定会，涉及１０家企业的近百个产

品标准。协助召开农药企业专家座谈会和企业

工作会议。完成相关农药企业生产批准证书领

证和换证的现场审核工作，及企业资料上报和

产品抽样工作。完成北京市石化企业质检机构

定级评定工作。组织有资格的评审人员，依据

《石油和化工企业质量检验机构定级实施细则》

进行现场评审，共有４家企业申报Ａ级，１家

企业申报Ｂ级，均顺利通过定级，取得证书。

开展企业安全标准化咨询服务。受北京市朝阳

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承担对朝阳区辖

区２２家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实施安全标准化

咨询工作，帮助企业建立安全标准化体系文

件，于１０月３１日之前发布实施，并向朝阳区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

是年，组织化学分析工 （中、初级）职业

资格培训、职称评审相关问题的咨询会、危化

品安全知识培训。组织第十三届化学分析检验

工 （中、初级）职业资格培训班，共有２８名

学员参加培训并通过理论考试和实验操作综合

考核。应企业要求，对企业员工进行危险化学

品知识培训，共培训６期，２００余人参加。组

织化工与纺织专业技术职称社会化评审工作，

共１５０人参加高级技术资格评审，８７人获得

资格证书；２０４人参加中级技术资格评审，

１４６人获得资格证书。

加强协会网站建设，办好协会简报。网站

新增 《企业风采》、《供求信息》、《会展信息》

３个栏目。协会坚持每个季度编制一期 《协会

简报》，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及时传递行业信息。

（王 琛）

【北京日化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日化协会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服务会员企业和行业作为

工作重点，开展各项工作。

积极参加 “北京知名品牌”推选创优活

动。组织专家审定委员会，根据评审原则，最

终审定资生堂丽源化妆品有限公司的 “欧珀莱

牌”化妆品、北京金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金鱼牌”液体洗涤剂和北京章光１０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 “章光１０１牌”防脱洗护产品为

北京知名品牌。并于４月８日参加知名品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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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质量奖的颁奖典礼。推荐北京绿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绿伞牌”洗液洗涤剂及新时代健

康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香兰阁牌”化妆

品，进行了知名品牌申报。受北京工商行政管

理局商标监督管理处委托，对资生堂丽源化妆

品有限公司 “欧珀莱牌”化妆品，北京丽源公

司 “奥琪牌”润肤膏、 “宝贝牌”化妆品，北

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宝牌”化妆品等４

个北京著名商标进行复审认定。

对企业概况及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涉

及洗涤剂厂家６０余户，化妆品类厂家８３户，

通过调研掌握了企业的生产规模、经营状况等

情况。根据 《北京市药品安全百千万工程建设

实施方案》 （京药监办 〔２０１０〕８８号），开展

“百千万工程”活动。北京日化协会已完成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 “百千万工程”化妆品生产

质量管理示范企业的审评工作。

是年，召开 “２０１１年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论文３０余篇。与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化妆品研究中心在北京工商

大学举办中国化妆品科技大讲堂，邀请上海家

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高工、资深研究员作 “解

读化妆品研发密码”演讲。与中医体质与皮肤

养生专业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新时代健康集团所

在地创业大厦召开 “美丽与健康同行———中医

美容专题学术交流会”。主办 “２０１１北京洗涤

剂技术与市场研讨会”，以 “清洁 · 绿色 ·

健康”为主题，中国洗涤协会理事长作了

“２０１１年洗涤行业生产运营情况及形势分析”

的报告。积极发挥专业技术委员会作用。中医

体质与皮肤养生专业委员会是新时代健康产业

集团、中医科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紧密联系在

一起建立的科研团队，就体质辨认的标准化及

体质养颜概念的标准化，提出有关论文１０

余篇。

组织参加北京市科技周及开展科普进社区

活动。在第十七届北京科技周科普活动中，日

化协会广泛发动会员单位参加活动，参展单位

通过科普活动，宣传如何科学使用日化产品，

提升了群众的健康文明生活理念。参加活动的

工作人员共计１８人、３６人次。在活动中还向

群众发放化妆品、洗涤用品的宣传材料６００余

份，同时发放美容院美容卡３００余张。洗涤用

品、化妆品、农药去除剂等产品试用装６００余

份，共接待前来参观咨询的群众１２００人次。

深入朝阳区垡头、大屯、平房、常营、安贞、

东风乡等社区，以 “低碳、绿色”为宣传理念

开展知识科普讲座。深入社区讲课的老师有资

生堂欧珀莱化妆品讲师、北京金鱼科技有限公

司的高级工程师、北京中医体质与皮肤养生专

业技术委员会医学博士、北京科学美容学会资

深美容师等，活动中讲师与听众开展互动，为

群众进行义诊，深受群众欢迎。

《北京日化》是北京日化协会编辑出版的

综合性科技刊物，每年出版４期，自创办至今

已经出版１０５期。重新建立日化协会网站，通

过网站建立了信息交流平台。

（余淮林）

【北京市矿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矿业协

会 （简称矿业协会）继续以为 “绿色北京”添

彩为中心任务，拓展工作领域、履行社会责

任、尝试创新及与其他协会联合办事的工作方

式，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矿业协会制定继

续开展 “发展绿色矿业，创建绿色矿山”评审

活动的文件并下发到北京矿山企业。到北京水

泥厂凤山矿调研开展绿色矿山活动情况，到密

云云冶矿山有限责任公司开会布置第二批绿色

矿山的申报工作。经推荐审核，５家矿山企业

荣获第二批 “绿色矿山”称号。与建材联合会

一起，开展围绕 “废弃矿山再利用”为课题的

调研工作。先后６次到密云矿山公司、门头沟

鲁家山矿区，调查了解矿山的基本情况及下属

废弃矿场的利用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并

得到认可。矿业协会为矿泉水企业解决办理

１０张运输通行证的棘手问题。召开会议宣贯

矿泉水 “国标”并进行企业保安全技术工作交

流。２次通过电视媒体宣传矿泉水达标企业的

形象，普及识别矿泉水标准的知识等。协会为

解决北京市砂石供应的难题，协调并联系首钢

矿业公司资源再利用科技有限公司、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市混凝土协会、北京建工学院等单

位，共同协商讨论解决方案；还先后２次参加

建材行业联合会组织的关于水泥、砂石、混凝

土企业情况的调研工作汇报会，使砂石问题的

解决有了初步意向。是年，矿业协会完成市国

土局布置的对国土资源部 《关于征求 〈国土资

·２６２· 北京工业年鉴



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

单位的通知〉意见的函》的回复意见，用协会

几年来开展创建绿色矿山活动的 《体会与建

议》为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并以书面形式上报

给市国土局。还完成中矿联下发的关于矿山节

能情况调查。矿业协会在为企业服务方面做到

了有求必应。会员单位琉璃河水泥厂要建立

“水泥发展史”博物馆请协会帮助联系学习单

位，矿业协会秘书长王立成立即与密云首云铁

矿总经理通话，确定参观时间并亲自带队完成

参观任务。矿业协会还帮助密云矿业公司提供

绿色矿山规划的书写提纲。矿业协会完成

２０１０年矿业协会年检工作，按时完成 《北京

矿业》杂志的编辑、印刷、发放工作。

（张爱武）

【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　据北京建材行业联

合会 （简称建材联合会）统计，２０１１年全市

建材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２０１１年由年产值５００

万元以上，调整为年产值２０００万元以上）实

现工业总产值７５０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８％；

实现工业增加值１８０亿元，同比增长７．１％；

完成 产 品 销 售 收 入 ８３０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９．７％；完成 利 润 总 额 ４５ 亿 元，同 比 增

长２８．６％。

是年，建材联合会按市经济信息化委要

求，完成５个专题调研课题。根据国家经济动

员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组织开展工

业动员潜力调查的通知》，组织相关协会完成

北京地区建材行业 “工业动员潜力”调查。会

同相关协会对全市建材生产企业产品和生产现

状进行调查，为制定建筑节能７５％的目标标

准提供了可靠数据。会同相关单位对市建材产

业拟建、在建及已建项目进行调研，绘制北京

建材行业产业链图，撰写出 《北京建材产业链

研究报告》，上报市经济信息化委。针对水泥

企业反映焚烧废弃物能耗高的问题，会同相关

协会，对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余热发

电，利用水泥窑处理废弃物、污泥等现状进行

调研，并且编写 《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余热发电运行情况及熟料电耗高于国家水泥

能耗标准问题》调研报告，上报市经济信息化

委。会同相关协会，对国内外处置污泥概况、

方法，全市污泥的生产、处理等情况进行调

研，编制 《关于利用水泥窑处置城市污泥制作

建材产品可行性调研报告》，已上报市经济信

息化委。

开展全市混凝土、废旧矿山的调研工作，

提出加大混凝土行业管理的建议，上报市经济

信息化委。废旧矿山调研也有阶段性进展。做

好行业统计，掌握基础信息。通过网站和会刊

公布行业情况，每月按时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报

送统计月报。完成市委社会工委 “社会建设专

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完成 “环保

家装社区行”项目，得到市委社会工委肯定。

是年，市委社会工委又批复 “普及绿色低碳知

识，倡导绿色宜居生活”项目，该项目是市

委、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１４个重点项

目之一。建材联合会高度重视，深入美和园小

区进行公益宣传，受到小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和

踊跃参与。

组织建材行业科技进步奖评审和科技成果

鉴定工作。年内共推荐科技进步奖１８个申报

项目，其中科研成果奖７项，技术革新奖９

项，调研报告、标准制定奖 ２ 项，获奖率

６９％。组织专家完成科技成果鉴定４项，组织

建材行业工程系列中级职称的评审。是年有

７８人通过评审，通过率为７５．７％，为已获工

程师资格的７８人颁发了证书。

是年，开展环渤海地区建材诚信企业评价

管理工作。经评审，建材联合会向环渤海地区

推荐北京３Ａ级诚信企业４２家，在山东曲阜

召开的环渤海地区５省市建材行业表彰大会上

获得了铜牌和证书。开展环渤海地区知名品牌

评价工作。北京获得环渤海地区建材知名品牌

７个，在环渤海地区５省市表彰大会上受到表

彰，获得了铜牌和证书。

开展管理体系认证工作和国家、行业、地

方标准编制工作。年内新增加认证企业７家

１９项，续签再 （复评）认证１２家２５项。实

施年度监察审核的有３２家９８项。举办 “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三体系内审员培训班，

有２８家企业９７人参加并全部获得三体系 “内

部审核员培训合格证书”。

受金隅集团委托，建材联合会积极参编

《北京志·工业志》基础产业篇建材行业章的

资料收集、整理及资料长编撰写工作。返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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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熟悉行业情况的老同志组成史志编辑办公

室。在基本完成资料收集基础上，经反复修

改，撰写出 《水泥和水泥制品》等章节资料长

编，得到北京工业志编辑部专家、编审的认

可，并作为模式思路之一推荐到其他集团 （控

股）公司参考。

加强组织建设。是年，建材联合会召开第

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工作。加强财务

管理，遵守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财务管理制

度，做到廉政办会，工作规范科学，保证了正

常工作的顺利进行。坚持重点会员单位联络员

会议制度，积极发挥联络员队伍作用。通过

“以会代训”的形式，对重点单位联络员进行

业务培训，提高了重点会员单位联络员业务素

质。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和会刊编辑工作，及时

报道协会和会员单位工作动态。

（张 蕙）

【北京家具行业协会】　据北京家具行业协会

（简称家具协会）统计，２０１１年北京家具规模

以上生产企业有１７００家，从业人员１７万人。

２０１１年全行业完成工业销售产值２３０亿元，

同比增长１５％。家具卖场达３８０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１９％。

是年，家具协会组织近３０家北京家具企

业参加广州、上海、深圳家具展，展示代表北

京家具设计与品质的软体、板式、古典３大系

列产品，提升了北京家具品牌形象。在居然之

家太原河西店主办首届 “北京品牌家具周”活

动，开幕当天参加北京品牌家具周签售活动商

家的累积销售额达到１１３８．６３万元。

是年，家具协会与天津、四川、辽宁等

１８省市家协联合发起并推出 “中国十省市

２０１１年环保家具知名品牌”、 “中国十八省市

２０１１年诚信企业”认证工作。家具协会推荐９

家企业荣获环渤海地区 “诚信企业”证书。协

办 “首批办公家具人类工效学产品认证”，经

多次参加评审论证、市场调研、企业考察，并

参照 《办公桌椅的人类工效学技术要求》和

《课桌椅的人类工效学技术要求》２项技术规

范进行考评，北京黎明文仪、北京世纪京泰、

上海震旦、珠海励致、浙江圣奥等５家企业部

分办公桌椅产品通过认证，获得中国首批人类

工效学产品认证证书。

是年，家具协会组织企业代表、设计师等

一行２４人参加意大利米兰家具展，饱览欧式

家具的设计风格，得到启示与借鉴。与新加坡

家具代表团在新加坡驻华大使馆举行交流会，

双方代表介绍当地家具市场情况，并对家具生

产、销售、管理等问题展开研讨。交流会开启

了中新家具业交流渠道，推进了中新家具业的

合作与发展。

是年，家具协会在北京林业大学图书馆报

告厅举办第四届招投标专业化培训班，邀请多

位政府采购家具项目评标专家到会讲解，培训

对象为办公家具企业的销售、设计人员。召开

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座谈会，邀请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海关总署政策法规司知识产

权处、北京市工商局商标监管处等单位领导，

为企业讲解商标申请和保护的技巧、家具企业

品牌建设及知识产权 （产品）维权、出口型家

具企业海关知识产权备案政策、北京著名商标

的质押贷款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是年，家具协会与北京商业联合会等１０

大行业组织配合市消协在 “３·１５”期间，向

全市相关行业及所属会员企业提出１０条加强

行业自律的倡议，发挥了协会组织的引导作

用。为提高首都居民生活质量，宣传低碳环

保，普及绿色建材、家具知识，市委社会工委

决定，由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牵头，北京家具

行业协会、北京墙体材料工业协会、北京市建

筑材料质量监督检验站等，走进清河美和园社

区，开展了 “普及绿色低碳知识，倡导绿色宜

居生活”公益活动。

（郭建强）

【北京水泥行业协会】　据北京水泥行业协会

（简称水泥协会）统计，截至年底，北京水泥

生产企业仅剩１２家，全年累计生产水泥熟料

７８０万吨；生产水泥９１１．２万吨；水泥散装生

产能力可达９８％以上；累计销售水泥９００．１

万吨；北京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已基本完

成。北京金隅集团在北京地区拥有８０％以上

的水泥产能，并发展成为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

集团。

是年，水泥协会在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基础

上，根据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确定了北京

水泥行业 “十二五”规划基本思路。以调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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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适应建设世界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节能减排，开发低碳经济为指导思想。以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行业发展方向，有利

于促进企业集团壮大和社会效益共存，连续性

与创新性结合为原则。中心任务是：实现从资

源消耗型向处置工业废弃物的城市依赖型转

变，从环境污染型向清洁生产的城市环境净化

器转变，实现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结

合。最终实现总量控制在９００万吨。节能水平

全部达到北京市地方标准要求，逐步淘汰不适

宜北京世界城市发展要求的落后产能；全面推

广使用现有成熟的节能减排新技术。

是年，水泥协会利用２个多月的时间，通

过深入企业实地调研、走访专家、参阅技术文

件，初步完成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余热发电运行

情况与熟料电耗高于国家水泥能源消耗标准的

调研”和北京市排水行业 “关于利用水泥窑处

置城市污泥制作建材产品可行性调研”２个课

题。配合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与北京矿业协

会，完成退出的水泥和矿山企业闲置土地与资

源的调研。完成对北京市混凝土行业基本情况

调研。配合建材行业联合会组织开展 《水泥企

业质量管理规程》和 《水泥准入暂行管理办

法》授权申请工作。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建材联合会联合发布新的 《水泥企业质量管理

规程》后，组织北京市水泥行业６名审查员，

参加中国建材联合会在沈阳举办的 《水泥企业

质量管理规程》审查员资格培训班，并全部取

得审查员资格。同时向市经济信息化委提出新

的授权申请，并将北京地区 《水泥准入暂行管

理办法》的组织工作一同委托给了水泥协会。

年内，受市安监局委托，组织专家对北京

市建材行业进行安全生产审查评估抽查。现场

审查和安全评估报告得到市安监局好评。配合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散办”完成新的北京市水

泥产品市场准入工作，提高了北京市水泥产品

市场准入门槛。完成水泥行业５家 “诚信企

业”和２个 “知名品牌”企业的推荐、复审

工作。

加强合作交流。年内，在北京世纪金源香

山商旅酒店，召开２０１１年北京水泥协会会长

会暨营销高峰论坛研讨会。中国水泥协会、河

北省建材工业协会、天津市建材业协会、北京

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北京建材行业联合会５个

协会单位领导参加研讨。在北京建材行业联合

会和水泥协会促进下，北京金隅集团与冀东水

泥发展集团领导进行会晤。双方表示将在北

京、河北省和天津市从事水泥、混凝土生产，

房地产开发乃至股市金融，全方位推动合作，

带动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并建立了高

层联络机制。

（王小民）

【北京室内装饰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室内装

饰协会 （简称装饰协会）克难创新，大力践行

北京精神。全年发展新会员单位１０６个，培训

专业人才４３６名，审批企业资质１９６个。修订

标准、完善制度。室内装饰目前执行的是国家

轻工业部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 《全国室内

装饰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管理规定》。装饰协

会结合北京市室内装饰行业的实际情况，在审

核批准企业资质时，凡申报国家一级、二级企

业资质的会员单位，一需通过企业诚信星级认

定；二需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０体系认证；三需是装

饰协会理事单位。在实施 《全国室内装饰设计

单位、施工企业管理规定》中，考量企业经济

实力指标，经专家会讨论，改流动资金为注册

资金。同时进一步细化行业标准，实行企业资

质年检５个工作日的程序化审批，并制定岗位

工作程序与考核标准。强化协会维权意识。针

对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假借协会名义制作与销

售 “会员单位”、“绿色联盟企业”和 “企业资

质”等铜牌和 “证书”现象，装饰协会发表郑

重声明，同时组织专人进行市场调查，将屡教

不改非法冒用或盗用协会名义进行欺骗性装饰

活动的装饰商，在北京室内装饰协会网及其他

相关网站上曝光，维护了会员单位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打击了伪冒作假行为。开展 “北京

市室内装饰行业优质工程”评比活动。自２０００

年以来，先后评出１６８项市优工程、４４项

“北京市室内装饰行业精品工程”。２０１１年又

在精品工程中评出最佳工程，设立 “北京市室

内装饰行业天坛杯”金奖、银奖，使评优工作

逐渐创出品牌。加强组织建设。建立会员单位

档案，认真梳理队伍，及时剔除自动退会或２

年以上不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单位，并在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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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组织工作小组，专门催缴会费，年内，

３０％的会员单位按时缴纳了会费。

（申振海）

【北京食品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食品协会

（简称食品协会）坚持 “服务”宗旨，认真履

行职能，扎实开展推进北京食品业发展的各项

工作。

按月份进行食品行业信息统计，向市经济

信息化委提供数据分析。参与北京食品产业

“十二五”时期规划研讨。与市发展改革委节

能环保中心配合参与 “十一五”时期食品行业

耗能项目评审，承担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

造业和饮料制造业３大行业１２家企业的耗能

项目评审。组织北京粮食协会、北京肉类协

会、北京冷饮食品协会、北京茶业协会、北京

乳业协会、北京酒业协会、北京焙烤食品协

会、北京蜂产品协会、北京酿造协会、北京豆

制品协会、北京包装技术协会等１２家行业协

会参加北京食品安全研讨。为贯彻国务院４部

委关于 《开展清理整顿部分商品滥用 “特供”、

“专供”标志专项行动的通知》精神，在会员

企业中进行认真调查，并写报告上报市经济信

息化委。

协助政府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诚信体系建

设工作。召开全市调味品生产企业开展诚信管

理体系建设启动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会。在

全市调味品生产企业、重点肉类生产企业、乳

制品企业、二商集团下属企业、怀柔区重点食

品企业广泛开展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对北

京市场出现的非法生产经营北京烤鸭问题，积

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市场调查和综合治

理。同时，牵头组织，协调全聚德、便宜坊２

家烤鸭老字号企业起草 《北京烤鸭标准》，上

交市食品安全办公室。配合政府主管部门，积

极做好行业食品安全工作。针对中国台湾食品

“起云剂事件”，对食品企业邻苯二甲酸纳酯类

物质和起云剂的使用和使用标准进行普查，并

及时将普查情况向市经济信息化委做了汇报。

参加了国务院对北京食品安全工作督查的情况

汇报。

在北京市著名商标的评选审核中，审核企

业商标２５件，全部被认定为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

著名商标。推荐华都集团 “华都”商标、康贝

尔食品有限公司 “马大姐”商标申请中国驰名

商标。在北京质量奖、知名品牌评选中，食品

行业１９个品牌被评为 “北京知名品牌”；北京

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被评为２０１０年度北京质量奖企业。

在组织参加第五届中国食品工业科学技术奖评

选中，北京企业荣获一等奖３项，二等奖５

项；有５家企业荣获全国食品工业科技进步优

秀企业称号，食品协会荣获优秀组织单位奖。

承办第六届中国 （北京）餐饮食品博览

会。博览会突出展示餐饮、食品产业链发展和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所取得的成果。组织参加

“２０１１中国 （北京）国际休闲食品展览会”。

组织会员企业参加 “第十三届中国连锁店展览

会”，２５家参展企业共达成合作意向７７个，

签约购销合同３项，签约金额１６９万元。与北

京食品学会共同主办了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

食品安全高峰论坛”，主题是 “食品产业链的

全过程控制”，包括主题论坛、行业展览和专题

研讨３个部分。与北京食品学会、《食品工业科

技》杂志社共同主办了第三届食品科技北京论

坛。主办了食品企业 《食品添加剂新标准》培训

班，分别对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等内容进行了学习培训。

２０１１年，北京食品行业协会被市社会团

体管理办公室评定为４Ａ级行业协会组织。

（李明亮）

【北京市豆制品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豆制

品协会 （简称豆制品协会）积极向政府反映企

业困难，争取政策支持，为食品安全工作建言

献策，完成政府交办的服务项目。是年，协会

在多次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出专项报告和建议，

报送政府主管部门。向市食品安全办提交了

《关于提升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的建议》、

《关于现场制作传统豆制品的弊端》的情况报

告。指出在大型超市现场制作豆制品目前存在

的弊端，并提出 《关于规范传统豆制品现场制

作的六点建议》。参加市食品办召开的 《北京

市食品安全 “十二五”年行动纲要》讨论会，

并向市食品办递交 《关于建立传统豆制品食品

安全监督站的建议》，提出按食品大类建立专

有监督站，协助政府监管，形成监督网络。向

市食品安全办报送 《北京市传统豆制品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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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现状分析》专题报告，报告了全市传统豆

制品的生产、销售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行业发展需要政府支持等内容。协会通过对行

业的全面分析，认为影响全市传统豆制品行业

发展主要因素：一是市场的规范问题，二是减

轻税负。协会积极向政府反映企业诉求，争取

减轻税负的相关政策支持。协会编写 《传统豆

制品行业的发展需要政策支持》的提案，通过

全国政协委员递交到全国政协会议。８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就提案召见了政协委员和协会会

长交换意见。向市国税局发送专项报告 《关于

申请降低传统豆制品增值税的函》，提出参考

部分外省市将传统豆制品列入农产品加工的菜

篮子工程，对产品按１３％收取增值税，取消

北京市现行的对产品按１７％收取增值税的建

议。参与行业相关标准修订。２０１１年先后参

与 《非发酵豆制品生产管理规范》、《豆制品分

类等四项行业标准》、《豆制品生产ＨＡＣＣＰ应

用规范》３项行业国家标准的编制和审定工

作。积极参与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活动。年内，

协会向市委社工委申报 “传统豆制品食品安全

现状分析及提升食品安全措施研究”项目。分

析了传统豆制品行业在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的隐

患，提出改善和提升食品安全的措施和建议，

获得市委社工委批准。

（卢桂芳）

【北京市饲料工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饲

料工业协会 （简称饲料协会）围绕饲料安全与

质量２大主题，以切实为政府、企业做好服务

为宗旨，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是年，饲料协会、北京市农业局在北京蟹

岛度假村主办 “第二十届全国部分大 （中）城

市饲料工业发展研讨会暨北京２０１１饲料行业

主题论坛”。大会对 “引领北京饲料行业发展

突出贡献人物”、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饲料行业

领军人物”、“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饲料行业新兴

人物”、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市２０强饲料企业”、

“２０１０年度北京饲料行业影响力品牌”等个

人、企业、品牌进行了表彰。论坛先后由国家

农业部畜牧司饲料处处长王晓红解读了 《国家

饲料工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

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所长蔡辉益介绍了未来

养殖业和饲料科技发展的趋势，商务部中商交

在线有限公司总裁戈志刚讲解了国际贸易规则

及饲料行业商业信用体系建设，北京大北农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根伙介绍了集团

的发展道路。

搭建与外埠同行业学习交流平台。组织北

京企业参加在江西南昌新世纪会展中心举办的

“中国饲料工业展览会暨畜牧业科技成果推介

会”，北京有３１家企业参展，共计１７６个展

位。组织考察团到江西、广东进行实地考察。

在江西先后参观了正邦集团、格力特公司；在

广东参观了海大集团的工厂和研发中心，就企

业的营销模式、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

流座谈。受邀参加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第七届大

型企业联谊会，推介北京市８家大型优秀企业

参会。

努力做好统计工作。承接市农业局全市饲

料工作统计，据年报初步统计，年内，全市饲

料企业２８０家，饲料总产量３４１万吨，总产值

２２６亿元，产量同比基本持平，产值同比增幅

为５．２％。

加强职业培训。４月２７日，饲料协会劳

动职业技能鉴定站通过了由国家劳动部组织专

家组的评估验收。１０～１２月，先后举办第十

一期机械维修工职业技能鉴定培训、第七期中

控室操作工鉴定培训、第十三期检化验员鉴定

培 训， 及 格 率 分 别 为 ７９．６％、８１．５％、

和８３％。

宣传引领工作。饲料协会应邀参加市农业

局召开的 “北京市养殖领域严厉打击非法添加

禁用药物和物质工作会议”，与６家协会，代

表全市３８５０家从事养殖、饲料、兽药、屠宰

加工的生产经营者发出 《共同构建首都畜禽产

品质量安全体系倡议书》。

协会主办的 《饲料与畜牧》杂志２０１１年

出版了２４期，刊登５００多篇文章，高科技含

量文章占８０％；２０１０年开始编发 《工作简

讯》，共出１１期，发至相关单位。在北京饲料

行业信息网，刊登各类信息和图片３００多条

（张）。协会的服务热线０１０－６３５１８８９０每天都

要接听处理本市、外埠及国外各种咨询电话

１０个～２０个。

（黄建华）

【北京酿酒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酿酒协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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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桥梁纽带作用，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

务。是年，北京酿酒行业饮料酒、白酒、啤

酒、葡萄酒总产量、销售收入、利润较２０１０

年均有所增长。全行业重点耗能企业基本上完

成了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并制定了 “十二五”

节能减排目标，单位产品能耗、水耗基本上达

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调整产品结构，中高

档产品比例增加，部分企业开发了双喜酒、婚

庆酒、节日礼品酒、特种包装酒等特色产品，

促进了北京酒文化的发展。

按计划培训白酒、啤酒品酒技术人员，推

荐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级协会举办的考

试、考核。推荐７名酿酒技术人员申报第二批

“中国酿酒大师”，经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评议，

北京红星股份公司总经理于吉广、北京燕京啤

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戴永泉被授予 “中国酿酒

大师”称号。推荐１０名白酒品酒师参加中国

食品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举办的全国第八届白

酒评酒委员考核，其中６人经考核成为中国食

品协会第八届国家白酒评酒委员，１人被聘为

第八届国家白酒资格评委。推荐５名符合白酒

培训师条件的人员参加中国酿酒工业协会举办

的白酒讲师考核，５人全部取得白酒品酒师教

师资格证书。在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举办

“赛诺杯第二届全国啤酒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

北京地区初赛，企业推荐的２２名品酒专业人

员参加竞赛。经过理论考试和品酒考核，选拔

出前５名参加了全国决赛。北京酿酒协会和北

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共同举办２期三级品酒师

培训班。有１２３名学员通过中国酿酒工业协会

培训部的理论考试和品酒考核。其中，７人荣

获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一级白酒

品酒师证书，１１６人荣获三级白酒品酒师

证书。

搭建企业交流平台。北京酿酒协会是华北

５省区和直辖市酿酒协会联席会的组长单位，

先后在湖北劲牌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包头市

骆驼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 “全国第四届

清香类白酒高峰论坛预备会议和论坛”，北京

牛栏山酒厂、北京红星股份公司的代表在论坛

上介绍了经验。与东方酒业杂志社、北京酒类

流通行业协会在九华山庄共同主办市场研讨

会，中国酒业著名战略分析家铁黎、北大博导

王建国作了 “成功企业产销供应链和营销模

式”主题演讲。

完成政府部门交办任务。受市工商局委托

对已到期的１１个北京市著名商标进行预审，

签署意见，完成复审工作。是年，协会多次向

市经济信息化委等政府部门提供行业企业信

息、酒价变动趋势和酒类产品市场动态，为政

府决策提供依据。多次应会员企业要求为企业

出据客观真实的评估证明材料，支持了企业名

牌产品建设。积极参与酿酒行业节能环保工

作。由协会协助立项的 “牛栏山酒厂洗瓶机水

回收治理试验项目”通过市科委验收，已正式

投入使用。协助北京市节能环保中心完成 “北

京市重点用电单位电效对标研究”课题。参与

《北京酒类重点耗能企业 “十二五”节能潜力

节能项目规划调研》。

坚持民主办会，自觉接受监督。按照社团

办换届须知要求，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暨第五

届第一次全体理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李湘文）

【北京市调味品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调味

品协会 （简称调味品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完成市经济信息化委委托在全市调味品行

业组织开展诚信体系建设推广实施工作。协会

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１０部门发布的 《关于印

发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指导意

见〉的通知》（工信部联消费 〔２００９〕７０１号）

精神为指导，成立了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副巡视

员张兰青为组长、调味品协会有关领导参加的

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制定了 《北京市调味品

行业开展食品安全诚信体系推广与实施的工作

方案》。邀请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工程师王贵向

参加试点的企业对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

系 （ＣＭＳ）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进行详细

解读，并对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的督促监管

做了说明。选派有关企业工作人员参加工业和

信息化部在无锡召开的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

系建设试点工作交流暨培训会”，组织有关企

业人员分２批分别赴黑龙江、广东考察学习。

工作小组成员明确分工，并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对试点企业进行咨询和指导，同时积

极走访企业，进行现场咨询，解决企业在编写

文件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由于宣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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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措施得力，截至年底，全市３８家调味品

生产企业 （含其品牌生产基地）均按照 《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 （ＣＭＳ）建立及实施

通用要求》和 《指南》的要求，建立了三级诚

信管理体系文件，即 《诚信管理手册》、《诚信

管理程序文件》及 《诚信信息管理规范》、《失

信考核制度》。３８家调味品重点龙头企业 （含

其品牌产品生产基地）获得了铜牌。中华老字

号金狮龙门公司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建立了质量

追溯系统，并把采购环节作为诚信体系管理的

重点，将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建立

健全岗位责任制，进一步强化了食品质量安全

管理，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王致和公司将诚

信管理体系与企业的四标一体的标准化管理体

系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诚信文化。

（陈尤太）

【北京印刷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印刷协会

（简称北京印协）以庆祝协会成立３０周年为契

机，通过回顾和整理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积

极推进印刷产业实现行业绿色转型发展。

贯彻落实国家实施绿色印刷战略部署。北

京印协借鉴日本印刷产业联合会编制的 《绿色

印刷认定指南》，组织召开解读日本 “绿色印

刷”标准暨 “绿色印刷”推介会，为政府有关

部门推进绿色印刷战略建言献策。与北京绿色

产业联盟、顶佳印刷城、必胜印刷网联手举办

“‘剑指能源消耗’北京印刷企业家论坛”。与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共同举办绿色印刷推介会，

进一步推进绿色印刷企业的认证工作。北京地

区有９家印刷企业首批获得绿色认证。与中国

印刷技术协会联合举办 “绿色印刷现场交流

会”。与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印刷质检站在北

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推进

绿色印刷，建设绿色北京”宣传倡议活动。

完成全国书刊印刷企业统计资料汇编和北

京地区印刷行业统计年报。连续１６年完成全

国书刊印刷企业经济效益统计资料的数据采集

和汇编工作，２０１１年度进入统计范围的包括

３１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１２１家企业。完

成市新闻出版局委托的２０１０年度北京地区印

刷行业统计年报和产业调查工作，清理出早已

退出市场或从来不参与审核登记和年度核验的

企业，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注销７２３家印刷企

业的印刷经营资质，提供有效信息。据统计，

２０１０年北京地区共有印刷企业１６８４家，其中

出版物印刷企业６７０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

２４６家，专项印刷企业１８０家，其他印刷企业

５８８家。北京地区印刷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１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９．５％。其中，出版物

印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９６．１亿元，亿元以上

企业有１６家；包装装潢印刷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８６．４亿元，亿元以上企业有１６家；其他印

刷主营业务收入２９亿元，亿元以上企业有４

家。全市共有３６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

加强北京地区印刷产品质量监管。北京印

协质量管理委员会和印刷质量站配合北京市新

闻出版局，举办印刷企业印刷质量监督检验员

技能培训鉴定班，对考试合格的检验员颁发了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继续推进诚信企

业建设。对已批准的诚信企业进行日常的跟

踪、考核，利用协会刊物对这批诚信企业进行

事迹报导。年内，１６家企业被评为北京印刷

行业诚信企业。继续开展 “十佳、先进、达

标”企业评选工作。

举办华北、东北８省市区印刷企业联谊活

动。以 “交流、合作、发展”为主题的第五届

华北、东北８省 （市、自治区）印刷企业联谊

会，于９月６日在辽宁省营口市隆重召开，来

自北京、天津、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

辽宁、内蒙古等地印刷同行近２００人出席联谊

会。各地企业代表围绕绿色印刷、节能减排、

企业管理等方面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联谊会

发布第一届 “精密达杯”印后装订明星企业名

单，其中有５家北京企业。

成立北京印协专家委员会。首批４８位专

家涵盖了企业管理、机械设备、印前、印刷、

印后、安全印务、印刷材料、印刷工价、财

务、统计等各个领域。北京印协专家委员会成

立后，开展对企业搬迁改造进行评估。受市环

保科学研究院委托，对北京市印刷行业发展现

状及污染情况进行调研。针对政府机关定点印

刷采购招标，辅导企业制订投标文书等。

组织有关企业参加第六届北京 （国际）文

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图文天地公司和北京市印

刷研究所的高仿真艺术品书画、天可嘉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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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艺术画、震旦公司的龙鳞装成为展会的亮

点。举办北京印协成立３０年庆祝活动。１０月

１８日，在庆祝活动现场举办 “北京印协３０年

印迹图片展”和 “北京印刷业精品展”，对在

协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５３名老同志进行

了表彰。

（张华明）

【北京包装技术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包装技

术协会 （简称包装协会）坚持抓好自身组织建

设，多层次、多方面、扎实持续地服务行业、

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各项工作取得较好

成绩。

坚持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包装协会以 “包装云”为抓手，配合市经

济信息化委、市科委，遴选出在行业中有代表

性、典型性的行业龙头企业，规划并启动 “包

装云”工程。在包装协会倡导和组织下，以中

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北京印刷学院等包装

科研和检测机构为技术支撑，建立包装技术服

务平台，引导企业优化包装结构设计，加强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节约资源，减少碳排放，力

求真正做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多年来，包装

协会始终将城市大宗包装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问

题作为行业循环经济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包

装协会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建言献策，呼吁大力

扶持再生资源新兴产业，得到市领导的重视。

市经济信息化委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委

托，由规划处、都市处、环保处、包装协会组

成调研组，完成了对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企

业———盈创再生资源公司进行的调研。包装协

会向市科学技术协会、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推荐

将盈创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列为北京市科普教育

基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视察该公司，并

对其实现的 “全资源回收，同质化转化，绿色

化生产”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 “真正意义上

的循环经济”。

包装协会完成由财政部、国家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资委与中国包装联合会委托的 “包装

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课题研究。成功推荐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２毫米～０．１５毫米二次冷轧马口铁在食品

饮料三片罐的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盈创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废聚酯瓶回收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项目、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抗划伤亚光预涂膜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北京嘉德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新型长效

水果保鲜绿色包装材料产业化”项目、北京纸

箱厂 “代木瓦楞纸板托盘和包装箱及加工设备

的研发”项目，通过财政部包装行业高新技术

资金项目评审，获得研发资金支持。联合北京

优贯国际包装有限公司共同打造包装工厂概

念。参加２０１１年第六届 “文博会”，体现从设

计———制作———成品的设计落地全工程，以

“北京包装创意设计联盟”亮相，展示首都包

装创意工厂发展的新成果，交流当今世界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新理论和观点。受北京工业

设计促进中心委托，推荐３名包装行业设计领

域资深、优秀设计大师进入备选人才库。

包装协会组织考察团参加 “俄罗斯东欧包

装产业及俄罗斯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展览会”，

赴俄罗斯、匈牙利、捷克三国进行交流考察活

动。还先后组织企业参加 “２０１１美印纸箱彩

盒行业 （北京）联谊会”、“第十四届北京国际

印刷信息交流大会”、“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

报投诉中心———知识产权纠纷司法委托调解培

训会”、“中国包装行业高峰论坛暨郎咸平看包

装专题讲座”、“北京市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培训

会”、“２０１１年经贸形势报告会”等活动。

包装协会积极参与２０１１年社会组织评估

工作。经过专业评估团队评估，市民政局授予

包装协会４Ａ级行业组织。

（陈 威）

【北京玩具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玩具协会

（简称玩具协会）不断创新提升服务理念，努

力推动北京玩具行业创新发展。

从２０１１年起，玩具协会每季度向市经济

信息化委报告玩具行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重

点对凯艺、顺祥、华宇、木马、艾尔豪斯５家

骨干企业的经济运行进行指标分析。

是年，继续开展 “送艺下乡”、打造 “一

村一品”教农民手艺，架致富金桥活动，分别

在怀柔红庙村、密云北庄村、房山蒲洼乡、门

头沟王平镇和海淀车耳营村举办了灯笼、风

筝、异型葫芦、麦秸画、剪纸、编织等６期培

训初级班和提高班。

继续开展 “送艺进社区”，打造 “一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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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培训 “４０、５０”待业人员，促进再就业

活动。在西城区新街口街道举办２期堆绣培训

初级班和提高班，在东城百荣世贸商城举办２

期风筝、脸谱、毛猴等６个门类公益培训班。

创新开发了１５个系列独具北京特色的内

画、泥人、堆绣、麦秸画、桃木制品、微型风

筝等民间手工艺品。

经有关部门批准，北京玩具协会服务社

会、服务民生工程已列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

益服务项目。

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上，麦秸画、桃木制

品等 “一村一品”蛋雕、堆绣等１２个门类参

展，组织３０多位民间玩具工艺大师，万花筒、

灯彩、万花筒、灯彩、空竹等２０多个门类参

展，民间手工艺大师刘振国的作品 “宣纸烙

画”获得银奖。第五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和第一

届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协会会员荣获

“北京工美杯”银奖５个、铜奖３个，同时协

会被授予 “优秀组织奖”。

请进来，受国务院侨办委托，协会首次接

待 “领养中国儿童外国家庭夏令营”，来自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５５个家庭、

６６个中国儿童和他们的洋父母与北京传统文

化对接，民间艺人零距离，面对面传授。受市

政府侨办委托，接待了海外华裔青少年 “寻根

之旅———相约北京夏令营”成员，来自美、

英、德、法及中国港澳台等１２个国家和地区

的１４０多名营员相聚在天桥华声民俗园，学习

观赏了代表老北京文化特色的传统民间工艺。

走出去，整合资源，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搭建平台，委派内画工艺师谢珊珊随团赴

荷、比、法三国参加 “中华文化大乐园”欧洲

夏令营活动；会同金色时代杂志社组织７０多

名北京玩具生产企业和民间艺人赴韩国参加

“中韩民间文化交流考察活动”。

著书立说，出版发行了 《北京民间玩具》

和 《老北京风情泥塑》２部著作，成为具有历

史和科研价值的民间玩具专著。

（宁 ）

【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服

装纺织行业协会 （简称服装纺织协会）不断开

拓新的服务领域，各方面工作取得新进展。

加强品牌培育和推广。主办 “北京时装之

都品牌展”，组织铜牛、天坛、雪润、埃姆、

绅士、雷蒙、伊里兰、红都、奥豹、水孩儿、

恺王等１１个品牌在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

上以整体形象亮相，同时在中心展区 Ｔ台推

出６场新品展示。开展北京时尚热销服装品牌

推选活动，推出品牌营销奖３９个，其中营销

金奖１５个。主办 “时尚北京·依文中国”晚

会，扩大时尚北京知名男装品牌的社会影响

力。加强对 “北京十大时装品牌”的后续推广

宣传，以 《时尚北京》杂志、 《服装时报》为

宣传展示平台，对十大品牌进行了集中的系列

宣传。开展男装系列产品质量推优活动，委托

相关质检机构对５大类１３５件样衣进行质量检

验，共推出１８个优质品牌，优质产品达标率

为６７％。

推进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与纺织控股

公司共同举办 “北京服装纺织企业国际化市场

战略高级研修班”，有３７个企业１１０名纺织服

装企业的总经理、市场总监、战略投资管理者

等高管参加培训。组织７家品牌企业对新加坡

市场进行考察，走访在新加坡开店的中国４家

企业店铺并考察了主要商业街。考察团成员企

业———蓝地公司已在新加坡开店。组织６家会

员企业赴中国台湾考察，参观 “２０１１年台北

魅力服装品牌展”。选送高端设计品牌玫瑰坊、

薄涛制衣、东北虎３家企业参加由北京市外宣

办在意大利罗马举办的 “中国文化年魅力展”。

加强对设计产业的提升。委托北京服装学

院进行 “北京服装设计队伍建设问题研究”的

课题调研并完成初稿。该课题以３００份实名问

卷调查和２０多位设计师的访谈为依据，较详

实地了解了设计师群体生活和工作现状、创业

感受、面临主要困难以及对成长环境的期望和

建议。设计师分会组织开展围绕 “设计师职称

评定”、“设计师如何营销自己”和以 “跨界·

创享”为主题的对话互动等４期时尚沙龙活

动。组织玫瑰坊、薄涛制衣和东北虎３家品牌

企业的精美作品，在第六届文博会的创意设计

馆整体亮相。服装纺织协会荣获第六届文博会

组委会授予的 “最佳展示奖”和第五届北京工

艺美术展的 “优秀组织奖”，参展企业荣获

“最佳创意设计团队奖”。主办 “铜牛杯学生体

育装设计邀请赛”，经过新闻发布、效果图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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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和决赛及颁奖等活动，推出一批学生装设计

新人和采用新面料的学生体育装新款优秀

作品。

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经过调

研，率先制定 《北京服装纺织行业推进两化融

合的指导意见》，并开展一系列推进工作：组

织召开 “企业信息化及两化融合”经验交流

会；组织召开 “云计算下的信息化平台”座谈

会，帮助企业了解有关云计算的理念、路径及

在服装纺织行业的应用前景；经过调研走访，

召开电子商务经验交流会，请京东商城介绍商

城平台的服务功能，对品牌企业如何做好电子

商务进行培训，并对协会推荐的品牌企业以最

优惠的条件加盟商城做出承诺；针对企业网上

开店遇到的问题，与淘宝网、维富友公司共同

举办 “合、聚、变企业电子商务营销培训”，

着重就网点陈列设计、网上营销促销及线上线

下销售系统对接等问题作了深度讲解。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入驻京东商城的有１６个品牌。

搭建多种服务平台。融资平台：先后与民

生银行、工商银行签订合作协议，为多家中小

企业提供了融资政策咨询和金融产品介绍等项

服务，并为３家企业出具 “会员企业融资推荐

函”，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培训平台：联合

市服装质检一站、毛麻丝织品质量监督检验

站，为质量管理人员举办国家服装质量新标准

培训，对考试合格的７４人颁发了培训证书。

信息平台：依托 《时尚北京》杂志和 “时装之

都”网站，为行业及会员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职业装专业委员会组织成员企业与北京周边有

加工能力的企业和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推进了

产业链上下游的对接。

（刘建华）

【北京针织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针织行

业协会 （简称针织协会）参与２０１１年全国纺

织行业 “佰源杯”纬编工职业技能竞赛。根据

中纺协函 〔２０１１〕１１６号文件通知，针织协会

负责北京赛区的组织工作，从６月份开始对有

圆机设备的生产企业进行走访摸底统计。推荐

北京赛区３名考评员参加全国考试，对选拔出

的２０余名参赛选手进行理论培训。通过预赛、

复赛、决赛，包括理论考试和６个实操项目考

核，北京铜牛股份公司的４名职工夺得北京赛

区前４名。并参加在江苏省江阴市的全国总决

赛，获得团体第三名。应企业需求，在铜牛股

份公司院内举办２届针织产品展销会。针织协

会帮助企业贯彻执行新的产品标准，购买了

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等发给会员企业。坚持为会员企业服

务，帮助企业寻找加工点、寻找厂房和地皮、

寻找合作方及联系购买设备和设备调剂等。在

较短的时间内，协助东胜针织厂退出针织行

业，及时帮助该企业处理设备、成品、坯布等

物资，完成了拆迁腾退工作。针织协会根据企

业需求不定期为企业赠送 《针织世界》、《针织

简讯》，多角度提供针织行业的生产信息。

（脱景华）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

艺美术行业协会 （简称工美协会）深入贯彻施

行 《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以为会

员单位服务为宗旨，求真务实，开展各项

工作。

加强组织建设。７月８日，北京第三届传

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成立，北京市副市长苟

仲文出席换届仪式，并为新一届评审委员会成

员颁发聘书。新一届评审委员会主任由市经济

信息化委主任朱炎担任。８月２２日，由工美

协会牵头组织的 “北京工美文创产业联盟”成

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全国政协

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为联盟高级顾

问，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美协会名誉

会长金生官为联盟主席，工美协会会长李进华

为联盟常务副主席。８月２５日，北京工艺美

术行业协会创意设计专业委员会成立，由工美

协会秘书长朱洪任主任委员。１１月４日，北

京第三届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技术顾问组

成立，组长由会长李进华担任。

加强组织工艺品创新。３月，在中国工艺

美术协会、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中国

工艺美术 （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第四十六届

全国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暨家居用品交易会

“金凤凰杯”创新产品设计大赛中，北京展区

的１８家工艺品生产企业及工美大师工作室设

２２个展位，共有１７件作品获奖。其中，４件

获金奖、５件获银奖、４件获铜奖。１１月９～

１３日，工美协会和北京大承百艺文化发展公

·２７２· 北京工业年鉴



司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第六届中国北京国

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中的 “第五届北京工艺

美术展和第一届北京工艺美术创新设计大赛获

奖作品展”。３８家企业送展的文化创意产品达

１０００余件 （套）。展会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意

向成交额约１．６亿元。１２月２１日，北京传统

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并

通过 “北京工美杯”各奖项评选结果。在申报

的９件市级珍品中，珊瑚白玉 《九龙浴佛》、

花丝镶嵌仿明 《凤冠》、碧玉 《思想者》获奖，

各获奖金５万元。

加强考察及学术交流活动。４月２１～２４

日，工美协会组团参加北京市台办、市文化促

进中心和市贸促会在中国台北国际贸易中心举

办的 “２０１１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北京

展团由１６家企业、２４名企业负责人、工美大

师以及销售人员组成。参展商品有玉器、金漆

镶嵌、雕漆、花丝镶嵌、骨雕、铜器等１８个

品种共２００多件。展出期间共接待海内外参观

者和洽谈业务人员上万人。年内，主办或参办

了 “搭建工艺美术产品旅游市场开发平台，推

动北京景泰蓝工艺产业化发展与市场化创新座

谈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景泰蓝艺术家钱美华大

师的艺术作品研讨会暨首届钱氏景泰蓝作品

展”，第六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朝阳区分会场 “中国工 艺 美 术 高 端 论

坛”等。

加强培训与带徒工作。年内，工美协会主

办、开办 “现代包装设计培训班”、“计算机设

计应用培训班”，有２７名学员获得计算机设计

应用培训班结业证书。工美协会又有２１位工

艺美术大师与５７名艺徒正式确认师徒关系并

签订合同。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共有１３１名大师

与３４３名艺徒确认师徒关系并签订合同。

认真组织申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工作。按

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 《关于开展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

工作的通知》要求，工美协会成立评审推荐办

公室，召开具备申报条件的北京工艺美术大师

通报会。北京市共有４０名 （省）市级工艺美

术大师提出申报。８月１５～２９日４０名申报人

的基本情况介绍、送审作品照片在市经济信息

化委网站和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网站进行公示。

９月３～４日，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评审委员会

召开评审推荐会，依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北

京市推荐到全国入围参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限定１２人的指示，经２次投票后，进一步组

织参评工作。

编辑出版工作。工美协会积极组织工美大

师出版工艺美术著作。是年，杨玉栋编著 《京

剧盔头与彩塑脸谱制作技法》，朱洪、马慕良

编著 《宫墙内外的老北京文化》，李菁编著

《蓝景述梦》，李苍彦、于志海编著 《北京手工

艺的传说》先后由学苑出版社、北京工艺美术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年内，工美协会编

辑部编辑印刷 《工艺美术家》杂志 （季刊）共

４期，《北京工艺美术》报６期，刊发文章和

工艺美术作品６０余万字。参编 《北京志·工

业志》，撰写出都市产业篇工艺美术章资料长

编初稿。承担了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编的

《中国工艺美术全集》之一的 《中国工艺美术

全集·北京卷》编写工作，预计４～５年完成。

《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北京卷》由李苍彦任

主编。

（李苍彦）

【北京电力行业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电力行

业协会 （简称电力协会）坚持按照 “整合内外

资源，推进管理创新，加强标准化建设，服务

两个转变”的基本定位，积极服务会员单位，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组织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申报。电力协会组

织２０１１年度公司创新成果申报７１项，经国家

电网公司、北京市国资委评审委员会评审，６

项成果获一等奖，１０项成果获二等奖，１５项

成果获三等奖，２２项成果获优秀奖。召开企

业管理创新工作培训会，聘请专家介绍创新工

作理念、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及主要成果，讲

授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报告写作方法和工作要

求。在北京市电力公司网站首页建立 “管理创

新”工作网页。建立企业管理创新专家库，具

有高级职称的专家达到５５人。

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组织申报课题１６项，

撰写 “电力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分析与探讨”课

题研究。参加国家电网公司 “标准化建设与信

息化实施”课题报告工作。作为国家电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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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协会课题成员单位，组织华北电网、北

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北６个地区 《标准

化建设与信息化实施课题报告》调研资料的上

报与汇总；起草 《国网公司企协调研工作课题

成果评审评估管理标准》、《国网公司企协调研

课题立项工作管理规定》、《国网公司企协调研

课题立项流程》。完成北京市政府布置的电力

企业耗能指标近３年的调研分析。

服务会员单位。根据北京市电力公司要求

完成用户用电工程 “三指定”检查工作。组建

４个专家组，聘请专家近２０人、相关部门配

合人员３５人，组织了４８次的专项检查，专家

共出席１７３人次，相关人员参加１２０人次，完

成对１６个供电公司用户用电工程 “三指定”

检查工作任务。配合市发展改革委、市电力公

司相关部门组织多次专家会议，进一步对 《高

压用户规范》文本进行修改，其间组织专家对

申报材料作近万字的说明，基本具备申报条

件。完成电监局委托，组织北京地区近６万名

电工培训考试、发证工作。完成２０１０年度北

京电力质量管理 ＱＣ小组申报、评审、发布、

表彰工作，共评出并发布评审一等奖１２个，

二等奖１１个，优秀ＱＣ小组２４个，ＱＣ信得

过班组１２个，优秀组织者１１名，优秀推进者

１０名，优秀企业２个。举办北京电力行业质

量管理小组活动诊断师考评培训班，由中国质

量管理小组活动高级诊断师授课，６０多名发

电、供电企业的ＱＣ骨干参加培训。参加第二

届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１４个二级供电

公司参与，历时半年，对初赛８５４人、进入复

试的２５６人、进入决赛的７７人进行了理论和

实操考试。

编辑出版工作。编辑出版 《北京市电力公

司年鉴》（２０１１年版），５２万字。完成 《中国

电力年鉴》、《国家电网公司年鉴》、《北京工业

年鉴》的组稿任务，提供文字资料２万余字。

起草公司续志工作编写大纲，并开展培训。参

编 《华北电力工业志》（１８８８～２０１３年）组稿

工作。

加强自身建设。修订 《低值易耗品管理制

度》、《财务制度》、《文件印刷管理制度》、《会

议管理制度》和 《车辆管理制度》。结合ＥＲＰ

协同办公系统修改 《财务管理流程》及 《办公

管理流程》。编辑出版发行 《北京电力行业信

息》。及时更新协会网站信息。完成北京市民

政局社会组织评估，被评为５Ａ 级行业协会

组织。

（姚 雪）

【北京质量协会】　２０１１年，北京质量协会

（简称质量协会）坚持 “服务立会”宗旨，紧

紧依靠一批热爱质量事业的专家、教授、学者

和质量工作者，紧紧依靠一批支持质量事业的

团体会员单位开展 “服务企业、服务社会、服

务政府”的各项质量活动。

是年，北京质量协会开展第二届 “北京质

量奖”、“北京知名品牌”、“北京市实施卓越绩

效模式先进企业”、“北京杰出质量人”４项推

选活动。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经北京市质量审

定委员会最后审议和社会公示后，授予北京翠

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质量奖”

称号。授予北京红螺食品有限公司、北京超市

发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质量奖入围奖”称

号。授予首钢总公司、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全聚德仿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３４家企业的３７个产品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知名品

牌”称号。其中，全聚德、王致和、中南海、

雪伦、星海、金隅、首钢、龙牌等品牌榜上有

名。授予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

场商贸有限公司、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星

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中北华宇建筑工程公

司、北京利达华信电子有限公司７家企业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市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

业”称号。授予罗强、张立、魏建华、周平、

郭亚萍、冯高昆、陈历俊、李利中、苏清才、

陆总兵１０人 “２０１１年度北京杰出质量人”

称号。

是年，召开第五十八次、第五十九次２次

ＱＣ小组成果发表会。参加人员５５０人，发表

成果３１４项，其中２５６个 ＱＣ成果现场发表，

５８个ＱＣ成果参加书面发表。６月份和１２月

份，分别在江苏和北京举办２次ＱＣ小组诊断

师 （骨干）考评班，共有２１０人参加学习。

是年，共推荐１６家企业荣获 “北京用户

满意工程”称号。其中，北京首钢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建筑工程分公司、北京浩华电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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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

司、北京国电天昱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１４家

企业荣获 “北京用户满意企业”称号。北京市

朝阳昆仑电线厂、北京奥力助兴石化有限公司

２家企业荣获 “北京用户满意产品”称号。累

计１８０家企业荣获 “北京用户满意工程”称

号。２０１１年推荐１０家企业为全国用户满意

工程。

是年，北京质量协会举办３期质量安全大

讲堂培训，共有８３人参加学习。组织２１家会

员单位赴江西进行质量交流考察活动。

（陈永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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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主要领导干部

　　本名单中，区县和相关部门只列主管工业的领导，市属控股 （集团）公司 （包括部分中央在

京工业企业）只列党、政副职领导。领导任职、离任时间以上级组织部门上年年末前批文为准。

主管部门领导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主管工业）

苟仲文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党 组 书 记　李　平

主 任　朱　炎 （６月离任）

副 主 任　靳　伟 （７月任职）

梁　胜

熊　梦 （８月任职）

姜贵平 （女）

白　新 （９月离任）

李　洪

俞慈声 （女）（２月离任）

阎冠和 （７月离任）

王学军

万新恒

童腾飞 （４月任职）

纪检组组长　张国栋

委 员　王惠民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离任）

杨旭明

樊　健

副 巡 视 员　邹　彤 （女）

姜毅群 （女）

张兰青 （女）

副 局 级　陈志锋

汪进军

王颖光

北京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

　主 任　朱　炎 （６月离任）

区、县及其他单位领导

东城区

　常务副区长 徐　熙

　发展改革委主任 许　汇

西城区

　副 区 长 梁昌新 （１２月离任）

　常务副区长 苏　东 （１２月任职）

　发展改革委主任 吴向阳

朝阳区　常务副区长 吴桂英 （女）

　发展改革委主任 王亚贵 （２月离任）

张　勇 （６月任职）

海淀区

　常务副区长 杨志强 （１１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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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区 长 孟景伟 （１１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办主任 吴钢华 （９月离任）

丰台区

　常务副区长 孔令斌 （１２月离任）

张　婕 （女）（１２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吴神赋

石景山区

　常务副区长 王春杰 （９月离任）

　副 区 长 李　艳 （女）（１０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李元涛

门头沟区

　常务副区长 罗　斌

　副　区　长 张满仓 （１２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李国庆

房山区

　副 区 长 马继业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赵永祥

通州区

　副 区 长 崔志成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陈国庆

顺义区

　常务副区长 林向阳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吴建国

大兴区

　副 区 长 绳立成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刘士忠

昌平区

　副 区 长 洪　波 （１２月内蒙挂职）

周云帆 （２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王志刚

平谷区

　副 区 长 李宝峰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崔东辉

怀柔区

　副 区 长 吴群刚 （１０月离任）

张　勇 （１０月任职）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周怀明

密云县

　常务副县长 王稳东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姜　博

延庆县

　副 县 长 刘　兵

　经济信息化委主任 孙自广

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

　主 席 程　红 （女）

　第一副主席 吴　杰

　常务副主席 郑默杰 （女）

　副 主 席 张卫江　李燕平

王克林

郑勇男 （８月任职）

陈东升　郭　为

张征宇　张杰庭

张大中　聂启明

王小兰 （女）

严望佳 （女）

胡克勤　夏　敏

刘迎建　王长田

张宝全　叶　青

陈立群　徐生恒

李少华　刘　彬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 任 郭　洪

　副 主 任 李石柱

周云帆 （１月离任）

廖国华　王汝芳

于凤英 （女）

杨建华 （挂职）

李稻葵 （挂职，７月任职）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主 任 张伯旭

　副 主 任 贲　勇 （５月离任）

张晓林 （１０月离任）

赵昕昕

高言杰 （９月任职）

王合生

绳立成 （１０月任职）

文　献 （１０月离任）

程　京 （挂职，７月任职）

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领导

首钢总公司 　董 事 长 朱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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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董 事 长 王青海

　总 经 理 王青海

　常务副总经理 徐　凝

　副 总 经 理 王　毅　刘水洋

孙伟伟 （女）

孙永刚　强　伟

白　新 （８月任职）

靳　伟 （１２月离任）

　党 委 书 记 朱继民

　党委副书记 王青海

霍光来 （７月离任）

姜兴宏

许建国 （２月任职）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王永健

　总 经 理 罗　强

　副 总 经 理 李　刚

　党 委 书 记 王永健

　党委副书记 罗　强　许　光

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

　总 经 理 罗　强

　副 总 经 理 马程华　华　炜

李清河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王　岩

　副 董 事 长 王东升

　总 经 理 赵炳弟 （２月任职）

杨文良 （２月离任）

　副 总 经 理 赵炳弟 （２月离任）

吴文学　袁汉元

缪国平

谢小明 （６月任职）

张劲松 （８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王　岩

　党委副书记 江玉?

北京京城机电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任亚光

　总 经 理 仇　明

　副 总 经 理 王国华　阮忠奎

蒋自力

王　军 （９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任亚光

　党委副书记 仇　明　赵　莹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侯子波

　总 经 理 史红民

　副 总 经 理 傅之威

任志广 （１２月退休）

李　晓 （７月任职）

刘世华　崔　健

黄林祥

　党 委 书 记 侯子波

　党委副书记 史红民

徐　辉 （７月离任）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徐和谊

　副 董 事 长 吕振清

　总 经 理 汪大总 （４月离任）

　代 总 经 理 韩永贵 （４月至１１月）

张夕勇 （１２月任职）

　副 总 经 理 张夕勇 （７月任职）

韩永贵　马童立

蔡速平　叶正茂

张　欣 （５月离任）

陈　江 （４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徐和谊

　党委副书记 吴淑文 （女）（８月离任）

李志立 （８月任职）

北京二七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王东明 （４月离任）

杨永林 （４月任职）

　副 董 事 长 刘晓平

王东明 （４月任职）

　总 经 理 刘晓平 （４月离任）

杨永林 （４月任职）

　副 总 经 理 孙建军　闫建华

马建勋　高维寅

刘纯义　李海滨

　党 委 书 记 王东明 （４月离任）

刘晓平 （４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 刘晓平 （４月离任）

杨少波

南车二七车辆有限公司

　总 经 理 史硕致

　副 总 经 理 杜向东

饶　庶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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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欣　戴志勇

安　卫　孙　斌

　党 委 书 记 饶　庶

　党委副书记 史硕致 （兼任）

胡朝晖 （女）

北京南口轨道交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孙　凯 （４月任职）

宋治贵 （４月离任）

　副 董 事 长 张秀臣

孙　凯 （４月离任）

　总 经 理 孙　凯 （兼任）

　副 总 经 理 谢传军

何金祥 （１月离任）

曾建平 （１１月离任）

耿　刚 （１１月任职）

樊学军 （１１月任职）

武德全 （１１月任职）

王　珩 （１１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张秀臣

　党委副书记 宋治贵 （４月离任）

孙　凯 （兼任）

耿　刚 （１１月离任）

曾建平 （１１月任职）

北京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项大北

　总 经 理 刘文超

　副 总 经 理 费广泰　吕德明

张　建　孙绍刚

苏建军

何燕卿 （７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项大北

　党委副书记 刘文超　张荣立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蒋卫平

　副 董 事 长 段建国

　总 经 理 李长利 （１２月离任）

　常务副总经理 王建国

　副 总 经 理 陈志民 （１０月退休）

张建利　李建军

　党 委 书 记 蒋卫平

　党委副书记 段建国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付合年

　总 经 理 阚　兴

　副 总 经 理 潘振芳　孙德刚

肖志军　周建裕

　党 委 书 记 付合年

　党委副书记 阚　兴　常海波

华北电网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马宗林 （４月离任）

　总 经 理 孙　刚

　副 总 经 理 张书豪 （７月离任）

郭要斌 （８月任职）

赵玉柱

赵　亮 （１０月离任）

郭　炬

　党 组 书 记 马宗林 （４月离任）

郭要斌 （８月任职）

　党组副书记 孙　刚

北京电力公司

　总 经 理 朱长林

　副 总 经 理 郭要斌 （９月离任）

田　博 （９月任职）

常世平　郑　林

李百顺　刘润生

安建国

　党 委 书 记 郭要斌 （９月离任）

田　博 （９月任职）

　党委副书记 朱长林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张金钢

　副 董 事 长 郭秀健 （女）

　总 经 理 苏志民

　副 总 经 理 彭　林　王旭东

潘临珠 （３月离任）

杜罗坤

张学清 （３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张金钢

　党委副书记 郭秀健 （女）

苏志民

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李　玎 （女）（２月任职）

高书平 （２月离任）

　副 董 事 长 李　玎 （女）（２月离任）

　总 经 理 张德华

　副 总 经 理 李　玎 （女）（２月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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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国锦　董　淳

　党 委 书 记 李　玎 （女）（２月任职）

高书平 （２月离任）

　党委副书记 张德华

战　英 （女）

北京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杨文华

　总 经 理 龙云泽

　常务副总经理 李学彬

　副 总 经 理 林士昌　顾伟达

赵宏晔 （８月任职）

　党 委 书 记 杨文华

　党委副书记 龙云泽　王玉川

中国北京同仁堂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殷顺海

　副 董 事 长 梅　群

　总 经 理 梅　群

　副 总 经 理 丁永玲 （女）

张庆增 （回族）

马保健 （女）

顾海鸥

　党 委 书 记 殷顺海

　党委副书记 王　泉　梅　群

陆建国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 顾海鸥

　副 董 事 长 殷顺海　梅　群

　总 经 理 高振坤

　常务副总经理 谢占忠

　副 总 经 理 李济柱　刘向光

朱共培

宋卫清 （女）

张建勋

　党 委 书 记 谢占忠

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 事 长 李　节

　副 董 事 长 高颖维 （女）

　总 经 理 曹胜龙

　副 总 经 理 王　健　孟繁民

　党 委 书 记 李　节

　党委副书记 曹胜龙　杨中俊

高颖维 （女）（４月离任）

北京市民政工业总公司

　总 经 理 姜　武

　党 委 书 记 姜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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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竞赛

获奖名单

为贯彻落实北京工业和信息化 “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加快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队伍的步伐，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北京工业和信息化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由中共

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工业

经济联合会共同举办的 “第十四届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竞赛”。

根据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０］４８号文件精神，决定授予陈欣等２３１名同志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

高级技术能手”称号，授予李英利等１０６名同志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行业技术能手”称号，授

予马成龙等２８名同志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最佳操作能手”称号。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高级技术能手

加工中心操作工

曹彦生　北京新风机械厂

赵东明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刘　琪　首钢机电有限公司机械厂

陈　莹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樊艳权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梅良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

院第十八研究所

梁庆林　北京新风机械厂

李远超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张
!

龙　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丁飞飞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数控车床工

刘　朝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张　进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王建国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于海玉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范润淼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冀晓渊　北京新风机械厂

王春光　北京第一机床厂

常崇洁　北京科电高技术公司

韩立宁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刘　阳　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

数控铣床操作工

刘家成　北京新风机械厂

蒋京洪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李存海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赵振华　北京机电院机床有限公司

杨　剑　北京新风机械厂

韩　钢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李万佳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史文涛　北京星航机电设备厂

李学朝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贾　宁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维修电工

周海虎　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赵　强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清分公司

李　岩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清分公司

郑　磊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清分公司

张立红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徐清松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一清分公司

肖　遥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邓　强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清分公司

苏保桐　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清分公司

刘　捷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焊工

张秀甫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

王久欣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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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龙　北京巴威公司

王炳军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

史福海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

压管网分公司工程二所

韩积冬　库门瑙尔 （北京）煤机配件有限

公司

范　磊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

压管网分公司

周闹闹　北京巴威公司

张　伟　北京巴威公司

关中华　北京市燃气集团第四分公司

工具钳工

马成龙　北京新风机械厂

靳明鑫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张　学　北京航星机器制造公司

耿江超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

何东科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赵东洲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权　亮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吴培芳　北京新风机械厂

杨　波　北京毕捷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白文飞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电梯安装维修工

陶建伟　北京北安时代电梯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安河刚　北京九州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陈　?　北京首华优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

胡永利　北京首华优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

杨志全　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石博成　北京实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黄海波　北京首华优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

李铁刚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电

公司

马锦泉　北京实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陈华军　北京实创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陈　欣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　易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　磊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　昕　北京市燃气集协有限责任公司

于　丹　千橡互动集团

李欣欣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

李飞杰　北京阳光金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臧雪松　首钢培训中心

邓凡星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潘　宇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线电装接工

朱东臣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张永刚　北京大华无线电仪器厂

韩愈嵩　北京长城电子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成士忠　北京北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国金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史利民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董　玮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薛　涛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张　程　中国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第九研究所７０４所

王新华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操作员

高鹏飞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孟　赛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刘　畅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陈　婷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张雅静　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程师

孙　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钟仁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张小奕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

全系

孙　乾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李园园　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梁　浩　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马　罛　中国移动北京分公司

朱光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宋　超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信息安

全系

朱东来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汽车装调工

马立璞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国强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梁启征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康小超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张　震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申宝杰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王海洋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杨　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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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尹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刘　洋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装调工

于历波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姜　剑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卢艳波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全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曹　进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杨希涛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詹志远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崔　淼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王志军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陈　争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涂装工

张柏峰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陈　嵩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田晓乙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于桂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陈　彬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龚良玉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丙权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海明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王守坤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肖海营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医药商品购销员

王颖越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鲁　娟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姜　楠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甄　颖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杨铁艳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胡志瑛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任　娟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赵立刚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姚晨光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司　宇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中药调剂员

高培从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董　岚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王鑫荔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王　铁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康雪梅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解　"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张　旭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药店

赵　军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张　扬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程　丹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电子仪器仪表装调工

高宝玲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曹　炜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宋长英　北京博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赵宏宇　北京京仪北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宗　明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门　璐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冯　硕　北京京仪海福尔自动化仪表有限

公司

张志军　北京京仪北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王忠荣　北京京仪北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于兴涛　北京京仪北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平版印刷工

张亚奇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王继东　北京日邦印刷有限公司

仵思帅　北京圣彩虹印刷公司

马金虎　北京当纳利印刷有限公司

曹世凯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张培天　北京印刷学院

平版制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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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涛　北京人教聚珍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何　欣　中国贸易报社

黄　青　北京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

董鲁平　北京宣武区第二职业学校

孙海波　万向思维国际图书 （北京）有限

公司

苗逢春　北京印刷学院

钢琴及键盘乐器制作工

王　海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胡成志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吴健民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刘宝成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龙　珍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张　玮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郭保中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冯德龙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王鸣宇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姚志军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调度员

王　卫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

中心

张印宝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

中心

周运斌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

中心

潘　轩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

中心

王立新　北京市电力公司顺义供电公司

李彦龙　北京市电力公司朝阳供电公司

赵　杨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中

心调度处

李　晗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中

心调度处

变电检修工

徐成西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赵　杰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肖　羽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侯迎新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胡轶龙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蔡　亮　朝阳供电公司

刘继然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

赵海龙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制氢装置操作工

黄艳红　燕山石化公司炼油二厂

乙烯装置操作工

高传宝　燕山石化公司化工一厂

飞机电缆工

薛　鑫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李　莉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鲍兰英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徐　璐　北京新风机械厂

景泰蓝点蓝工

张笑兰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罗淑香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何秀玲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李佩卿　北京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李玉香　北京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顾丽华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孙桂君　北京铭客诚景泰蓝工艺品有限

公司

李淑舫　北京禄颖兰釉艺工艺品有限公司

缝纫工

李云燕　北京顺祥玩具有限公司

王海艳　北京凯艺玩具有限公司

张素芹　北京顺祥玩具有限公司

转炉炼钢工

张　勇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炼钢作业部

栗国海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炼钢作业部

王　振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炼钢作业部

炉前工

刘　东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蔡核新　首钢迁钢炼铁作业部二高炉作

业区

杨建涛　首钢迁钢炼铁作业部二高炉作

业区

食品检验工

陈　宇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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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厂

张　磊　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

侯　蕊　北京二商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

王莉娜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

崔　凯　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行业技术能手

平版印刷工 （报轮）

徐　林　光明日报社印刷厂

高　岩　北京日报社印刷厂

戴永刚　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张　海　北京日报社印刷厂

汪立新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侯　震　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管乐器制作工

王立增　北京管乐器厂

张会兰　北京管乐器厂

纪　良　北京管乐器厂

聚乙烯装置操作工

任国宏　燕山石化公司化工六厂

ＳＢＳ橡胶装置操作工

刘　达　燕山石化公司橡胶一厂

气体深冷分离工

刘燕辉　燕山石化公司气体产品事业部

循环水操作工

李晓唐　燕山石化公司水务管理中心

机泵维修钳工

吴继秋　燕山石化公司生产运行保障中心

连铸工

范晓仕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炼钢作业部

刘铁成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武宝文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高　超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轧钢工

李英利　首钢迁钢热轧作业部二热轧轧钢

作业区乙班

焦彦龙　首钢迁钢公司热轧作业部

天车工

高俊明　河北省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

钢作业部

郝永涛　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赵建宜　迁钢设备维检中心

机修钳工

张文洪　首钢设备维检中心轧材维检站高

线作业区

张　永　首钢新钢有限责任公司设备维检

中心

屈二龙　迁钢设备维检中心

化学分析工

宋鹏心　首钢技术研究院

安春玉　首钢技术研究院

张　培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刘飞宇　首钢迁钢质检站化验室

城转电动列车机械钳工

张建宏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有限公司二分

公司

杨凤伟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一分公司亦庄

线乘务中心

闫　佳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有限公司二分

公司

夏志峰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有限公司二分

公司

宋　涛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有限公司二分

公司

城轨电动列车电气钳工

刘　铭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太平

湖维修中心

王素英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杨茗羽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贾杰峥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太平

湖维修中心

李玉洁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城轨变电值班员

田文深　北京地铁公司供电公司第三项

目部

李　洋　北京地铁公司供电公司第六项

目部

高　武　北京地铁公司供电公司第三项

目部

刘世明　北京地铁公司供电公司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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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部

杨艺森　北京地铁公司供电公司第六项

目部

城轨通信工

张丽娜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中心项目

部中心通信信号维护部

徐　祥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七项

目部

王　亮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七项

目部

朱松杰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检修一项

目部通信检修部

孙　冉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一项

目部

城轨电动列车司机

刘培亮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金钢柱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１５

号线乘务中心

任圆圆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在分公司太平

湖乘务维修中心

乔永梅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四分公司１５

号线乘务中心

赵　强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一分公司５号

线乘务中心

城轨信号工

刘长山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一项

目部

隋　鹏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一项

目部

高锺平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一项

目部

马兴华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二项

目部

张云飞　北京地铁公司通号公司维修七项

目部

城轨线路工

贾金忠　北京地铁公司线路公司综合维修

第一项目部

李根柱　北京地铁公司线路公司综合维修

第三项目部

范建君　北京地铁公司线路公司综合维修

第三项目部

云　飞　北京地铁公司线路公司综合维修

第二项目部

张　楠　北京地铁公司线路公司综合维修

第二项目部

车站值班员

白　宁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张　静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前门

站区

李　涛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三分公司十号

线国贸站区

李　涛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谭　川　北京地铁公司运营二分公司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

刘雨红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庞松睿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宋　扬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于朝博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王德录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智能楼宇管理师

王继文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王小永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江素颖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单树明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王金菊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刘　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孙　乾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　磊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景红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陈　超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潘　宇　北京京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范永军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　糰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付　宇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学军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赵子君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俊材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　楠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

资供应分公司

刘　贺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耿　新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　亮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　萌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张　帅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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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华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刘方一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汤天穹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　浩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王稼丰　北京金泰集团有限公司

郑　楠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建元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周艳艳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最佳操作能手

加工中心操作工

曹彦生　北京新风机械厂

数控车床工

刘　朝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数控铣床操作工

蒋京洪　航天长征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维修电工

周海虎　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焊工

张秀甫　北京市公用事业科学研究所

工具钳工

马成龙　北京新风机械厂

电梯安装维修工

陶建伟　北京北安时代电梯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陈　欣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线电装接工

朱东臣　北京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操作员

高鹏飞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网络与信息安全工程师

孙　晶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汽车装调工

马立璞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动机装调工

于历波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涂装工

张柏峰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医药商品购销员

王颖越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

公司

中药调剂员

高培从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

公司

电子仪器仪表装调工

高宝玲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平版印刷工

于　姣　北京人教聚珍图文技术有限公司

蔡培举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平版制版工

钢琴及键盘乐器制作工

王　海　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

电力调度员

张印宝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调度通信

中心

变电检修工

徐成西　北京市电力公司变电公司检修

二处

飞机电缆工

薛　鑫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景泰蓝点蓝工

张笑兰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

缝纫工

王海艳　北京凯艺玩具有限公司

转炉炼钢工

张　勇　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炼钢作业部

炉前工

刘　东　秦皇岛首秦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食品检验工

陈　宇　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食

品厂

优秀组织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首钢总公司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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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

公司

北京市电力公司

北京赛迪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燃气集团

北京航天光华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

北京玩具协会

北京食品协会

北京印刷协会

北京信息产业协会

北京新风机械厂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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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承宗———北京工业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闫承宗 ，１９２９年３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

１９５４年６月毕业于北京

钢铁学院冶金系，曾历

任北京市冶金局副局

长，首钢公司副经理，

北京有色金属总公司党

委副书记、代经理，北

京市经济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北京市人大

常委会财经委员会主任。闫承宗在北京市经委

工作期间 （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９９１年８月），带领

工业战线职工，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前

沿勇于进取。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优化劳

动组合、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企业改

组联合等方面，留下了那个时代工业改革发展

的历史印迹。１９８５年为扩大企业自主权，他

组织制订了北京市搞活工业企业的十项政策，

１９８６年在全系统推行了生产目标责任制，在

全市企业中大面积推行了厂长责任制，保持了

生产的稳定发展，采取 “撤、并、转、调”的

措施，完成了对５８个二级公司的改革。１９８７

年在４３５户全民企业中推行以 “两保一挂”为

主要内容的承包经营，有力地推进了生产发

展，国家经委在考核京、津、沪三大城市的十

项动态经济指标中，北京市有８项处于领先地

位，总评第一。在上述工作中，闫承宗发挥了

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他参加研究制订了北京

工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组织了全市规划工业部

分的制订工作，提出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主要

工业产品的基本思路，推动企业发展横向联

合，组建了雪花电器、长城风雨衣等一批企业

集团。实行 “三优一奖”政策，坚持每年抓一

百种出口、支农、紧俏产品和一百种小商品的

生产，保证了市场需要。着手制订十五个重点

产品发展规划，有步骤地调整生产布局和能

力，治理污染、扰民企业。他还大力推进工业

支农、工农协作、城乡一体化和企业技术进

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１９９４年退休后，作

为一名有６０年党龄的老党员、闫承宗要求自

己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为及时了解党

和国家大事，了解北京市经济发展状况，他经

常读书、摘抄资料，深入调研，认真思考，动

手写作，提出建议。十多年来写出各类文章

１１３篇，近６０万字。许多文章刊载在北京工

业经济协会和机关的刊物上。他阅读大量中央

有关经济政策和改革文件资料，深入企业调查

研究，写出了较好的调研报告和专题文章，并

获得中国工经联颁发的 “创业奖”。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闫承宗身患肝癌，做过多次手术，２００１年，

他肝癌复发，被切除四根肋骨，先后住院几十

次，他忍受着治疗过程中的剧烈疼痛，用坚定

的意志、乐观的精神与病魔做着顽强斗争。在

患病期间，他资助一个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

子，每年捐助３０００多元，使其考入大学。不

仅如此，他还曾多次帮助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印尼海啸及四川、玉树地震捐款６０００元，机

关老同志病困捐款１０００元，他患病十余年，

大量的自费药已用去了不少的退休金，但他从

未因此而停止过爱的奉献。闫承宗同志是七

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北京市人

大代表。

（市经济信息化委离退休干部处）

【马建川———技术创新能手】　马建川，１９７０

年４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

员，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四川工业学院。１９９２

年７月参加工作，历任北京第一机床厂铣床研

究所电气设计员、主任设计员、铣床研究所所

长、重型机床制造部副部长，现任北京第一机

床厂重型机床制造部部长、党支部书记。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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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马建川任电气主任设计，他始终坚持工作

在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公司生产的ＸＫＡ２１５０

×１７０超重型数控龙门镗铣床的调试现场。其

间，爱人怀孕、母亲因心脏病住院，他都没能

及时照顾，最终使该机床达到设计标准。直至

今日，该机床在用户的生产中仍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１９９９年，他首次规范了立卧转换

刀库机械手电气ＰＬＣ控制程序及用户界面的

开发，后续产品皆采用了这一控制规范，极大

地提高了产品的稳定性。２００５年，北京市第

一机床厂在２个分厂、３个处室的基础上成立

了重型机床制造部，马建川大力倡导实施企业

信息化建设，推行生产制造流程的计算机管

理，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最终组建了制造部

的ＥＲＰ系统。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完成

了制造部产品设计、工艺、采购及生产的数据

化管理，实现了制造部管理的有效控制和高效

运行的统一。同年，按照北京市城市规划，北

京第一机床厂需要从建国门外整体搬迁到顺义

林河工业开发区，马建川认真组织机械、电气

各方面人员多次论证，制订了详细的改造计

划。在搬迁改造中，他始终盯在现场，保证改

造的顺利进行，一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投入生

产的ＸＫＡ２１５０×２８０机床只用了不到２个月

就顺利完成了搬迁改造任务，比原计划提前了

１个月投入生产恢复使用。２００９年，马建川承

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数控重型桥式龙

门五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的研究，完成三台

“数控重型桥式龙门五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

的研制，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技术水平达到国

际先进、国内领先。同年，马建川从德国科堡

学习回来后立刻参与到立车调试实践的工作

中，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立车的电气

设计、工艺工装准备等工作，使北京第一机床

厂第一台１２．５米大型立车很快投放市场。四

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马建川积极为灾区捐

款，并交纳特殊党费。地震造成北京第一机床

厂在四川地区的重点用户———东方汽轮机厂、

东方电机厂损失严重，特别是地处汉旺镇的东

方汽轮机厂损失巨大。震后半个月，马建川随

厂里的抗震救灾小分队赶赴灾区，为受灾严重

的东方汽轮机厂、东方电机厂等用户调试设

备，为震后尽快恢复生产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受到用户的极高评价，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制造部的主要管理人

员，他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克服困难，始终

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作为电气专家，他总是在

设备出现故障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哪怕是深

夜。出差对他来讲是家常便饭，哪里需要，他

就会出现在哪里。马建川２００３年被评为北京

市职工技术创新能手 ，２００５年获得北京市优

秀合理化建议奖，２００８年被全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 “全国机械

工业劳动模范”称号。

（京 城）

【王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王新，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北

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装部工段长。王新

在担任调试工段工段长期间，带领全体职工保

质保量完成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２０１０年，

一款生产产量高、车型较复杂的汽车，给调试

工段带来很大压力。为了圆满完成部门交给的

任务，他积极协调，主动工作并长期加班加

点，克服人员少和身体疲劳等困难，科学整合

调试资源，按时完成了日生产计划调试和入库

任务。针对日常调试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控制难

度大的问题，他从调试工标准作业、操作顺

序、工艺要求的培训入手，加强员工的理论知

识培训，选拔一批作风硬，技术精的老员工担

任讲师，总结调试经验，将先进的调试方法传

授给其他员工，大大地提高了调试工段整体作

业水平，避免了调试过程中批量质量问题的发

生，使调试效率提升了１０％左右。调试属于

特种作业，又是单兵作战，安全管理非常重

要。他把抓安全、促生产作为调试过程的重要

一环，做到眼勤看、腿勤走、嘴勤讲，始终坚

持每日召开班前会，把强调行车注意事项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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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操作规程当做必修课。每天在调试区域巡

查，及时找出影响安全生产的瓶颈，对违反安

全规定的人和事进行耐心的引导和教育，及时

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效地保证了安全生产。

２０１０年底，王新调整到报交工段担任工段长。

他创新管理思路，从理顺生产顺序入手，大胆

改变运行方式，将３个班组整合。根据员工的

技能、素质进行合理调整，打破单兵作战、各

自为政的生产模式，增强了团队间的协作意

识，大大提高了报交工段的整体工作效率。货

箱装配线的作业延时由原来的６０分钟缩短为

２０分钟，同时也保证了返修区的车辆不超过５

台。实行质量管理指标到人，奖罚严明，降低

了百台缺陷项次，使小故障不过工位，大故障

不下线，各项质量指标得到了有效的监控和预

防，提升了报交工段的装配、维修水平和效

率。王新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员工的认可，

２０１０年度被评为福田公司劳动模范，２０１１年

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北 汽）

【尹长福———兢兢业业工作的劳动模范】　尹

长福，１９５５年出生，中共党员，北京达美恒

力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供热制冷主管。２０１１

年荣获首都劳动奖章。在工作初期，他积极主

动熟悉设备的基本状况，紧紧跟随专业技师们

一起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换热站的运

行管理知识，参加机关部门主办的有针对性的

专业课程培训班，并且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向技

师及业务相关人员请教，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自

己的专业知识得到大量的补充，保证了工作走

向正轨。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接手管理２个换热站

的运行，到２０１０年的管理２７个换热站点，供

热面积高达３００多万平方米。１０年来，他管

理的站点未发生任何人身及设备事故，确保安

全、平稳运行，得到了各个小区业主们的好

评，实现了零投诉，并且得到了热力集团各级

领导的高度认可。由于换热站点较多，有个别

小区的站点设备比较陈旧，难免会发生意想不

到的事故。有一年冬天，有个换热站的冷凝水

泵凌晨３点突然发生故障，得到通知后他马上

赶到现场，带领站点员工一起分析原因，寻求

最高效、最保险的解决方案。情况十分危急，

如不及时将冷凝水从地下室排出去，设备将无

法正常工作，势必会造成停暖，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在他的领导下，最终决定接入临时管路

将水排出。天亮上班后他与专职维修人员一起

下井继续进行维修工作，彻底排除故障后他才

离开，确保了小区的正常供暖。有些小区建成

时间比较早，供热管路存在腐蚀老化等多种不

良因素，很容易发生管路破裂或渗漏现象。在

每天进行设备检查及维护时，站点人员有时突

然发现补水出现异常，第一时间通知到他时，

他毫不犹豫立刻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及时赶

到事发现场和维修人员一起查找原因并立即处

理，挖管路、排水、焊接等，直到恢复正常供

暖的那一刻，他和工作人员才深深地舒了一口

气。在换热器出现故障，水温无法上升，直接

影响到小区供暖等各类设备出现问题时，他都

会尽快与员工沟通协调并查找原因，确定故障

后立即排除，消除安全隐患。他时刻提醒自

己，对于换热站的各类设备来说，如果不能及

时排除故障，就会造成换热器的损坏，不光直

接影响到小区居民的正常供暖，还会造成重大

事故。面对问题、面对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是

如何解决问题、并站在居民的角度上去考虑问

题、去解决问题。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刘利克———万博苑食府当家人】　刘利克，

１９６６年４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８４年

６月参加工作，现任北京金泰集团海淀分公司

副总经理兼北京金泰万博苑餐饮公司经理。刘

利克原是北京金泰集团公司海淀分公司万寿寺

煤厂管理员，随着北京市居民燃料结构的改变

和城市环境改造，煤厂煤炭供应业务停止，员

工面临失业下岗。他在困难面前，努力探寻企

业发展出路，在对煤厂周边环境调查后，决定

涉足餐饮业。他与员工一起，用５个月时间，

将煤厂的储煤棚改造成近１０００平方米能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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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人就餐的餐厅，创建了北京万博苑食府并

于２００４年底对外营业。为及时掌握餐饮业管

理知识，他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先后自学了

《餐饮业成本核算知识》、《财务管理》、《市场

营销策略》、《服务礼仪》等专业知识，还参加

了高级工商管理培训班，报考了经济管理本科

班等。他组织员工进行烹饪技能、服务意识、

礼仪规范等多方面的强化培训，建立健全多项

管理规章制度，为顾客开辟了多种服务项目，

使万博苑食府逐渐打出了名气，创出了品牌。

优质美味的饭菜、周到的宾馆式服务，受到客

户的欢迎。他根据食府的条件，千方百计增加

服务项目，扩大业务范围，增加营业收入。夏

季，他们利用食府门前空地开办夜市。中秋

节，他们适时购进月饼原料、磨具，精心制作

十余种风味月饼出售。他们还采取走访用户、

网上发布信息等措施，扩大食府销售食品和饭

菜的销路，预订团体和单位就餐。春节期间，

推出 “全家团圆”等多款家庭套餐。食府还开

辟了代替酒后客人驾车、帮助就餐客人更换汽

车轮胎等业务，吸引了众多回头客。一次，总

政话剧团有一场演出要到深夜，找了多家餐馆

都没谈妥夜间就餐问题。刘利克得知后，主动

让万博苑食府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带领食府的

服务人员连续加班忙到次日凌晨３点多钟，

１５０多名演职人员非常满意，赢得话剧团的美

誉。此后，话剧团曾多次到食府举办宴会。食

府紧邻的万寿寺艺术博物馆经常举办学术活

动，食府主动与博物馆达成服务协议，博物馆

所有宴请活动均由食府送餐到馆，服务人员到

馆为客人提供服务。双方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博物馆成为食府的长期客户和比较稳定的

收入来源。刘利克在管理中发现原料流转速度

和单价直接影响食府的经济效益，就采取配料

量化管理方式，减少了原料的消耗量和库存积

压，加快了原料流转。为减少采购的中间环

节，他改变供货商送货上门方式，经常早晨５

点到新发地进菜，虽然辛苦，占用了自己的休

息时间，但降低了采购单价，保证了原料的新

鲜，给食府节省了开支。食府的口布、台布送

到外面清洗，每月要产生３０００多元费用。他

挖掘潜力，改造废弃的煤厂房屋，购置洗衣设

备，开办了清洗店，既满足了食府自身需要，

也为其他餐厅提供清洗服务，每年节约费用３

万多元，创收３万多元，还为职工增加了就业

岗位。在刘利克的带领下，万博苑食府经营得

红红火火，营业额不断破纪录，开业５年来，

实现经营总收入２６００万元。２００９年，万博苑

食府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成为所在地区的餐饮

品牌，刘利克被提拔为海淀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任万博苑食府经理。刘利克又开始进行跨地

区经营，２０１０年７月８日，在朝阳区开办了

百子湾万博苑食府。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又在香山

地区开办了四王府万博苑食府。成立北京金泰

万博苑餐饮有限公司，实现万博苑食府连锁经

营。刘利克担任了北京金泰集团海淀分公司副

总经理，管理范围有饭店、旅馆、写字楼、物

业、煤炭供应等９个方面的众多经营网点。刘

利克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连续３次被评为北京市

经济技术创新标兵，２００６年被评为北京知识

型职工，２００７年被评为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

个人，２００８年获首都文明职工荣誉，２０１０年

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潘会楼　汪智利）

【刘晓东———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刘晓东，

１９６４年７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

工程师。１９８７年７月参加工作，现任京东方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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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刘晓东现任京东方集

团全球制造官，是京东方ＴＦＴ—ＬＣＤ事业的

产业带头人，是 ＴＦＴ—ＬＣＤ产业知名专家，

先后担任建设和运营京东方第５代 ＴＦＴ—

ＬＣＤ生产线项目以及建设、运营中国大陆首

条第６代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项目的管理工作。

自２００３年９月，他通过技术引进，带领几百

名中国工程师投入到京东方第５代 ＴＦＴ—

ＬＣＤ生产线的建设，并于２００５年５月实现建

成投产。该项目的建成投产标志着京东方全面

实现了 ＴＦＴ—ＬＣＤ核心技术的引进、消化、

吸收和再创新，为京东方乃至中国大陆的

ＴＦＴ—ＬＣＤ事业奠定了发展基础。基于此项

目的成功，京东方依靠自己的能力先后完成第

４．５代线、第６代线、第８．５代线的建设运

营。２００８年４月，刘晓东担任中国大陆首条

第６代 ＴＦＴ—ＬＣＤ生产线项目建设总指挥。

作为项目总负责人，他带领６代线项目组认真

贯彻 “五同时、五确保、五典范”的原则，发

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从开

工建设到正式量产，仅用了短短１８个月的时

间，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一座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工厂，其建设速度、建设质量等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得到了中央和各级政府领导的高度

认可。京东方６代线的建设，结束了我国大陆

大尺寸液晶电视屏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自量

产以来，６代线良品率在第一个月就达到

９０％，目前良品率已超过９５％，而且持续稳

定，创造了全球６代线建设历史上的新纪录。

刘晓东是ＴＦＴ—ＬＣＤ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在

中国ＴＦＴ—ＬＣＤ技术引进、消化、提升和创

新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尤其在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设计优化、设备选型等方面，取得了很

多重要的开创性的技术改进。刘晓东非常注重

技术人才的培养，造就出一大批 ＴＦＴ—ＬＣＤ

产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中国ＴＦＴ—ＬＣＤ产

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为企业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刘晓东是一名优秀的技术管理专家

和科技领军人才。

（电 控）

【邢树新———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　邢树

新，１９６９年７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北京·格

雷斯海姆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成型部经理，主要

负责管理成型部６条生产线的产品生产、设备

技术改造、生产技术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

邢树新立足本职工作，凭着勇于创新的精神和

扎实的技术功底，带领成型部员工进行技术改

造、技术创新等工作，为公司增产、增效节约

了大量资金。为适应公司小批量、多品种的经

营方针，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他在研究国

外产品更换的程序和工艺后，提出了缩短更换

产品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工作模式，结合

成型的实际情况，充分吸收利用国际先进管理

模式，提高了劳产率，为公司增加产值。他在

成型部全面推行５Ｓ管理方法，使成型部的工

作环境、工作现场、工作规范、工作意识有了

一个质的飞跃。在玻璃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成型行列机是最脏、最累的地方，也是最不好

管的地方。通过使用５Ｓ方法的现场管理，成

型部门行列机的工作现场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将无序变为有序，面貌焕然一新。他还改进生

产线传动系统，原来推瓶机和输瓶机传动系统

都是采用美国的ＰＩＶ变速传动方式，这种传

动的弊端就是稳定性差，而且维修费用非常

高，仅一条小小的ＰＩＶ传动链就需要１０００多

元，每条生产线每年的维修费用需要１６万元。

邢树新与相关人员一起，通过走访玻璃机械制

造厂，研究相关资料，反复研讨选型方案，最

后确定把原来的ＰＩＶ传动系统改为变频传动。

由于是自行设计，并且所用的机电装置均从国

内采购，因而改造６条生产线传动系统仅使用

资金７．２万元，这项改造为公司每年节约维修

费用９６万余元。为了保证正常生产，他大胆

地提出用国产备件替代进口备件，这需要具有

过硬的机械常识和过人的胆略，承担着失败的

风险。通过对玻璃机械生产厂家和玻璃备件公

司的考察，并且谨慎地试用几个厂家的备件

后，最终选定了物美价廉的国内厂家备件。几

年来，在国产备件替换进口备件方面节约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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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万元，成效显著。２００８年邢树新兼任生产

部经理，正值公司一号炉的大修，该项目总投

资３５００多万元，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该

项目按质按时的完成，邢树新率先垂范身入一

线，现场解决工程中的实际问题，确保了该项

目安全无事故，并按时按质地完成任务。十几

年的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同时为提高理论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他利用

业余时间完成了大专和本科所有课程的学习，

并获得学士学位。特别是公司与德国公司合资

后，为了能够与外方人员更好地交流，他刻苦

学习英语，现在已经能够直接用英语与外方人

员探讨管理和技术问题。正是他的这种挤劲和

钻劲，使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公司出

类拔萃的复合型管理人才。邢树新时刻以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任劳任怨，加

班加点，同时积极引导和团结、鼓励周围的同

志，使其负责的部门无处不体现出和谐、积极

向上的工作氛围，多次荣获北京市、一轻总公

司和集团的嘉奖。２００２年，邢树新被评为北

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他

领导的成型部技术攻关小组连续３年被评为北

京市经济技术创新优秀班组，２００７年邢树新

荣获全国轻工行业劳动模范称号。

（一轻控股）

【杨洁———爱岗敬业的一线首席职工】　杨洁，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６日出

生，中共党员，工人技

师，现为同仁堂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通州生

产管理基地提取车间班

组长、首席职工。３２年

来他始终工作在生产一

线，立 足 本 岗 刻 苦 钻

研，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先后在多个生产岗

位上工作，排疑解难实施了多项技改项目，提

高了生产效率。２００５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

大，科技公司组建了通州生产管理基地，面对

全新的工装设备和新的工艺标准，杨洁刻苦学

习 “减压干燥”、“喷雾干燥”相关操作技术，

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开展了多项经济技术创新

活动。在 “真空干燥”试产中，采用真空抽水

分、气压定温度等措施，解决了 “牛车肾气

丸”等浸膏干燥流失问题，稳定了品种的浸膏

收得率。在 “喷雾干燥”设备的试生产中，他

在进一步总结不同剂型、不同品种浸膏喷雾干

燥试生产实验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

出相应的 《喷雾干燥标准操作程序》文件，加

强了该生产工序的技术指导。针对浓缩六味地

黄丸 “丹皮酚”含量结晶体提取量不达标的问

题，杨洁根据原料的特性，采取 “水蒸气蒸馏

法”提取芳香水，经过对蒸气压力、提取时

间、冷凝水流速、静置温度等４个操作步骤的

反复试验，确定了每步的最佳操作参数。 “丹

皮酚”收得率上升至１２千克～１５千克，达到

并超过了工艺要求的标准。同年， “提高浓缩

六味地黄丸丹皮酚结晶数量工艺”技术创新项

目获得了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奖。

２００７年６月，在实施 “降低乙醇消耗”的合

理化建议过程中，他对整理出的不同方案进行

可行性分析，配合生产进度安排课题实施，采

用多能提取锅密闭回收乙醇，实际运行效果明

显，乙醇回收浓度达到９０％以上，完全实现

投入再生产。２００９年，为了落实 “提高主导

产品的投入产出比”、 “提高产品的一次合格

率”、“有效控制产品生产周期”等专项工作，

杨洁带领攻关小组，盯岗跟班操作，积累数

据，在保证出膏率的前提下，提高 “感冒清热

颗粒”的投料比例，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

生产成本，为公司 “降五高”工作再创佳绩。

２０１０年，杨洁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并多

次获得集团公司级、科技公司级先进生产者荣

誉。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期间连续被聘为同仁堂首

席职工。

（葛 冰）

【杨燕———创新型和实干型的技术人才】　杨

燕，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出生，是北化集团所属北京

华腾橡塑乳胶制品有限公司研发部的技术骨

干，公司技术攻关小组的主力成员。多年来她

主持完成或参与完成了多项新产品的研发，是

创新型、实干型的技术人才。风力发电机组是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低碳环保无污染的新

型能源产业，与之配套的橡胶产品要求阻尼值

高，技术性能与工艺性能都要达到国外同类产

品水平，也是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杨燕潜心

研究，反复试验，最终确定了配方和工艺，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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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了阻尼橡胶片和阻尼粘弹胶片的技术难关，

于２００９年试生产，２０１０年正式投产，当年就

生产了３５万米，产生经济效益３９０万元。

２０１１年创造７００万元的经济效益。她还同其

他技术人员一起协同作战，完成了高速列车阻

风板的研制工作。此项产品主要应用在动车组

高速列车中，起着挡风、减阻、提速、节能的

作用。目前已应用在京沪城铁、京广线高铁等

线路上。自２００９年至今，共生产１００５８片，

实现经济效益６３０万元，取得的社会效益更是

无法估量。近两年，杨燕主持研发成功了几个

较大的课题，比如应用于国防工业方面的特种

胶囊，体量较大，胶片厚度却不到２毫米，经

过强酸强碱的腐蚀后，性能指标下降不大，外

观色泽没有变化；她主持研发的高附加值特种

胶板，改进了特种橡胶的硫化体系，解决了鼓

式硫化机工艺问题，提高了生产率，自２００８

年投产，已为企业创造了千万元的产值；她主

持研发的绝缘胶板，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虽

然厚度只有２毫米，却能耐３万伏的电压。另

外，在企业技术革新、新材料应用、节能降

耗、降低成本等方面她也做了很多工作。为解

决出口运动胶板表面产生划痕问题，她连续几

天没有回家，废寝忘食，多渠道选择材料，改

进工艺和配方，最终解决了划痕问题，避免了

被外商索赔事件的发生，赢得了公司领导的赞

誉。杨燕工作经验丰富，为了培养更多的专业

技术人才，她在带徒弟的过程中，毫无保留，

倾囊相授，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杨燕荣获２０１１年度首都劳动奖章。

（蔡玲红）

【李江———革新能手】　李江是燕山石化公司

生产运行保障中心第三作业部的工段长，钳工

高级技师，主要负责机泵维修工作。李江认为

维修工人不仅要维护设备安全运行，还要想办

法降低劳动强度，安全体面地工作。为此，李

江用废旧设备的零部件发明了机泵检修旋转工

作台，实现了机泵维修从 “人拉肩扛”到 “安

全体面”的转变。操作间宽敞明亮，地面用

红、黄、蓝不同颜色划分成待修区、作业区、

试验区，功能清晰，井然有序。只要将待修机

泵固定在上面，过去三四个人才能完成的工

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了。之后，李

江又研究利用风动和电动功能，使它不仅能完

成机泵检维修，还能进行清洗和刷漆，让检修

过的机泵焕然一新。在实现安全体面工作后，

李江本着达到 “必须加强日常保养，提高检修

质量，不让设备带病运行；必须深入研究每台

设备的运行规律，提前防范，主动维护”的目

标开始了原始数据的积累工作，真实记录设备

故障时间、原因、性质、周期及运行参数，并

把这些数据制成图表。他还主动与工艺人员一

起对这些图表进行分析研究，准确推断出每种

设备发生故障的规律，制定提前维修的方案。

２０１０年，李江工段维护的设备故障率比２００９

年下降５０％，比２００８年下降７５％；班组由每

月维修机泵４０台，到平均每月只维修三四台，

预知维修率达９０％；每年节省机械密封和轴

承费用１２０多万元。李江工段负责转动运行设

备的检修人员，由几年前的４０余人下降到现

在的１０余人。为了实现从 “随意性作业”到

“标准化管理”，李江发明了生产运行保障任务

单。在任务单背面，清楚地标明了泵的位置、

介质、压力、温度等，不同设备的维修内容及

质量标准都有详细说明，维修人员的注意事

项、所需的专业工具、检修难点也被一一列

出，提高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保证了人身

安全。经过长期实践，职工们由最初的不认可

到最后都踊跃加入到设计作业指导书的工作

中，目前他们设计出４大类２０种作业指导书。

李江认为作业指导书不仅为检维修增加了安全

和技术保障，而且使队伍的凝聚力增强了，发

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整个集体的进步也快

了。近年来，李江完成大小革新２５项。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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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他

所在的生产运行保障中心第三作业部也荣获

“北京工人先锋号”称号。

（孙 明）

【李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李侠，

１９５７年７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现任北

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采购本部副本部长。李侠

２００２年加入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历任综

合采购部部长、采购本部副本部长职务。工作

９年来，她努力贯彻北汽集团公司提出的 “集

团化发展”的战略思想，认真落实北京现代公

司 “内涵式增长管理创新”理念，带领北京现

代采购本部团队勇挑重任，不仅圆满完成了合

资公司的运营，更促进了北京汽车集团化发

展，为振兴首都现代制造业、提升首都汽车工

业水平、促进我国汽车自主研发实力，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２００２年北京现代成立之初，为

降低采购成本，提供公平、公正、透明的企业

选择平台，李侠提出对于采购金额较大的设备

采购项目要采取国际招标的方式进行。最初作

为北京现代投资方之一的韩方领导对此并不理

解，以建设工厂时间紧为由一直反对，但李侠

据理力争，终于说服外方。截至２０１０年底，

通过国际招标的方式为北京现代节省设备采购

金额上亿美元，这种选择方式最终获得北京现

代中外双方领导的一致认可。２００７年２月，

刚刚升任采购本部副本部长的她在公司销量下

滑、利润衰减的困境下，认真思考、查找问

题、分析原因，发现在现有采购体系中，过多

依靠战略采购方式即指定供货厂家，这种选定

方式在企业成立之初，为北京现代的快速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现阶段已经无法适应

北京现代发展的需要，并且给公司利益带来了

严重损失。经过认真考虑，李侠最终确定了在

零部件采购体系推进竞标采购方式，逐步推进

新阶段的采购体系建设———以竞标采购为主，

战略采购为辅。在她的带领下，通过这一政策

的准确制定和有效实施，采购本部将同级别车

型成本降低２０％以上，累计为公司节约成本

近百亿元。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李侠通过新

车型的开发，逐步引入北汽集团零部件企业，

扩大集团零部件企业在北京现代采购体系中的

比重。截至２０１０年，集团内零部件企业配套

率由最初的不足５％，提升到目前的２０％以

上，增长近４倍。新车型开发中，集团零部件

企业参与度也达到了近９０％，集团采购金额

累计数十亿元，同比增长近３０％，这一成果

促进了北京汽车集团工业零部件平台整体实力

的提升，对提高自主研发水平，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李侠２０１１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北 汽）

【李霞———挡车工的楷模】　李霞，１９８２年９

月出生，现为北京京棉集团巨龙纺织有限公司

挡车工。李霞１９９９年７月进入国棉二厂布机

车间，一直工作到２００６年３月公司搬迁调整

停产。２００８年３月，李霞怀着对纺织的无限

热爱，来到了京棉集团所属企业巨龙公司继续

从事织布挡车工工作。布机车间实行的是三班

两运转，劳动强度比较大，也很辛苦。但李霞

工作十分努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操作技

术始终在优级水平，生产成绩也非常突出，月

月完成产量创新高，所承担的挡车任务是其他

挡车工的１．３３倍。２０１０年，全年产量完成

５１２９２６８９纬／月，是其他挡车工的１．４７倍，

出疵布率远远低于同岗位挡车工。平日里，公

司人员流动性大，车间人手紧，每当遇到这种

情况，李霞总是积极主动地配合车间领导的工

作，克服困难，经常到公司加班加点。车间也

常常是哪里活儿难做就把她调到哪里，但她从

无怨言、绝对服从，并且开动脑筋想办法，很

快就把新的工作做好。工作中，李霞还是个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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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的人，抓紧时间处理好上下工序的配合。

挂完轴后，就主动协助过头，对于快了机的机

台，能当班解决的就决不留给下一班，严格确

保工作进度。李霞对于个人操作技能的提高更

是重视有加，对于车间班组安排的技术培训和

学习，她每次都是积极参加从不缺席，她在公

司举办的职工 “操作运动会”和劳动竞赛中，

每次都能取得好成绩。由于操作能力强，工作

自觉性高，加上工作中有种不服输的精神，无

论多乱的台位到了她手里都会变得井井有条。

一个月完成产量最高不难，难的是月月保持产

量最高，她的突出成绩和出色的表现得到了公

司上下的普遍认可。她是一位出色的农民工，

也是农民工的楷模。由于她的努力和付出，

２００９年李霞被评为控股公司 “三八”红旗手，

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公司级标兵，２０１１年荣获首都

劳动奖章称号。

（李 颖）

【张键———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张键，３５

岁，现任北京宏达日新电机有限公司质量主

管。他是一名精通六氟化硫组合电器的设计、

施工、安装、调试、技术指导各个方面的行家

里手；他是一名在六氟化硫组合电器领域潜心

钻研实践了１５年的由中专生成长起来的电气

工程师。虽然他起点不高，却以自己超凡的毅

力和敬业之心，设计、安装调试了祖国各地的

上百座变电站的千余台六氟化硫组合电器，用

自己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精神，及时协助用户发

现并成功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张键深知科学知

识是提高生产力的源泉，为了更好地适应以后

的工作，他购买了许多电力系统方面的书籍，

认真阅读，努力提高业务理论水平。他利用业

余时间分别完成了大学专科和本科的学业，并

取得了电力专业电气助理工程师的职称。他在

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勤于钻研，在平凡的

岗位上谱写了灿烂的青春乐章。２００３年，张

键进入北京宏达日新电机有限公司工作，担任

质量负责人。宏达日新的产品科技含量很高，

时值公司成立初期，各项制度急需建立。在没

有任何参考借鉴的条件下，他积极思考，潜心

琢磨，起草制定了十几项质量管理考核的制

度、办法，使质量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为公司

的生产及质量控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年张

键被公司第一批推荐到日本总公司进行深造，

进一步学习日本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他提

出了班组管理应遵循 “严、细、勤、全、新”

的工作特点，要勤于思考、勤于管理，并严格

认真地带头执行各项规章制度，逐渐使大家养

成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２００４年，张键担任

了质量工程师，为了加强各类设备的管理，维

护产品质量的稳定。张键意识到完整的技术资

料和检验记录是质量管理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得

力助手，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组

织人员对全公司进厂及出厂的技术资料及检验

记录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按标准化资料管

理要求进行了分类，及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实践的磨炼使张键的技术日益精湛，公司进行

的每一项技术革新和重点改造都有他积极参与

的身影。几年来，他参与了２２０千伏新品设计

与产品小型化的改造项目。他始终在自己的岗

位上以超出常人的努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不

断创造、不断攀登、不断超越。２０１１年张键

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张立玲———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张立玲，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出生，汉族，工学博士，现任北

汽集团北京汽车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ＣＡＥ及整

车性能部结构耐久性能

室主任。张立玲博士作

为一位具有１９年相关

工作经验的ＣＡＥ （计算

机辅助工程）领域技术

专家，在车辆耐久性及
碰撞安全仿真等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曾先后

发表过２０余篇学术论文，在行业内享有一定

的知名度。２００８年被列选为北京市委组织部

“北京牌轿车开发专业技术骨干培养工程”的

重点培养对象。２０１０年荣获第六届中国ＣＡ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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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析技术年会最佳实践案例奖。２０１０年

被评选为北京汽车研究总院知识产权专家、博

士后指导与评价专家。在实践工作中，张立玲

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其是在将先进的技

术理论应用于制造实践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

的工作。在研究总院工作期间，她全面负责整

车可靠耐久性及轻量化技术工作，出色地完成

了其它各项性能的开发工作，为提高车型的可

靠性品质及大大缩短项目开发周期等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２００８年，张立玲开始主持北京

市科委 “轿车碰撞安全性及轻量化技术研究”

项目，该项目成果为高安全级别的北京牌轿车

的早日上市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也大幅度提

升了北京汽车在碰撞安全、结构耐久及轻量化

方面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此外，在北汽研究

总院工作期间，她还组建总院第一批职工创新

工作室 （已获批为北京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推广技术创新理论和方法，培养了一支创新工

作团队；牵头建立了十几部车型的ＣＡＥ模型

数据库和汽车行业材料及轻量化设计应用开发

数据库，对提高碰撞安全及结构耐久仿真精度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

北汽的可靠耐久性能开发的技术规范，成功应

用到指导整车开发的各个环节中。张立玲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带领团队忘我地投入到北汽自

主研发工作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集

团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张立玲连续３年通过

公司考核，并且成绩优异，所在部门被评为北

汽集团先进班组，他们的目标是让 “具有高科

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北京牌中高端轿车早

日行驶在祖国的大地上”。

（北 汽）

【陆致成———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陆

致成，１９４８年８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硕

士，１９９４年１２月晋升

为教 授 研 究 员，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１年海淀区人大

代表。陆致成的专业生

涯源于他在清华大学人

工环境计算机控制领域

的教学和学术科研活

动。１９８９年，他发起创办了北京清华人工环

境工程公司，任总经理。该公司从一家小型工

程公司发展成为清华大学利润排名第一的校办

企业典范。期间，他主持研制与开发的供热空

调工程分布式微机控制系统及 “ＲＨ型智能控

制器”、“ＲＨ型模块式热泵机组”等逐步实现

了产业化，其研究成果曾被列入国家重点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国家级新产品名录及国家级火

炬计划，并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１９９７年，由清华大学及清华企业集团全

力支持，在北京清华人工环境工程公司的基础

上，整合成立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陆致

成任总裁，２００１年任副董事长兼总裁。公司

于１９９７年６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确立了 “技术＋资本”的战略方针和科技成果

产业孵化的发展思路。陆致成秉承清华大学

“科教兴国”、“产业报国”的理念，成功探索

出了一条在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以 “创新孵化”

为核心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道路。以清华大

学为虚拟研究院，以 “带土移植”和 “拟风险

投资”的运作方式，同方股份组织推动实施了

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国家二代身份证芯片、

“同方知网”知识数字化工程、烟气脱硫脱硝

等多项技术的培育孵化和产业化，不仅为学校

和股东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安全、

信息化服务、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为国家和

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他强调 “以人为

本”的经营理念是企业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基

础，并以身作则，带领团队适应不断发展壮大

的企业规模。通过建立计划预算考核机制、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企业年金机制等一系列

有效措施，不仅提高了同方整体经营管理水

平，培养了一批忠于事业、热爱公司的中坚力

量，更使 “承担、探索、超越，忠诚、责任与

价值等同”的企业文化深植于同方的血脉之

中。近年来，在陆致成的领导下，同方股份依

托清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平台，坚持 “技

术＋资本”、 “合作与发展”、 “品牌化＋国际

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以计算机、数字城

市、物联网应用、微电子与射频技术、多媒

体、半导体与照明、知识网络、军工、数字电

视、环境科技、安防系统、建筑节能１２大主

干业务为核心的产业架构及发展布局，已有４

家控参股子公司分别在沪深港证券交易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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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目前已是清华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上市公

司。 “清华同方”品牌价值已超过５５０亿元，

并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入选世界品牌５００强。２００８

年，同方股份首发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

连续３年被授予 “中国最具社会责任企业”称

号。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第五届北京影响力评选

活动中，陆致成被评为 “影响百姓经济生活的

十大企业家”。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多次

荣获 “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９２年

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称号，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年两度获得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校办产业）

【陈志勇———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陈志勇，

１９７１年３月出生，中共党员，现就职于北京

豪特耐管道设备有限公司，任天津分厂生产组

长。自２００１年进入公司以来，他一直奋战在

生产第一线，十多年来，他始终以一名党员的

身份来严格要求自己，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对

待技术一丝不苟，对待同事真诚热情，对待下

属耐心体贴，他以实际行动获得了公司同仁的

一致认可和交口称赞。２００２年，公司临时筹

建了第一个分厂———顺义分厂，陈志勇在刚刚

入职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即被作为生产技术骨

干派往分厂参与筹建和生产工作。在顺义分厂

期间，他积极肯干、勤于钻研，一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建厂经验，另一方面在协调和管理方面

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为日后进一步发

挥自己的能量奠定了基础。同时，他敢作敢

为、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也给领导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２００７年，公司由于业务的扩展，准

备在天津筹建分厂，考虑到陈志勇多年的实战

经验以及其自始至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公

司又将其派往天津，负责生产及后勤的全面工

作。天津分厂建立之初，条件非常艰苦，没有

宿舍、没有场地，生产车间也是临时搭建的，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陈志勇带领一群刚刚招

来的工人，开始组织试生产。遇到下雨、道路

泥泞、车辆不能行驶时，陈志勇就带领大家冒

雨人力运管，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下了班之

后，他一刻也不休息，考虑到大家淋雨有可能

患上感冒，就亲自买来姜和糖，做成姜糖水，

送到每个人手中。正是他这种对下属无微不至

的关怀，使其在工人中拥有了很高的威望。不

管什么工作、不管事情大小，他都认真对待、

尽心尽力；承担每一项任务、处理每一件事

务，他都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保证工作的质

量和实效。同时他责任心特别强，将分厂管理

的井井有条，使天津分厂成为公司各个方面的

示范基地。２０１１年陈志勇荣获首都劳动奖章。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郝树华———矿业技术专家】　郝树华 ，１９５２

年２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６９年３月

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国际职业

经理人。１９９６年至今担任首钢矿业公司技术

专家，兼任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席团主席、中国

冶金矿山企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金属学会采矿

分会副理事长、中国矿用汽车协会副理事长。

郝树华担任首钢矿业公司总经理以来，与领导

班子成员一起，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创新、创

优、创业，使首钢矿业

公司发展成为集采矿、

选矿、球团、烧结、矿

山设备、矿山建筑、矿

山技术等生产、科研、

开发、服务为一体的现

代化大型矿山企业。他

提出 “深化改革、加强

管理、科技进步、开拓市场”的工作方针，探

索和实践高效、数字、生态、和谐、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一是多种方式

办矿，发挥技术装备优势，用闲置的资产与地

方国有矿山企业嫁接，按市场机制与地方合作

开采矿石资源。在河北迁安地区掌控了包括水

厂、孟家沟、马兰庄在内的３个储量超亿吨的

矿山资源。二是打破单一的露天开采方式，建

设３２０万吨矿石生产能力的杏山地下开采项

目，筹备马兰庄铁矿等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项

目。三是作为 《中国绿色矿山公约》的主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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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单位之一，率先实现矿山废弃物回收利用的

资源化、产业化，形成年回收排土场矿石资源

２００万吨以上和年处理１０００万吨尾砂、回收

精矿粉３０万吨以上的规模。四是进行矿区成

矿模式与找矿规律的研究，获得１６．９平方公

里的探矿权。首钢迁安矿区矿产资源保有工业

储量达到１１亿吨以上，按照现有生产能力还

能再服务５０年以上。２００９年他又提出 “百年

矿业”的战略构想，明确了做精做强迁安地区

矿产主业、壮大外部矿产资源业、提升矿山装

备制造业、发展矿山技术服务业 “四个支撑”

的发展思路。他还提出对外发展矿产资源业的

战略设想，先后以参股合作方式经营开发承德

铁马沟铁矿项目、承德球团厂项目、承德隆化

矿山项目；以托管方式经营涞源项目；以投资

控股合作方式经营开发丹东凤城翁泉沟硼铁矿

项目、承德丰宁矿山项目；以多种方式开发海

外矿产资源等。到２０１０年末，控股、参股企

业达到２４家，掌控矿产资源量超过１０亿吨，

形成了年产铁精粉３５０万吨、球团矿４００万吨

及磷、钛等产品生产能力。郝树华坚持不断地

探索和创新，提出建立各单位直接承担市场风

险的价格体系以及市场准入、质量索赔、招标

采购等机制。建立工效挂钩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的市场化分配机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他组织对企业生产过程，包括技术装备水平、

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文明生产和定置管理、

工艺流程简化高效等多个层面进行跟踪管理，

跟踪国内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用先进适用技

术改造传统工艺。采矿生产自主研发应用了矿

车自动调度系统，选矿生产完成了从破碎、磨

选、过滤到尾矿浓缩的全流程集中控制，烧结

生产向全厂集中控制发展，球团生产实现了全

流程集中控制。在采矿方面，他提出并实施的

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大型深凹露天矿

高效运输及强化开采技术研究”，２００６年获得

中国钢铁工业科技进步特等奖，２００７年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选矿方面，他提出并

实施的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选矿全流

程自动监测与控制”和 “铁精粉品位整体优化

研究”通过了国家科技部验收；研制的复合闪

烁磁场精选机和球磨机筒体衬板获得国家专

利。球团生产方面，他提出并实施的链篦机—

回转窑—环冷机法生产球团矿新工艺获得中国

钢铁工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烧结生产方面，他提出并实施的 “小球

团烧结新技术”、“烧结机用改性橡胶柔性密封

新技术”、“烧结机水煤浆点火新技术”成为北

京市级以上的科技成果。郝树华于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８年被评为 “首钢劳动

模范”，２００３年以来连续被评为 “北京市经济

技术创新优秀组织者”和 “首钢模范共产党

员”，２００５年被评为 “全国企业信息工作优秀

领导人”、“北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２００６

年当选第五届 “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全国

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者”、“全国

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级职业经理”，２００８年被评

为 “全国冶金矿山企业十佳厂矿长”，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年被评为 “河北迁安市劳动模范”，

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李淑萍）

【赵学新———精细化创新管理的领军人】　赵

学新，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

助理会计师，海信 （北京）电器有限公司财务

部部长。多年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赵学新十分

注重把握工作的细节，深入寻求事物内在的规

律，力争做到局部问题整体看、点上问题面上

看、解决问题长远看。赵学新制定的财务核算

及日常管理规范，现已成为指导部门工作的基

准；他领导创建了二级核算系统，搭建了财务

核算及管理体系；指导实现了财务信息化，根

据业务需要，系统不断升级换代，２０１０年成

功实施ＳＡＰ项目；牵头编写了 《固定资产管

理办法》、《资金业务签字审批流程》、《招标比

价管理办法》等２０余个内控制度，完善了公

司内部控制体系；不仅注重自身知识的积累，

更重视下属培养与团队建设，先后培养出５个

财务主管，建设了一支优秀的财务团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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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要进行的技术改造，造成企业资金困难。

面对这一困境，赵学新认真学习研究政府部门

扶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最终获得了市区发

展改革委、隆达公司主管部门及工商、财政、

税务、劳动人事等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和优惠

政策，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又获得市级、区级人才、

技改、贴息、专利、增长等补贴资金，２０１１

年又负责通过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

作，保证了公司税收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在他

的指导帮助下，下属子公司成功通过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完成本公司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税收筹划，实现南京子公司减免企业所得税近

千万元。面对冰箱行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

现状，有效提升竞争力是公司生存发展的重大

课题。赵学新充分利用财务专长和先进的管理

理念，创新开展了 “降成本管理”和 “行业标

杆管理”，有效地促进了公司利润最大化。为

保证企业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他通过与多方接

触和协调，确保了公司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

下资金充足，为各年度战略储备做好资金上的

准备。他倡导并建立了清理不良占用的工作机

制，每季度对长期闲置、报废、过剩和维修成

本高的设备、模具、车辆、材料等资产进行清

理，对实验样机、试制机等随时产生随时清

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良资产的资金占用，

提高了资产运营的质量水平和使用效率。他创

建了费用预算控制体系，不断完善费用控制工

作，制定费用控制管理办法，明确岗位职权签

字权限，规范业务流程，有效支持了公司效益

的增长。赵学新常以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

圣人无名”自勉，他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忘我

工作、热忱奉献，多次获得管理标兵、优秀中层

干部等荣誉称号。２０１０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海信 ［北京］）

【耿锦启———自主创新的先锋】　 耿锦启，

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４日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

士，经济师。１９６８年２月参加工作，现任北

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副董事长，０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负责人。

耿锦启在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过程中，思路

清晰、方向明确、措施有效，多次顺利完成国

家重点科研攻关任务。“十五”期间，他率领

团队承担国家８６３计划重大专项——— “１００ｎｍ

高密度等离子刻蚀机”项目，打破了传统的技

术研发路线，大胆提出 “不买样机、引进人

才”的创新思路，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科

研成本，仅用３年时间就推出了４代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机型，使我国刻蚀机的研制跨越了

５个技术代，达到国际同类主流机型水平。项

目验收阶段，他创新性提出产学研用相结合由

大生产线用户直接验收的模式，项目顺利通过

国家科技部和北京市的联合验收，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实

现小批量销售，使主流集成电路生产线上第一

次出现了 “中国制造”的核心装备。该产品已

通过中芯国际大生产线验证并于２０１１年３月

签订了６台的采购意向合同，实现了６５纳米

机台新的突破。“十一五”期间，他继续率队

承担国家０２专项６５纳米～４５纳米ＰＶＤ设备

研发项目，目前已完成ＰＶＤ设备的组装，正

在进行工艺开发与调试，实现了集成电路３００

毫米国产ＰＶＤ设备领域零的突破。在研发过

程中，他坚持自主创新，提出了 “三个国际

化、三个本土化”，即 “国际化人才、国际化

技术、国际化市场运作，本土化制造、本土化

服务、本土化产业链配套”的运营模式，加快

了公司研发和产业化进程。他曾在生病期间带

队去美国参观学习，１３天走了１１个城市，掌

握了大量的信息和经验，为成功建设研发平

台、净化厂房的建设、项目的成功实施及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领导

下，公司自主培养了１５０多名高学历、高素质

的科研和管理人才，聚集了大批高端海外人才

（其中３人荣获国家 “某某计划”和北京市

“海聚工程”的奖励），建立了国际先进水平的

工艺实验室，为我国集成电路装备的自主研发

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依托良好的软硬件平台，

耿锦启正在积极组织推动公司二次创业，为实

现公司在半导体制造、光伏太阳能制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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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显示及照明领域的全面发展和新跨越贡

献力量。耿锦启荣获２０１１年度首都劳动奖章、

国家科技部２００９年度国家科技进步集体二等

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２００７年度北京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００６年度中国半导体制造

业年度人物、北京市工业促进局和信息产业部

２００６年度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十大杰出贡

献者。

（电 控）

【夏学君———精益求精的工程师】　夏学君，

１９７０年１２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工程学学士学位，建筑学工程师，１９９３年７

月参加工作，现任金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昊泰地

产公司商业地产项目管理部副经理。夏学君刚

到房地产开发集团时就遇上精装修项目，当时

缺少专业技术人才。她不怕困难，勇挑重担，

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从材料供应到现场

管理，她边干边学，加班加点，保质保量按时

完成了精装修任务，为后续精装修项目积累了

宝贵经验。她常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无

论酷热，还是严寒，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她从

不退却。２００６年，她担任了部门常务副总经

理职务，为做好金泰城项目，她与同事们仔细

研究产品，与设计师反复沟通，在细部构造和

材料选择上整体把关，将产品的一致性与实际

工作紧密结合，成功地完成金泰城开发项目的

初期研究工作，制定出严谨的产品定位标准。

她牵头组织设计的金泰城丽湾售楼处、楼宇外

立面、园林景观等均获得集团领导和外界好

评。在材料订货时，她努力控制开发成本，严

格筛选厂家，反复比较价格，不厌其烦地和厂

家谈判，严格制定各种材料的招投标技术文

件，成功完成金泰城售楼处精装修、铝合金招

投标、外墙砖招投标等工作。在一次办公室大

堂的装修中，她与多家石材厂联系，与设计师

磋商，采用优质石材替代进口石材，一个２７０

平方米的办公室装修，仅石材一项就节约成本

２０多万元。门窗工程是住宅项目分包中的大

项，直接影响建筑的保温、通风。她对铝型

材、隔热条、玻璃、型材断面方式、五金件等

材料进行研究，从Ｔ型隔热条到Ｉ型隔热条，

从１８．６的隔热条到１４．２的隔热条，从充惰性

气体的玻璃到ＬＯＷＥ玻璃，进行数据测试，

寻找出成本较低和质量最佳的产品，控制了窗

户构造成本，提升了产品品质。她牵头组织的

金泰城系列设计工作获得 “２００７年双节双优

杯住宅方案竞赛金奖”、 “２００７年度最具影响

力楼盘宜居样本大奖”和建筑与城市贡献力特

别大奖，营口金泰城二、三期设计获得美国建

筑商协会年度产品优秀奖 （国际总体规划类）。

她还和部门员工一起，共同完成一系列有关产

品设计的基础性工作，包括 《产品设计管理办

法》的制定，设计工作流程的梳理，工作模板

的制定 （包含各种文本模板，设计合同模板

等），建立了部门的设计中心和设计资料库。

２０１０年９月９日，她参与京煤集团棚户区改

造工作，担任了房山棚改项目部副部长。她带

领项目部员工，积极筹备，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克服困难，进行调研、规划、拆迁、土地

预审及矿产资源核查等工作，解决了很多历史

遗留问题，为棚户区改造铺平了道路。房山棚

户区改造所在地河北镇是房山北部山区的经

济、贸易和文化中心，也是进入北部山区的门

户，处在特殊的位置。探索山地小城镇的开发

模式，营造高质量而又有别于一般平地小城镇

的居住、休闲环境，是河北镇未来发展的趋

势。夏学君带领团队多次到现场踏勘、调研，

与策划、规划公司反复沟通，选择了 ＡＥ

ＣＯＭ、和君两家国际知名规划、策划公司，

将河北镇的策划定位为 “打造国际山地休闲示

范区、建设传统产业转型示范镇”，形象定位

为 “ＦｕｎｈｉｌｌＭＥＤ·中国美丽谷”，其策划和

形象定位工作获得区政府和京煤集团认可。河

北镇棚改项目整体改造投资约１０亿元，资金

不足是制约棚户区改造的瓶颈。夏学君和项目

部成员积极拓展融资渠道，先后与国家开发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

行、北京银行、浦发银行联系融资，了解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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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要求、方式、利率及年限等。通过比较，

与国开行北京分行达成了贷款解决棚户区改造

资金的意向。通过与市相关部门沟通，北京市

政府已把河北镇棚户区改造纳入到市棚户区改

造范围，并纳入市政府 “绿通”范围。夏学君

先后被评为京煤集团三八红旗手，金泰地产先

进个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北京市奥运

“双安”工作先进个人，２０１０年获得北京市劳

动模范称号。

（林媛　潘会楼）

【詹文章———开拓创新的领头人】　詹文章，

１９６９年 ９ 月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现任北

京汽车新能源汽车有限

公司产品工程院院长。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进入北汽

集团，先后担任北京汽

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新

技术部部长、北京汽车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作为新能源汽

车公司技术研发的领军人，詹文章将 “开拓创

新、不断进取”视为业务工作的生命线。在他

的带领下，北汽新能源汽车研发能力显著提

升，科研项目已见成效，新能源汽车公司的人

才队伍建设也更加合理，组织架构逐步完善，

技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为北汽新能源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２０１０年，北汽新能源技

术团队在詹文章的带领下共同完成了３０辆萨

博纯电动轿车的开发生产，同期还开发出 Ａ０

级Ｃ３０ＤＢ纯电动轿车和 Ｍ３０ＲＢ纯电动微面，

另外，Ｃ３０ＢＳＧ混合动力车产品开发项目也正

在开展。在萨博车型平台技术尚未完成吸收转

换工作的情况下，詹文章带领项目团队承担起

了基于萨博整车的纯电动轿车工程化开发与

３０辆样车小批量生产 “军令状”任务。通过

前期对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现状与核心零部件

技术成熟度的深入分析与评估，确定整车总布

置技术方案与技术路线，并在公司试制条件欠

缺的困难下，攻坚克难完成了３０辆Ｑ６０ＦＢ纯

电动轿车工程样车的开发与试制，保证了在

１２月２０日首批３０辆基于萨博平台的纯电动

轿车的顺利下线。期间针对电驱传动系统进行

了性能匹配优化、电池包结构优化与成组技术

改进，电动辅助系统的性能与人机工程进行了

优化改进，并开展了供应商体系的建立，工程

样车试制与系统联调测试、性能试验等工作。

整个项目过程中，詹文章等人克服了基础车型

引进采购周期迟缓、零部件供应质量与工期不

保证、技术成熟度不够、研发团队经验不足、

项目时间短等多重困难，外引内联，集成创

新，完善了各零部件系统匹配设计，完成了电

动汽车电控技术攻坚任务，确保按照计划结点

完成研发试制工作。２０１０年，公司在研发力

量薄弱、研发管理体系缺乏的情况下，在北汽

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詹文章主要推动了两项工

作：一是研究总院新技术研究部成建制划转，

吸收了其主要研发团队与技术积累；二是开展

高级人才引进，将海归人才吸纳入经营班子并

负责专业研发方向，同时开展基础人才团队组

建工作，招聘了一批梯队组成的专业技能、管

理和技术人才，建立了公司产品工程院六专业

部一管理室的组织架构，划分了各部门的职能

职责，开展了定岗、定员、定编工作，形成了

百余人的产品工程院研发规模。同时，为建立

工程院开发体系，詹文章着手进行产品开发项

目与技术研发项目管理流程制度与规范的建

立，初步建立了新能源汽车开发流程框架，形

成了产品开发立项与项目结点推进、工程样车

并行开发与试制试验验证，到工艺工装设计与

ＳＯＰ件发布等一系列产品开发生命周期的规

范体系，对产品工程院的工作形成了指导性纲

要。詹文章主持完成了 《２０１１年产品工程院

产品开发与技术进步计划》，建立了以纯电动

轿车 （包括增程式电动汽车）开发为主，以

ＢＳＧ弱度混合动力轿车为产业推进的扩大新

能源汽车市场占有量的产品开发思路。在集团

公司 “创先争优”活动中詹文章被评为 “群众

心目中的好党员”，２０１０年度被评为集团公司

先进职工，荣获集团公司三级劳动奖章。

（北 汽）

【翟永胜———勇挑重担的带头人】　翟永胜，

１９８４年３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２００５年

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同年８月

来到京煤集团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长沟峪煤

矿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副段长、段长、副总

工程师、副矿长，现任长沟峪煤矿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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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胜工作勤恳，不怕苦累。他认真听取段领

导讲解工作环节、安全技术规程和要求，准备

专用小本子记录 “疑难杂症”，升井后再虚心

求教，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被京煤集团评为

“五好”实习生。实习期满后，他主动要求到

矿井生产一线工作，担任生产段的技术员。

２００７年年初，被任命为采煤一段技术副段长，

主管技术和安全工作。采掘一段工作面煤层松

软，极易塌冒，工作面放煤时煤尘严重，影响

员工身体健康，不利于安全生产。矿上实施

“在软煤层中注水、降低煤尘浓度”方案，他

被任命为主要技术负责人进行实验。他带班盯

岗，现场指导，针对工作面实际，制定安全技

术措施，使工作面煤尘浓度降低８７．２％，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软煤层注水技术在

全矿采煤工作面推广应用。２００８年年初，长

沟峪煤矿增强机采队伍力量，他被调任采掘八

段任技术副段长，为机采工作开掘巷道。工作

面煤层松软塌冒，影响巷道整体规格。他查资

料，看图纸，实地调查，对照地质资料和煤层

赋存情况，提出 “深打孔循环注水微爆法”方

案，解决了 松软煤槽机采工作面开口难题，

保证了施工规范和安全，当月单头掘进实现

１２０米历史性突破，全段全年完成掘进４２００

多米。２００８年年底，他被任命为安子区采掘

九段段长。采掘九段地质条件复杂，新员工较

多，工作难度大。他连续几天扎在段里，找员

工谈心，调查了解情况，合理调整劳动组织，

对员工进行 “专业”划分，制订经济杠杆激励

政策，强化责任落实。上任首月，他带领全段

２６０余名员工圆满完成生产任务。随着所掘巷

道暴露出的煤层显示，煤层构造与综合机械化

采煤法开采有很大偏差。该工作面平均倾角

４０度，倾向长度９０米，走向长度３８０米，在

这样的工作面应用悬移支架采煤在全公司乃至

全国都是首例。他深知应用机械化采煤对全矿

发展的重要意义，决定请示领导，率先在自己

所负责的安子区工作面进行了悬移支架安装。

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２日，公司斥资１０００余万元引

进悬移支架，安装工程启动。他作为安装工程

主要负责人，与工友们奋战１３个小时，安装

完成第一架悬移支架。３月５日，该工作面８３

架悬移支架全部安装成功，解决了安子采区大

倾角复杂煤层开采技术难题，延长了矿井生产

年限。２０１０年，翟永胜先后担任长沟峪煤矿

副总工程师、生产副矿长和总工程师职务。他

组织实施了第一个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实

现了长沟峪煤矿综合机械化开采 “零”突破，

年产量达到２５万吨。他积极进行采煤方法改

革和技术创新，组织推广使用整体组合工字钢

电溜子压盘撑技术等２０余项新技术，在长沟

峪采区柔掩工作面采用组合式阶梯采煤法，月

产量平均提高２３％。他组织调整安子采区和

长沟峪采区生产比例，长沟峪采区生产布局逐

步向４１０米水平转移，保证了工作面正常接

替。他按公司要求组织矿井安全避险系统建

设，先后完成井下员工定位系统、监测监控系

统、通信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

的建设，提高了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并通过

北京市煤监局验收。２００８年，翟永胜荣获北

京市青年岗位能手称号，２０１０年荣获北京市

劳动模范称号。

（潘会楼　马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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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础。近

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扶持下，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获

得较快发展。制定实施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继续完善激励

措施，明确政策导向，对于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

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抓紧制定实施细则

和配套措施，切实抓好落实工作。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跟踪了解政策执行情况，加强

督促指导，确保取得实效。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０〕１８

号，以下简称国发１８号文件）印发以来，我国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

速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推动了国家信息化建设。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软件产

业和集成电路产业还存在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企业科技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应用开发水平

急待提高，产业链有待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提高产业

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一批有实力和影响力的行业领先企业，制定以下政策。

一、财税政策

（一）继续实施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

（二）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营业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从事软件开发与测试，信息系统集成、咨询和运营维护，集成电路设计等业务，免征营业税，并

简化相关程序。具体办法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三）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０．８微米 （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

·１６３·法规政策文件



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２５％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以

下简称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

（四）对集成电路线宽小于０．２５微米或投资额超过８０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经认定后，

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１５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

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照２５％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企业所得

税 “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五）对国家批准的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因集中采购产生短期内难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占用资金问题，采取专项措施予以妥善解决。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六）对我国境内新办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

享受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经认定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的

进口料件，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享受保税政策。

（七）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比照国发１８号文件享受国家

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具体办法由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八）为完善集成电路产业链，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关键专用材料企业以及

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相关企业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具体办法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

（九）国家对集成电路企业实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根据产业技术进步情况实行动态调整。

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 “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优惠政策，

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优惠期，并享受至期满为止。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

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其他优惠政策存在交叉的，由企业选择一项最优惠政

策执行，不叠加享受。

二、投融资政策

（十）国家大力支持重要的软件和集成电路项目建设。对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技术进步

和技术改造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给予适当支持。鼓励软件企业加强技术开发综合能力建设。

（十一）国家鼓励、支持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加强产业资源整合。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

路企业为实现资源整合和做大做强进行的跨地区重组并购，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要积极支持引导，防止设置各种形式的障碍。

（十二）通过现有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资金和政策渠道，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基金，

支持中小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创业。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主要支持软

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软件产业和集成

电路产业。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

金，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十三）支持和引导地方政府建立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制度，积极推

动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质押贷款。充分发挥融资性担保机构和

融资担保补助资金的作用，积极为中小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贷款担保服务。

（十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可对符合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范围、条件的软

件和集成电路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十五）商业性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创新适合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的信贷品种，为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三、研究开发政策

（十六）充分利用多种资金渠道，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的引导作用，大力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努力实现关键技术的整体突破，

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产业化和推广应用。紧紧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重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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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基础软件、面向新一代信息网络的高端软件、工业软件、数字内容相关软件、高端芯片、集成

电路装备和工艺技术、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关键应用系统的研发以及重要技术标准的制订。科技

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要做好有关专项的组织实施工作。

（十七）在基础软件、高性能计算和通用计算平台、集成电路工艺研发、关键材料、关键应

用软件和芯片设计等领域，推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和企业技术中

心建设，有关部门要优先安排研发项目。鼓励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

（十八）鼓励软件企业大力开发软件测试和评价技术，完善相关标准，提升软件研发能力，

提高软件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增强产品竞争力。

四、进出口政策

（十九）对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需要临时进口的自用设备 （包括开发测试设备、软

硬件环境、样机及部件、元器件等），经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确认，可以向海关申请按暂时进境

货物监管，其进口税收按照现行法规执行。对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质检部门可

提供提前预约报检服务，海关根据企业要求提供提前预约通关服务。

（二十）对软件企业与国外资信等级较高的企业签订的软件出口合同，政策性金融机构可按

照独立审贷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在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提供融资和保险支持。

（二十一）支持企业 “走出去”建立境外营销网络和研发中心，推动集成电路、软件和信息

服务出口。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与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长效合作

机制，采取综合措施为企业拓展新兴市场创造条件。

五、人才政策

（二十二）加快完善期权、技术入股、股权、分红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研发

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级人民政府可对有突出贡献的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级人才给

予重奖。对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建立的产业基地 （园区）、高校软件学院和微电子学院引进的软件、

集成电路人才，优先安排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在所在地落户。加强人才市场管理，积极为

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招聘人才提供服务。

（二十三）高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软件工程和微电子专业建设，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

求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方式，努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实用性人才。加强软件

工程和微电子专业师资队伍、教学实验室和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教育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督促

和指导。

（二十四）鼓励有条件的高校采取与集成电路企业联合办学等方式建立微电子学院，经批准

设立的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可以享受示范性软件学院相关政策。支持建立校企结合的人才综合培训

和实践基地，支持示范性软件学院和微电子学院与国际知名大学、跨国公司合作，引进国外师资

和优质资源，联合培养软件和集成电路人才。

（二十五）按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有关要求，加快软件与集成电路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落实好相关政策。制定落实软件与集成电路人才引进和出国培训年度计划，办好国家软件和

集成电路人才国际培训基地，积极开辟国外培训渠道。

六、知识产权政策

（二十六）鼓励软件企业进行著作权登记。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依法到国外申请知识产

权，对符合有关规定的，可申请财政资金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

（二十七）严格落实软件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打击各类侵权行为。加大对网

络环境下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保护力度，积极开发和应用正版软件网络版权

保护技术，有效保护软件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

（二十八）进一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工作，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凡在我国境内销售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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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微型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所预装软件必须为正版软件，禁止预装非正

版软件的计算机上市销售。全面落实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的政策措施，将软件购置经费纳入财

政预算，对通用软件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加强对软件资产的管理。大力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使用

正版软件。

七、市场政策

（二十九）积极引导企业将信息技术研发应用业务外包给专业企业。鼓励政府部门通过购买

服务的方式将电子政务建设和数据处理工作中的一般性业务发包给专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有

关部门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安全审查和保密管理规定。

鼓励大中型企业将其信息技术研发应用业务机构剥离，成立专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为全

行业和全社会提供服务。

（三十）进一步规范软件和集成电路市场秩序，加强反垄断工作，依法打击各种滥用知识产

权排除、限制竞争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创

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加快制订相关技术和服务标准，促进软件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三十一）完善网络环境下消费者隐私及企业秘密保护制度，促进软件和信息服务网络化发

展。逐步在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推广符合安全要求的软件产品。

八、政策落实

（三十二）凡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和集成电路企业，不分所有制性质，均

可享受本政策。

（三十三）继续实施国发１８号文件明确的政策，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

准。本政策由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部门负

责解释。

（三十四）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１〕４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现将 《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 《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编制和实施 《规划》，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也是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

结构、促进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我国工业由大到强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十二五”

时期推动工业转型升级，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把工业发展建立在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环境友好、

惠及民生、内生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强我国工业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切实

按照 《规划》要求做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发展环境和市场机制，加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

导和约束，促进工业又好又快发展。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要按照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

政策措施，结合实际制定落实方案，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取得实效。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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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职责分工，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对 《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工业

和信息化部要强化对 《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中期评估结果和总体实施情况要

向国务院报告。

附件：工业转型升级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

企业技术创新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１〕５１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加强企业技术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是促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为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调整和

优化投入结构，加强统筹协调，整合科技资源，大力支持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建立技术

中心，支持开展产业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明确支持方向，

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支持力度，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承担国家研究开发任务，主持或参与重大

科技攻关。重点支持产学研合作项目、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事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共性关键

技术研究开发。完善和落实支持企业研发的税收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总结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政策试点情况的基础上，对试点中比较成熟的政策，逐步在全国

一定范围内实施。

二、加快完善公共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加大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力度，探索科技资源

开放共享制度，着力推进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按照 “面向产业、需求导向；创新机制、盘活存

量；政府引导、多方参与；明确权益、协同发展”的原则，在系统梳理整合现有科技资源的基础

上，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构建面向重点产业、战略性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的公共技术创新

服务平台，完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等的相关政策措

施，加强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攻关，加速技术成果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和行

业基础性工作。以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引导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入，集聚科技资源，优化创

新环境，支持区域公共科技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大力支持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键技术研发、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重大应用示范

工程、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创新能力建设等。

三、加大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研究采取以奖代补、贷款

贴息、创业投资引导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承接和采用新技术、开展新技术新产品的工程化研究

应用，并组织实施一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力度，引导社会资金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需求引导与应用导向作用，落实好政府采购本国产品、促进节能环

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措施，支持创新产品和技术的生产使用。

四、引导科技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进一步加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结合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等重大人

才工程的实施，加快培育符合企业技术创新需求的高层次、复合型科技人才队伍。进一步完善对

企业科技人员的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吸引和凝聚创新人才。落实对科技人员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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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激励等相关政策制度，在总结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

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股权激励政策试点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扩大适用范围。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

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１〕５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落实 “十二五”规划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０〕３２号）和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７〕７号）相关部署，经

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高技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和高端环节，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创新性强，发展

潜力大，辐射带动作用突出。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对于扩大内需、吸纳就业、培育壮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民经济各行业对高技术服务的需求日

益增长，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体现在服务上，基于高技术和支撑科技创新的

新兴服务业态不断涌现，高技术服务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但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尚处于发展初

期，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政策体系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服务品牌匮乏、国际化程度不高、

高端人才短缺等突出问题，不能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需要。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出发，把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放在突出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创新工作思路，完善体

制机制，营造良好环境，推进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服务业发展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发展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相关科技支撑服务，加强政府引

导，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市场需求，拓展服务领域，不断提升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

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做强做大。

（二）基本原则。发展高技术服务业要坚持 “分类指导、市场驱动、创新发展、开放合作”

的原则。

分类指导。根据不同领域、不同发展阶段高技术服务业实际情况，区分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

务，有针对性地采取改革试点、政策扶持、规范管理等措施，着力培育服务企业，实现高技术服

务业市场化发展。

市场驱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专业化分工，培育

新兴业态，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产业集聚，实现高技术服务业规模化发展。

创新发展。营造有利于新技术、新业务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外部条件，加强技术创新、服务模

式创新和管理创新，引导高技术服务业专业化发展。

开放合作。引导高技术服务企业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承接全球高端服务转移，整合利

用全球创新资源，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

（三）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１８％以上，到２０１５年，

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对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培育一

批创新能力较强、服务水平较高、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骨干企业；形成若干产业特色鲜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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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突出的产业基地和创新集聚区；基本建立高技术服务产业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和政

策体系。到２０２０年，形成较为完善的高技术服务产业体系，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基本

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三、重点任务

当前，要重点推进以下８个领域的高技术服务加快发展：

（一）研发设计服务。突出研发设计服务对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作用，建立支撑产业结

构调整的研发设计服务体系，壮大专业研发设计服务企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面向市场提高研

发服务能力，创建特色服务平台。加强科研资源整合，发展研发服务企业，鼓励企业将可外包的

研发设计业务发包给研发设计企业。引导跨国公司和海外高端人才在华设立研发服务机构。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成立工业设计服务中心和实施示范工程，完善工业设计知识产权交易和中介服务体

系，建设研发设计交易市场，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发设计企业和知名品牌。

（二）知识产权服务。积极发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等环节的服务，加强规范

管理。培育知识产权服务市场，构建服务主体多元化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扩大知识产权基础信

息资源共享范围，使各类知识产权服务主体可低成本地获得基础信息资源。创新知识产权服务模

式，发展咨询、检索、分析、数据加工等基础服务，培育评估、交易、转化、托管、投融资等增

值服务。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涉外事务处理能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和

品牌。加强标准信息分析和相关技术咨询等标准化服务能力。

（三）检验检测服务。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化运营，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加强测试方法、测试技术等基础能力建设，发展面向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全过

程的分析、测试、检验、计量等服务，培育第三方的质量和安全检验、检测、检疫、计量、认证

技术服务。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农业等重点行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鼓励检验检测技

术服务机构由提供单一认证型服务向提供综合检测服务延伸。

（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完善科技中介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发展技术交易市场，鼓励建立具备技术咨询评估、成果推介、融资担保等多种功能的技术转

移服务机构。鼓励社会资本投资设立新型转化实体，发展包括创业投资、创业辅导、市场开拓等

多种业务的综合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大学科技园等机

构的服务能力，推动市场化运营。

（五）信息技术服务。充分发挥现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作用，依托宽带光纤、新一代移动

通信网、下一代互联网、数字电视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网络信息服务和三网融合业

务，着力推进网络技术和业务创新，培育基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

新业态的信息服务。加强软件工具开发和知识库建设，提高信息系统咨询设计、集成实施、运营

维护、测试评估和信息安全服务水平，面向行业应用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推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

企业由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信息服务转变，完善电子信息产品售后服务。进一步

增强承接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能力，着力培育有国际影响力的服务外包品牌。

（六）数字内容服务。加强数字文化教育产品开发和公共信息资源深化利用，构建便捷、安

全、低成本的数字内容服务体系。促进数字内容和信息网络技术融合创新，拓展数字影音、数字

动漫、健康游戏、网络文学、数字学习等服务，大力推动数字虚拟等技术在生产经营领域的应

用。进一步推进人口、地理、医疗、社保等信息资源深度开发和社会化服务。

（七）电子商务服务。重点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鼓励相关机构建立可信

交易服务平台。加快促进集交易、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物流、信用评估等服务于一体的第三方

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培育一批骨干电子商务服务企业。

（八）生物技术服务。大力完善生物技术服务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业态。重点发展创新

药物及产品的临床前研究和评价服务，形成具有特色的研发外包服务体系。积极发展胚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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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工程、分子育种等现代生物农业技术服务，加速生物技术成果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加快发展

生物环保技术服务。以国家生物信息共享体系为载体，开展生物信息技术服务和国际合作。

四、政策措施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协调落实好国家支持科技创新、高技术产业和服

务业发展有关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环境，加强政策创新和试点示范，针对

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点任务，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一）加大财税支持。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利用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型中小

企业创新基金等资金渠道加大对高技术服务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高技术服务业。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设立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高技术服

务产业化专项。进一步统筹在岸和离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针对高技术服务业发展重点，研究完

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范围，符合条件的高技术服务企业可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检验检测、知

识产权等高技术服务领域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可按规定享受有关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增值税

扩大征收范围改革总体安排，完善相关制度，解决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存在的税收问题。

（二）拓展融资渠道。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和管理规定，积极推行知识产权质押等融

资方式。继续推动高技术服务产业基地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推动各类融资担保机构

按照商业原则加大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力度。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企业，支

持符合条件的高技术服务企业在境内外特别是境内创业板上市，加快推进全国性证券场外交易市

场建设，拓展高技术服务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三）完善市场环境。有序开放高技术服务业市场，构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信息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能够实行市场经营的服务要动员

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的作用。按照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的

原则，引导和推进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市场化服务。建立和完善高技

术服务业技术体系、服务标准体系和职称评价体系，促进规范化发展。加快制定高技术服务业统

计分类标准，完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录，加强统计调查和运行分析。加大高技术服务领域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完善价格政策，实现高技术服务企业用水、用电、用气与工业企业同质、同量、同

价。实行有利于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土地管理政策。健全个人信息和商业数据保护规定，推广电

子签名与认证应用，构建网络信任环境，保障信息安全。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推进服务业务社会

化。进一步完善高技术服务业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规范市场秩序。

（四）培育市场需求。在信息技术服务、生物技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领域开展应用示范，

培育高技术服务市场需求。切实落实并完善居民小区光纤接入建设等方面技术规范和管理规定，

以基础设施升级促进信息服务业务发展。加大政府采购高技术服务的力度，拓展政府采购高技术

服务的领域，鼓励政府部门将可外包的信息技术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等业务发包

给专业服务企业，实现服务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五）增强创新能力。促进服务模式创新，推动高技术服务相关业务融合发展，探索适合新

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方式。促进高技术服务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鼓励集成创新。推动建立

各具特色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创新联盟，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强关

键共性技术和支撑工具研发，完善成果转化中试条件，整合和完善现有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必要

的软件平台、仿真环境、资源信息库、公共测试平台建设。支持高技术服务企业在国内外积极获

取专利权和注册商标，实施标准战略，构建专利联盟。

（六）加强人才培养。鼓励采用合作办学、定向培养、继续教育等多种形式，创新高技术服

务人才培养模式。完善高技术服务学科设置，允许部分地区高校根据产业需求自行设置高技术服

务相关二级学科。鼓励高技术服务企业加大职工培训投入力度，提高职工培训费用计入企业成本

的比例。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完善技术入股、股票期权等知识资本化激励机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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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服务业人才评价体系，完善职业资格制度，加强人才科学管理。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

业，促进高技术服务业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

（七）深化对外合作。扩大高技术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承接境外高端服务业转移，完善

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引导外商投资我国高技术服务业。支持高技术服务企业 “走出去”，通过海

外并购、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市场，鼓励在境外设立研发

机构。推动政府间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保护高技术服务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进一步完善外汇、出

入境等方面管理，提升出入境检验检疫能力，促进高技术服务贸易发展。鼓励国内企业和协会参

与制定国际标准，支持高技术服务自主标准国际化。

（八）引导集聚发展。依托优势地区，着力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创业环境好、特色突出的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创新资源向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区汇集。

引导形成以龙头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高技术服务企业集群。支持建设一批高技术服

务产业基地，鼓励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引导和支持高技术服务企

业与制造企业互动发展，依托优势产业集群，完善配套服务。

五、加强组织落实

发展高技术服务业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重要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

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根据本指导意见的要求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落实措施，加大工作

力度，确保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高技术服务业发展

的协调指导，细化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加强监督检查，推动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又好又快

发展。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推进两化融合促进首都经济发展若干意见

及任务分工的通知

京政发 〔２０１１〕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现将 《推进两化融合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及其任务分工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二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推进两化融合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以下简称两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是党和国家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新的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本市已进入全面建设 “人文北京、科技北

京、绿色北京”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新阶段，产业结构日趋合理，服务经济和总部经济特征日

益明显。大力推进两化融合，是推动首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必然途径，有利于加快推进

重点产业智能化、高端化、低碳化、国际化发展，加快实现本市 “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

产”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此，现就推进两化融合，促进首都经济发展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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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思路与目标

（一）发展思路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内因驱动、分类引导的原则，以两化

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突破口，以激

发企业内在需求为动力，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形态，充分发挥政府引

导作用，优化两化融合发展环境。实施 “３３８”战略，即促进信息化与工业、服务业和农业三大

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转型发展和资源配置三大能力，开展八大重点工程，探索信息

化与经济发展全面融合的有效途径，促进首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二）发展目标

１．总体目标：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使北京成为

信息化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２．阶段目标：到２０１２年，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推进机制，形成企业主动开展两化融

合的工作格局，重点行业两化融合程度和带动效益明显提高。企业上网率超过８５％，信息化应用

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显著提升，大型企业普遍建立首席信息官 （ＣＩＯ）制度，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到５０００亿元；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涌现出一批通过两化融合实现快速发展的企业和一批建

立现代管理体制、实现转型发展的龙头企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信息化应用水平和自主创新

能力不断提高。

到２０１５年，信息化成为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实现经济形态的两个转变：一是进

入 “网络形态”，所有企业实现顺畅应用互联网，信息化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撑。二是

进入 “智能形态”，重点企业实现信息共享、高端发展，重点行业进入智能发展的轨道。

二、重点任务

（一）促进工业转型发展，建立新型工业体系

增强信息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本市重点

产业振兴规划，在企业技术改造中加强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推动柔性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

造和个性化制造等生产方式的变革，促进管理机制创新，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转型发展

效益。

１．基础产业。聚焦石化新材料与新能源产业，提高研发、生产及管理决策的信息化技术与

应用水平，支持企业节能减排与安全高效运行，实现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污染的新兴产

业转型发展。

２．装备制造业。实现装备产品数字化和智能化，推进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供应链管

理精细化和全程化。提升本市在高端数控机床设备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数控系统等关键技

术和产品的研发。

３．汽车产业。围绕整车制造企业，推进设计制造数字化，以及物流、生产管理等系统的集

成发展，支持开展协同设计制造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４．都市型工业。推动信息技术在食品安全、服装制造、数字出版、工艺美术等领域的深度

应用，鼓励个性化制造，实现产业高端化转型，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进一步健

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５．生物和医药产业。促进信息技术在现代中药、化学制药、医疗器械等优势领域和生物制

药、生物农业、工业生物等潜力领域的应用。支持企业建立工业生物技术共性服务平台、新药研

发系统性创新服务平台等关键共性技术平台。推动建立药品安全双向可追溯体系，支持将企业生

产控制与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等系统整合应用。

６．航空航天产业。提升产业快速研发、柔性生产和敏捷管理的能力，建立关键零部件数字

化和设计制造一体化的应用体系，提升协同研制及管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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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电子信息产业。聚焦新一代移动通信、嵌入式芯片、数字音视频芯片、集成电路设计和

平板显示等关键领域，加快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的集成平台建设，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带动配套产业聚集发展。

（二）壮大服务业规模，推动首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打造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生产性服务业基地，全面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

流通服务、商务服务等领域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与资源共享，实现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

合、互动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市场，促进企业管理创新，带动传统服务业优化升级。

１．金融业。强化信息化对金融创新服务的支持，完善后台服务支持体系，拓展金融服务市

场。加快建设并完善海淀稻香湖、朝阳金盏、通州新城与西城德胜等４个金融后台服务园区，推

进人民银行清算中心、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若干重点金融后台项目的建设与运行。以国家金融信

息平台项目为龙头，吸引汇集金融信息服务机构，拓展金融信息服务产业链，加快将丽泽金融商

务区打造成国际化金融信息中心。支持金融机构用信息技术完善后台支持体系，拓展电子商务、

手机银行等各类网上金融创新服务。

２．物流业。提升物流业专业化、信息化水平，增强物流枢纽吸引辐射作用。建设完善北京

公共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和物流科技支撑平台，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物流技术和信息系统，普及数

字化终端设备，扶持传统物流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推进电子商务与

物流业共同发展。

３．文化创意产业。推进三维仿真、宽带网络、协同设计等信息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

应用，支持行业创新发展。整合各类文化资源，打造北京文化创意品牌。鼓励企业应用文化创意

产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文化创意新兴业态，培育一批快速成长企业。

４．商贸服务业。提升商务领域信息化应用和管理水平，推进商贸流通业向国际化、高端化

方向发展。推动流通领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提高连锁经营和品牌经营水平，推进网上零售业快

速发展。鼓励企业应用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商业智能等系统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打造

知名品牌。

５．旅游业。促进旅游信息资源共享，加快基于网络的旅游产品创新，提升服务品质、效率

及全球化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信息网和信息服务体系，为壮大入境旅游市场和提

升国内旅游市场提供支撑。推广应用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预订和网上支付等新型服务

模式，提升旅游企业和景区的信息化服务水平。

（三）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

加快乡镇企业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农业集约化、精准化和设施化水平，积极发

展优质、精准、高效、生态的高端农业，全面支撑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推动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增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辐射带

动作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农业生物节能技术及管理相结合，发展低碳循环农业，引导特色农产品

电子商务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产权交易管理系统。促进休闲农业、民俗旅游等领域信息资源

的整合共享，提高民俗村、农业观光采摘园、京郊旅游景区的信息化服务水平。

（四）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促进首都经济实现创新发展

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型发展能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使两化融合成为促进首都社会

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

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 “北京创造”。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催化作用，提升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创新能力，打造一批自主创新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

企业。一是全面加强信息化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创

新，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力度。二是切实发挥信息化对设计产业的支撑作用，

着力提升工业设计能力，提高新产品开发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三是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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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成为全球信息产业创新高地，鼓励企业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掌握一批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两化融合共性关键技术，牵头制定一批国家标准。四是形成一批面向重点产业 （领域）大

型信息系统的世界一流的综合解决方案，大力发展工业软件，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

式软件、设计软件、控制软件、过程管理软件等应用产品。

２．提升转型发展能力，增强 “北京活力”。激发企业两化融合的内在需求，推进一批重点企

业率先实现高端化、低碳化、服务化转型，增强推动首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

“北京活力”。一是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引导企业将两化融合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把两化融合

的理念切实转变为企业管理者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动力。二是引导企业加快两化融合高端人才的

引进，加速培养既懂企业管理又懂信息化的优秀人才，着力提升依托两化融合实现快速发展的能

力。三是支持重点企业加大节能减排实施力度，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综合循环

利用能力。四是推动典型企业进行业务重组和流程再造试点示范，促进企业以质量、品牌、标

准、服务为重点，加快向物流、金融等领域延伸业务，引导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效融合，培育新型

业态。

３．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化 “北京影响”。强化北京在产业运行管控、市场调配及市场

交易、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全球影响力，打造新型市场。一是促进集团企业跨越式发展，加快建

立覆盖全产业链、辐射全国的集中控制系统，强化 “总部运营”能力，切实加强首都经济指挥中

心的地位。二是聚集、培育一批综合性和行业性的大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建立新型交易市场，

成为全球网络交易的重要节点。三是进一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立足北京、服务全国的能力，加强

金融、物流、科技、信息等领域服务系统和后台支撑体系的建设，促进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和

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四是深度开发经济贸易、科研创新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信息资源，吸引国际

信息资源及其加工活动在京聚集，加快北京国际信息服务中心建设。

三、重点工程

（一）制造业强化工程

支持一批重点行业优势骨干企业围绕产品创新、节能减排、产品质量管理及追溯等方面开展

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和集成化的升级改造。建立一批面向工业重点领域的网络协同设计、供

应链管理、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以京东方ＴＦＴ－ＬＣＤ８代线、新能源汽车等项目为代

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二）服务业提升工程

支持一批金融、物流、商贸、旅游等行业骨干企业围绕经营管理、金融服务、供应链管理、

电子商务创新开展信息化建设，提高互联网营销能力和网络化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和转型发展效益。建立一批面向重点行业的数字化创作、技术开发与测试等公共服务平台。推动

一批重点领域后台支撑体系及区域经济服务平台建设。

（三）农业优化工程

重点开展农业信息采集、精准作业、信息管理、智能决策、灾害预警等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支持核心芯片、高端传感器、电子标签等一批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领域

试点应用，加快农村休闲旅游资源服务平台等一批为农业服务的综合平台建设，扶持一批信息技

术应用示范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四）大型企业跨越工程

依据国家相关行业两化融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本市相应指标体系，并于每年组织测评，激

发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的主动性，促进跨越升级。重点推动国有控股公司等集团企业开展支撑业务

重组、资源整合、精细化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支持总部型企业建立一批重点行业运行指挥、管理

和决策中心。

（五）两化融合咨询引导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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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两化融合咨询服务体系，每年对一批骨干企业开展咨询活动，帮助企业理清需求、明确

路径、对接服务者，促进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六）中小企业推广应用工程

重点支持建设一批中小企业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健全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推广服务体系，

推动中小企业开展网站宣传、客户服务、供应链管理和电子商务应用。

（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工程

统筹推进电子商务发展，聚集一批面向全球市场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一批大宗

商品电子商务交易市场，扶持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子商务平台和龙头企业，完善一批支付结

算、交易保障、诚信服务、物流配送、安全认证等电子商务支撑体系。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电子商

务培训，引导应用创新，进一步扩大就业。

（八）智慧园区建设工程

推动重点开发区和产业园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光纤到企、随处接入、移动互联的无线宽

带覆盖。打造以园区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区域型精细化制造中心。推动园区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原材料供应、技术研发、市场开发等各运营环节的优化整合。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协调推进机制

建立本市两化融合协调推进机制，负责统筹两化融合相关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

问题，制定及监督落实两化融合年度计划，开展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

（二）研究制定政策措施

加大对两化融合的投入，探索资金补贴、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多种支持方式。鼓励企业推

行首席信息官 （ＣＩＯ）制度，推动中小企业应用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政策，研究制定加快骨干企业两化融合进程的激励措施，出台促进本市电子商务发展

的政策。

（三）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推动建立两化融合技术创新和服务联盟。对接北京海外人才聚

集工程，重点引进海外两化融合高端人才。发挥北京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资源集中的优势，建

立一批两化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开展两化融合系列培训。

（四）推进支撑环境建设

落实本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推动宽带网络、呼叫中心、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行政效能和信息透明度为切入点，继续完善电

子政务基础网络和服务平台，优化企业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培育

信息安全服务外包市场。

（五）加大宣传力度

总结和推广重点产业两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开展行业、区域两化融合交流活动和相关系列宣

传，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两化融合的良好氛围。

推进两化融合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任务分工

一、促进工业转型发展，建立新型工业体系

（一）推进制造业两化融合，做强本市工业

任务内容：结合本市重点产业振兴规划，推动柔性制造、绿色制造、智能制造、个性化制造

等生产方式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支持一批优势骨干企业开展两化融合升级改造。推动建立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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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工业重点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任务内容：发挥两化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引导作用，全面加强信息化与新能源、新

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创新。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壮大服务业规模，推动首都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三）推动金融业两化融合

任务内容：加快建设并完善海淀稻香湖、朝阳金盏、通州新城与西城德胜等４个金融后台服

务园区，推进人民银行清算中心、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若干重点金融后台项目的建设与运行。拓

展金融信息服务产业链，加快将丽泽金融商务区打造成国际化金融信息中心。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金融局

配合单位：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市发展改革委

（四）推动物流业两化融合

任务内容：建立完善北京公共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和物流科技支撑平台，推广应用先进适用的

物流技术和信息系统，普及数字化终端设备，扶持传统物流企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商务委

配合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

（五）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两化融合

任务内容：推进三维仿真、宽带网络、协同设计等信息技术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应用。鼓

励企业应用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技术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新兴业态发展，打造北京文化创意

品牌。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商市委宣传部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商务委、市文化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

（六）推动商贸服务业两化融合

任务内容：推进商务领域企业信息化建设，提高连锁经营和品牌经营水平，推动网上零售业

快速发展。鼓励一批重点企业率先实现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商业智能等系统集成应用。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商务委

配合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

（七）推动旅游业两化融合

任务内容：建设全市旅游信息网和信息服务体系，推广应用旅游在线服务、网络营销、网络

预订和网上支付等新型服务模式，提升旅游企业和重点景区的信息化服务水平。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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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市商务委、市文化局、市农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三、深化信息技术应用，建设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

（八）提升传统农业信息化应用水平，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

任务内容：提升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加强

乡镇企业信息化建设。引导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促进民俗旅游、休闲农业等领域信息资源

的整合共享。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农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旅游局

四、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九）加快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任务内容：推进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建设，鼓励企业对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掌握一批具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两化融合共性关键技术，牵头制定一批国家标准。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中关村管委会

配合单位：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十）提升重点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任务内容：在制造业等重点产业打造一批自主创新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做大做强一批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市教委、市商务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十一）大力发展工业软件

任务内容：形成一批面向重点产业 （领域）大型信息系统的世界一流的综合解决方案，研发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软件、设计软件、控制软件、过程管理软件等应用产品。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中关村管委会

（十二）加快引进两化融合高端人才

任务内容：对接北京海外人才聚集工程，重点引进海外两化融合高端人才。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人力社保局

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十三）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全国重点产业的服务能力

任务内容：加强支撑全国重点产业发展的金融、物流、科技、信息等领域服务系统和支撑后

台体系建设，促进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发展。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金融局、市商务委、市科委

五、夯实基础，重点突破

（十四）开展两化融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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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依据国家相关行业两化融合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本市相应指标体系，组织开展对

大型企业的两化融合评估，引导企业加快发展。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统计局

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旅游局、市文化局、市农委、中关村管

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十五）支持大型企业及国有重点企业加快两化融合建设

任务内容：支持大型企业及国有重点企业从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入手，加大两化融合推

进力度，提升整体核心竞争力。重点建设覆盖全产业链、辐射全国的集中控制系统。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资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农委、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

（十六）鼓励大型企业及国有重点企业建立首席信息官 （ＣＩＯ）制度

任务内容：鼓励大型企业及国有重点企业建立首席信息官 （ＣＩＯ）制度。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国资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农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十七）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开展咨询引导和人才培训

任务内容：建设两化融合技术创新、咨询服务体系和人才培训基地，加强对骨干企业的咨询

引导，帮助其利用两化融合提升竞争力，对企业管理者、技术骨干和员工进行重点培训。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教委、市科委、市商务委、市旅游

局、市文化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十八）深化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

任务内容：支持建设一批中小企业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健全中小企业信息化应用推广服务

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开展网站宣传、客户服务、供应链管理和电子商务应用。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商务委、市科委、市文化局、市旅游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

（十九）统筹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任务内容：研究制定本市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推进有关试点示范工

作。统筹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会展业、农业等产业中信息化与电子商务应用的协同发展，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组织中小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培训，带动扩大就业。大力培育和发展电子

商务服务业，引导应用和服务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建设一批服务全国的支付结算、

交易保障、诚信服务、物流配送、安全认证等电子商务支撑体系。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二十）推进现代流通领域的电子商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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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内容：推进本市现代流通领域的电子商务发展，拟定现代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发展的政策

措施和标准规范，促进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在流通领域的推广应用。促进面向消费者的新型网购

模式发展，创新服务内容。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商务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商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

（二十一）推进智慧园区建设

任务内容：重点推动一批开发区和产业园开展以物联网、无线宽带网络为核心的信息化基础

设施提升改造，完善园区服务平台，推动园区内信息资源共享，打造一批以园区龙头企业为核心

的区域型精细化制造中心，建设一批电子商务产业园。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六、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二十二）建立两化融合协调推进机制

任务内容：建立本市两化融合协调推进机制，负责协调重大事项，制定及监督落实两化融合

年度计划。

完成时间：２０１１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教委、市科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农委、市商务

委、市文化局、市国资委、市工商局、市统计局、市旅游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十三）研究两化融合政策措施

任务内容：加大对两化融合的投入，探索资金补贴、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多种支持方式。

鼓励中小企业应用第三方公共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研究推进企

业两化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市商务委、市农委、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二十四）加强两化融合支撑环境建设

任务内容：落实本市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健全信息安全保障

体系。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

配合单位：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

（二十五）加大两化融合宣传力度

任务内容：宣传和推广重点产业两化融合工作成果和成功经验，营造全市两化融合的良好

氛围。

完成时间：２０１２年底前

牵头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商市委宣传部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科委、市国资委、市农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文化

局、市旅游局、市统计局、市金融局、中关村管委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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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意见

京政发 〔２０１１〕１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精神，全面推进 “科技北

京”建设，充分发挥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快本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首都经济优化升

级，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及 《中共

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若干意见》 （京发 〔２００９〕１１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

（一）重要意义。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建设 “科技北京”、实现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

键环节，是将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工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促进大批科技成果

在京转化和产业化，为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但是，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还存在阻碍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些制度性问题，推动科技创新

的机制模式还需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市场环境还需进一步优化。因此，

必须从事关首都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化改革，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进一步建立完善有利于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体制和机制，这既是加快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首都经济优化升

级的紧迫要求，也是把北京建设成为创新型城市和国际创新枢纽的战略抉择。

（二）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首都城市功能定位，把握首都资源禀赋和

产业特点，服务好、利用好中央在京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在京转化和产业化。突出制度创新，充

分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的优势，在解决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深层次

矛盾和问题上有所突破。突出机制创新，认真把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良好环境。

（三）工作思路。坚持 “全链条、全要素、全社会”的工作思路，把握政府部门在科技成果

转化链条不同环节发挥作用的力度和重点；对科技成果、资金、人才、信息、政策、空间载体、

基础设施、市场等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促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新局面。建立和完善 “发现———评价———培育———推进”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

协调作用，实现多渠道发现科技成果，多因素评价科技成果，多途径培育科技成果，多主体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二、深化先行先试的创新试点，探索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制度性障碍

（四）开展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试点。强化高等院校校办或

与社会企业合办企业促进产业发展，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或以科技成果入股参与创办企业，转

化科技成果；在专业技术职称评聘中，确保一定比例的名额用于参与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的人员。强化对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考评。强化对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

成效的考评，将国有企业创新成效、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情况，纳入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

范围。

对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参与科技成果转化人员的股权和奖金奖励，应记入其

个人档案，作为对其考核、晋升或评审专业技术职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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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化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成果转化人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下属单位的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方案等相关材料，可以由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等单位决定。由市财政

局或市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单位，其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方案等相关材料由市财政局或市

国资委等负责审批。

（六）开展国有无形资产和科技成果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进一步处理好国有无形资产和科技

成果管理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的关系。完善科技成果在评估、对外投资、审批和变更等环

节的审批制度。对于科技成果形成的国有无形资产，探索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建立和完

善事业单位自主处置科技成果的相关制度，对于一次性处置单位评估价值或批量评估价值８００万

元人民币以下的科技成果，原则上由事业单位自主决定，报市财政局备案；８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

（含）的，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市财政局审批。

对财政性资金资助科研项目形成的科技成果，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按国家和本市有关

规定，项目承担者可自主决定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项目承担者所有。

（七）开展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企业转化科技成

果，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奖励，技术人员一次缴纳税款有困

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最长不超过５年。

（八）开展科研经费分配管理改革试点。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

分别与北京市政府确定的联合支持的新立项项目中选择部分项目进行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改革试

点，并与相关国家部委就试点有关工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一是开展间接费用补偿机制试点。在

总结科技重大专项列支间接费用的经验基础上，对试点项目中相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实行间接费

用补偿机制。二是开展科研项目分阶段拨付试点。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关键节点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拨款。三是开展科研项目后补助试点。对于具有明确的、可考核的产品目标和产业化目标的项

目实行后补助支持方式，在项目完成并取得相应成果后，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评估或验收后给

予后补助。四是开展增加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试点。完善试点项目中相关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预算调整程序，适当扩大科研单位在项目内部各支出科目间预算调整的权限，增加经费使用自

主权。

三、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力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机制与模式创新

（九）加强央地共建创新平台的工作力度。积极探索利用和整合首都科技资源的组织模式与

运行机制，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重要阵地，搭建首都创新资源平台，进一步整合首都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央企业、高科技企业等创新资源，采取特事特办、跨层级联合审批模

式，落实国务院同意的各项先行先试改革政策。依托首都智力资源优势，加强央地合作、校企合

作，高效配置和集成创新资源，努力将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资源优势，提升创新引领能力，

建立和完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关村人才特区建设、科技金融创新服务、政府采购创

新产品、政策先行先试、示范区规划建设等平台。加快推进 “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坚持需求拉

动创新，形成产学研用相结合、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等创新发展模式，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业化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激发创新资源活力，形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高端人

才、社会组织及政府 “六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局面。加快建设 “未来科技城”，依托大型中央企

业，吸引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位居前列的民营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国内外一流大学和创新人

才的重点实验室、研发机构入驻园区，形成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研发机构集群。大力推进与中央

单位共建成果转化平台的工作，构建高效运转、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服务体系，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十）深入推进各类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深化产业共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对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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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支撑与服务，帮助企业提高研发效率。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情报系统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信

息数据平台建设，健全创新成果的发现、跟踪和筛选机制，搭建技术成果与信息的供需对接、发

布与交流平台。支持技术转移中介机构提升服务能力，做好技术评价等服务业务。推进北京市服

务中央单位和驻京部队综合服务平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分平台建设以及生物医药、设计产业、高

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做好对接服务。

（十一）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聚焦北部研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及南部高技

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加快建设新兴产业基地。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

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创新资

源，建设一批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着眼于产业全链条、全要素和全社会多

元主体，集中力量、整体推动一批具有内在技术经济关联性的 “科技成果群”转化应用。

（十二）深化 “创新型企业”培育机制。大力实施中关村 “十百千工程”，实行 “一企一策”

支持方式，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十亿元级、百亿元级和千亿元级的规模企业。深入

推进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支持一批有规模的骨干企业、培育一批有潜力的创新型企业、

引进一批国内外重点企业。加大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支持力度，培育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高成

长企业；实施 “瞪羚计划”，形成一批 “专、特、精、新”的 “瞪羚企业”。

（十三）强化政府科技投入统筹机制。确保市、区两级政府用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财政

科技经费的增长幅度，不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市政府建立健全资金统筹机制，从科技

成果的研发、筛选、评价、信息发布，重大项目的立项、投资、产业化推进以及园区统筹布局和

相关配套服务等方面，明确各职能部门职责，共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十四）深入推进政府投入方式创新。创新投入方式，在综合运用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后

补贴和政府采购等方式的基础上，深入推进政府股权投资方式，探索政府资金使用新模式，坚持

“政府投资、市场运作、重在激励、及时退出”的原则，支持重大科技成果在京转化和产业化。

（十五）深化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改革。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项目主管部门应

当与项目承担单位约定该项目成果的转化期限，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实施。研究成果应当在成果

完成后一年内实施转化，一年内未实施转化的，可以由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参加人在不变更职务科

技成果权属的前提下，根据与本单位协议进行该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享有协议约定的权益。同

时，加强计划项目成果的信息公开工作。

（十六）深化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工作。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试点办法，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认定制度，对经认定的成果转化项目，通过专项资金进行支持，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强

自主创新，开拓市场，扩大规模，培育新的产业形态。

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全力营造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市

场环境

（十七）培育一批专业的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将技术市场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鼓

励成果转化服务机构拓宽服务领域，建立健全专业服务标准体系，引导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规范

化、专业化、网络化发展。推行北京技术转移示范基地挂牌制度，对成效显著、机制创新的服务

机构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加强科技孵化体系建设，引导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

创业园、中试基地、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孵化机构专业化、市场化发展，鼓励各类科技企业孵化机

构提升科技条件、技术转移、专业咨询、投融资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专业服务能力，与其他社会

资本合作并采取股权投资等形式参与在孵企业的孵化培育。

（十八）以市场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深入推进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鼓励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采用市场机制，向企业开放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自然科技资源、

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公共科技资源，鼓励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为企业提供检测、测试、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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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支持。推动高等院校、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转移技术

成果，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鼓励企业建设国家和本市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

（十九）充分发挥民营科技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积极支持民营科技企业通过公平

竞争，承担国家各类计划项目和基地建设任务，并在贷款、担保、贴息等方面为民营科技企业提

供支持。鼓励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研究机构搭建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向民营科技企业转化，帮

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采用股票期权等方式，激励科

技人员或经营管理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宣传力度，充分利用科技成果信息

公开网站及各种形式的博览会、交易会、新闻媒体宣传，让民营科技企业掌握更多的科技成果

信息。

（二十）强化政府采购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推广作用。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拓宽新技术、

新产品的市场渠道，通过首购、订购、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试验和示范项目、推广应用等方

式，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广泛应用，为其品牌塑造提供有力支撑。

（二十一）加大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支持力度。支持境内外个人和机构开展天使投资业务。

支持由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大型企业及其他投资机构出资的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和发展。市、

区 （县）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设立创业投资引导资金和基金，采取阶段参股、跟进投资、风险

补助等多种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二十二）完善科技金融服务环境。完善科技企业与银行信贷、科技保险和资本市场之间的

市场联动机制。深入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贷款补贴、科技保险补贴专项，支持重大科技

成果产业化项目通过担保融资、信用贷款、引入创业投资和战略投资者、到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和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等多种方式，持续融资和发展，真正实现与科技重大项目的对

接、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对接、与科技企业技术研发的对接。

（二十三）深化科技资源招商工作。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广泛调动园区、企业、投融资机

构以及科技中介机构等的积极性，以科技资源为纽带，通过建立科技资源信息系统和发布平台、

组织科技资源招商对接活动、开展科技资源招商全国路演等方式，创造条件，广泛吸引各地区优

质产业资本进入北京，与本市优质科技资源开展实质性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和产业化。

五、加强统筹协调，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组织保障体系

（二十四）完善统筹协作机制。深化 “科技北京”行动计划，培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都经

济技术合作新机制，充分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力量，真正破解科技资源分离、分隔、分散的问

题，协调解决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人才培养与流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加强 “央地合

作”，推动中央与北京市共同搭建不同层次、相互补充、推进创新发展的联动平台，实现与国家

部委、中央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中央单位科技资源对接，不断完善协调互动机制，共同

筛选重大科技成果，实施重大产业化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市属创新型企业联合中央单位积极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在京落地转化和产业化。

（二十五）推进立法进程。在归纳总结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加快做好本市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促进地方性条例立法相关准备工作，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转化

和产业化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法制环境。

二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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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国务院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

京政发 〔２０１１〕１７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中小企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的重

要力量，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基础。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０９〕３６号）精神，进一步发挥中小企业在保障改善民生、推动技术创

新、优化经济结构、扩大社会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现结合本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高度重视，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

（一）强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科学引领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战略部署和首都经济发展方向，以

服务中小企业科学发展为核心任务，优化完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融资环境和空间环境。应对

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首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程中

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小企业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领域和新型业态发展，为首都

率先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率先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二）鼓励中小企业参与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

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文艺演出、出版发行和版权贸易、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和交易、动漫游戏研

发制作、广告和会展、古玩和艺术品交易、设计创意、文化旅游、文化体育休闲等文化创意产

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本市重大科技项目建设，支持中小企业

参与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和环保、汽车、装备制造、都市型现代农业等产业振兴工程，

鼓励中小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中小企业加大清洁生产与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按照 “减

量化、资源化、再利用”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投资并参与低碳技术、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

（三）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结构调整

努力转变中小企业发展方式，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着力推进企业高端发展、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鼓励企业向专、特、精、新方向发展。综合运

用金融、环保、土地、产业政策等手段，继续推进对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企业和落后生产

工艺的搬迁调整，严格控制过剩产能和 “两高一资”行业盲目发展。

二、深化认识，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引导

加快推动 《北京市中小企业促进条例》立法工作。组织开展对中小企业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清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规章制度。研究明确对小型企业的扶持政策。

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纳入全市 “十二五”规划，编制 “十二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规划。有关部

门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动态等信息，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引导。

（五）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资金支持

设立市和区县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逐年扩大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规模，加强各部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资金的统筹，重点用于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服

·２８３· 北京工业年鉴



务平台和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开拓市场、扩大就业等。建立中小企业

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制。积极争取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研究设立本市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重点用于支持创新创业、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等方面。

（六）落实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小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除 《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所列商品外，

所需的进口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税。落实国家

对小型微利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中小企业因特殊困难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可以依

法申请在３个月内延期缴纳。

（七）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结合财政部关于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健全完善本市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相关

制度。在政府采购中关村自主创新产品工作中，完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产品 （服务）的政府采

购机制，并逐步把采购空间拓展至全市。加大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逐步提高采购中

小企业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比例。落实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相关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公平参与社会

公用事业等领域发展。

（八）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贯彻落实银监会关于小企业贷款的 “六项机制”和 “四单管理”等政策。鼓励金融企业加大

对中小企业呆账的核销处理力度。完善本市金融机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科学设定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研究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发放给符合条

件小企业的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风险补偿。

（九）做好中小企业权益保护和减负工作

坚持依法行政，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及其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

度，规范执收行为，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增加或变相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在市、区县两级政府设立

中小企业负担举报电话，完善监督制度。清理整顿涉及中小企业的收费项目，取消未按规定权限

和程序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政府性基金项目。涉及对中小企业的收费项目，在出台前须

征求中小企业代表及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意见。

三、创新金融服务机制，着力增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

（十）努力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健全本市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机制与绩效考核制度，加大创业扶持资金投入。制

定鼓励创业投资与股权投资发展的具体政策，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等各类项目的创业扶持力度。

积极争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投基金，加大对本市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支持。鼓励有条件的

区县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强对创业投资机构的引导。完善中小企业上市育成机制，制定支

持中小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具体政策，加强对符合上市条件中小企业的上市辅导工作，

对企业上市予以一定补助。深入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发展，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

点。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等融资方式，并予以一定补助。

（十一）继续改善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服务

鼓励银行延伸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服务网点，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对商业银行开展

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针对科技研发、文化创意、商贸服

务、工业生产等不同类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产品，完善抵质押物评估机制，推行商标权质押融资、

股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商品融资、联保联贷等融资方式。鼓励金融

机构优化小企业贷款流程，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鼓励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发

起设立村镇银行、其他农村小型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总结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经验，

加快推广至全市范围，支持符合标准的郊区县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鼓励银行、担保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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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开展委托贷款业务。探索融资租赁、典当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应用模式。

（十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加大市、区县财政支持力度，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

构。综合运用资本注入、扩大再担保资金规模、风险补偿和考核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融资性担

保公司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

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的政策。建立融资性担保机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担保机构扩大对

科技研发、文化创意等重点领域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业务。针对各有关部门为中小企业和担保机

构开展抵押物和出质的登记、确权、转让等工作，建立 “一站式”的优质服务机制。总结科技保

险试点工作经验，鼓励保险机构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保险产品。

（十三）加强信用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机制、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应

用机制，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信用等级。完善个人和企业征信系统，加强组织机构代码应用，为

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方便快速的查询服务。加强本市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宣传，培育中小企业

信用意识，推广中小企业信用报告及相关信用产品，构建失信惩戒、守信受益的信用约束机制。

四、创新产业用地机制，着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空间支持

（十四）建设一批小企业创业基地

支持区县、开发区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一批土地高效利用、公共设施齐全、配

套服务完善、带动作用明显的小企业创业基地。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现有闲置的商务楼宇和工

业厂房等改造建立小企业创业基地。支持大学科技园、专业化产业基地、农民就业基地等项目配

套提供创业孵化场所，支持高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各类技术发明人等高素质人才自主创

业。开展市、区县两级小企业创业基地认定工作，建立针对已有各类创业基地的互认机制，支持

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降低小企业创业成本。

（十五）打造一批中小企业产业集群

制定产业专业化布局指导政策，推进中小企业在高端产业功能区、工业开发区、文化创意产

业集聚区、金融后台服务区、特色商务服务区、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等不同类型园区的集聚发

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特色商务楼宇，完善服务功能，引导知识服务型和科技创新

型中小企业专业集聚。支持具有产业链协作配套关系的中小企业加强空间集聚。引导乡镇企业有

序转移与集聚发展。

（十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用地政策

在区域规划调整和新城建设中配套落实满足各类中小企业需求特点的发展空间，并纳入全市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土地供应计划。鼓励在开发区和企业集聚区建设一批适宜中小企业的标准化

多层厂房。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工业楼宇产权分割政策，切实加强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保障。

五、创新资源集成机制，着力改善对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

（十七）建设完善中小企业服务网络

建立健全市、区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构建市、区县两级协同、区域和行业全覆盖的中小企

业服务体系。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能力建设，加大资源集成力度，建立协同服务机制，重点开

展政策咨询、信息发布、情况反馈、权益保障、帮扶受理等各项服务工作。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

政务信息网络，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

（十八）建设一批专业化服务平台

在各区县、各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配套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与相应设施，引导社会优质资源入

驻，健全中小企业专业服务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在流通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

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发展。通过资格认定、业务委托、服务采购、奖励资助等方式，引

导行业协会 （商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中介机构、检验检测机构、咨询认证机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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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商务服务机构等各类社会服务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查询、技术创新、创业辅导等各种

专业服务。

（十九）建设一批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加强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建设，整合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检验检测机构、企业技术中心

等科技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实验室，建设一批适应中小企业发展需求的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提供技术研究、试验与检验检测等支持。支持技术转移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中小企业人才、

技术需求发布平台，建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发布机制，帮助中小企业开展科技成果引进、使用、

交易等活动。

（二十）支持中小企业加强联盟协作

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支持大企业通过协同研发、服务外包、订单生

产等方式，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设备、资金和市场支持。支持中小企业参与产学研用等各类产

业联盟。鼓励中小企业之间通过兼并重组、联营合作等方式加强优势资源整合。

六、创新企业发展机制，着力提高中小企业综合经营能力

（二十一）引导中小企业健全组织管理

鼓励中小企业按照现代企业模式进行建设或重组，建立产权明晰、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对

生产经营已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工商户、个人工作室以及各类非法人企业，积极引导其向法人企业

转变。对具备法人条件的中小企业，积极引导其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变，优化企业组织形式，完

善企业治理结构。

（二十二）支持中小企业增强研发能力

鼓励具备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或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联合体，构建企业

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设备，研制引领需求

的新产品。引导中小企业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研发资金按实际发生额列入成本 （费用）。对中

小企业由于技术进步需要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可按规定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二十三）支持中小企业加强市场开拓

落实国家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外开展

技术、产品、品牌等并购业务。扩大对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保费补助范围，提高补助率。支持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建立产品技术展示中心，参

与国内、国际大型展览展销活动。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承接重大建设工程。

（二十四）提升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素质

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家银河培训工程。建立政府资助引导、社会智力支持和企业自主需求相

结合的培训机制，鼓励管理培训机构创新培训方式、完善培训内容，支持中小企业提升人员素

质。支持中小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灵活的人才交流与合作机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

的高端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到中小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指导。支持中小企业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

和急需人才。

（二十五）引导中小企业加强经营管理

开展中小企业管理帮扶活动，支持中小企业开展管理咨询，推进管理创新。积极推进中小企

业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引导中小企

业健全财务控制制度，加强市场分析预测，增强品牌营销和风险防控意识，提高经营服务能力，

推进诚实守信经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经营模式，积极采取贴牌生产、服务外包、连锁经营、特

许经营等现代经营方式，拓展服务领域。

（二十六）推进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调动信息化服务运营商的积极性，开发和搭建行业应用平台，为中小企

业提供社会化服务。支持建设行业性、专业性和综合性的中小企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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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支持中小企业应用信息技术加强企业管理，深入开展电子商务应

用，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二十七）加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

实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广泛开展保护知识产权的宣传和指导，增强中小企业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中小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加强对其商标权、著作权、发明权等知识

产权的注册和保护，依法保护自主创新成果。支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专利查

询、申报指导、专利维权、诉讼代理等服务。加快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

力的企业。

七、创新政府管理机制，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十八）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组织领导

建立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领导

和政策协调。各区县也要结合实际建立本区县的相应工作机制，协调推进中小企业发展各项

工作。

（二十九）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分类指导

根据中小企业不同发展类型、阶段和规模的特点，建立健全分类指导机制。加大政策集成力

度，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重点加强对小企业、微小企业和初创型企业的支持，激发区域创业

活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支持一批具有良好前景的高成长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成功培育

一批具有技术远见和集成能力的高技术大公司。

（三十）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机制

统计部门要建立完善中小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制度，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运行分析，包括规模

以下企业的运行监测分析，定期发布中小企业发展数据和年度发展报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一

项长期战略任务。市有关部门、单位和各区县政府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实际情况，严格落实责

任，完善工作机制，尽快制定贯彻落实本意见的具体方案和措施。

附件：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分工表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附件：

有关部门和单位工作分工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部门 参加单位

１

强化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科学引领，鼓励中小企

业参与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

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有关部门、单

位和各区县政府

２
加快推动 《北京市中小企业促进条例》立法

工作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政府法制办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财政局、市统

计局

３

设立市和区县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逐

年扩大财政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规模，建立中小企业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评估机

制，研究设立本市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市财政局、市经济

信息化委、各区县

政府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 科 委、 市 商

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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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部门 参加单位

４ 落实国家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市财政局、市国税

局、市地税局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科委、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商

务委

５
健全完善本市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的相关制

度，落实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相关政策

市财政局、市发展

改革 委、各 区 县

政府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科委、市商务

委、 中 关 村 管

委会

６

落实银监会关于小企业贷款的相关政策，完善

本市金融机构小企业信贷考核体系，研究建立

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市金融局、市财政

局、市 经 济 信 息

化委

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 部、 北 京 银

监局

７ 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财政局、市审

计局、市监察局

８

健全本市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机制

与绩效考核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区县设立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加大创业扶持资金投入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财政局、市发展

改革委

市科委、市商务

委、市 金 融 局、

中 关 村 管 委 会、

各区县政府

９

制定支持中小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的具

体政策，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

试点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金 融 局、市 财

政局

北京证监局、市

科委、市商务委、

市工商局、市知

识产权局、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

北京银监局、中

关村管委会

１０

鼓励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

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其他农村小型金融组织、

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支持符合标准的郊区县

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

市金融局

人民银行营业管

理部、北京银监

局、市经济信息

化 委、市 科 委、

市商务委、中关

村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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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部门 参加单位

１１

采用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机构，建立为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

开展抵押物和出质的登记、确权、转让等工作

的 “一站式”服务机制，落实对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机构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市金融局、市经济

信息化委

市商务委、市财

政 局、市 科 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市 国 土 局、

市工商局、北京

银监局、北京保

监局、市国税局、

市地税局、市知

识产权局、人民

银行营业管理部、

各区县政府

１２
支持建设一批小企业创业基地，开展基地认定

工作并建立全市各类创业基地的互认机制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科 委、市 商 务

委、市财政局

市委宣传部、市

发展改革委、市

规划委、市教委、

市国土局、市环

保局、中关村管

委会、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各区县政府

１３

在区域规划调整和新城建设中配套落实中小企

业发展空间，并纳入全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

土地供应计划，研究制定中小企业工业楼宇产

权分割政策

市规 划 委、市 国

土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市发展改革委

１４

建立健全市、区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构建市、

区县两级协同、区域和行业全覆盖的中小企业

服务体系

市经济信息化委、

各区县政府
市财政局

１５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委宣传部、市

发展改革委、市

教 委、市 科 委、

市商务委、市农

委、市 财 政 局、

市 人 力 社 保 局、

市质监局、市金

融局、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中

关村管委会、各

区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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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牵头部门 参加单位

１６
支持中小企业加强研发能力，落实鼓励企业开

展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
市科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财政局、市国

税局、市地税局、

中关村管委会

１７ 支持中小企业加强市场开拓 市商务委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市财政局、市国

税局、市地税局

１８
支持中小企业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引进海内外

高端人才和急需人才
市人力社保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教委、市商务

委、市财政局

１９
支持中小企业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质

量管理水平
市质监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商务委、市工

商局

２０
加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实施中小企业知

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
市知识产权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 科 委、 市 商

务委

２１
建立本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协调机制，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分类指导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有关部门、单

位和各区县政府

２２
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机制，定期发布中小企

业发展数据和年度发展报告
市统计局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工商局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意见的通知

京政发 〔２０１１〕３８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现将 《北京市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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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关于加快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０〕３２

号）和 《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市经济

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将北京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策源

地，特制定本意见。

一、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本市率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的重要引擎

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对于本市率先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全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标杆和火炬手，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支撑国家创新中心建设的迫

切需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努

力掌握国际经济竞争主动的必然要求。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科技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城市，高技术

产业发展基础坚实，需要率先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增强产业核

心竞争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家创新中心，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和全国的创新发展，支撑创新型国

家建设。

（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

要途径。北京在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成本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创新驱动的倒逼机制加速形成，已

进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期。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利于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产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高起点构建符合首都经济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做

强 “北京创造”和 “北京服务”品牌，在更高起点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推动首都经济走上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轨道。

（三）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有力支撑。北京已进入向

世界城市迈进的新阶段。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为丰富和完善城市功能提供先进技

术支持、高端产品支撑和多元服务应用，进一步提高 “四个服务”水平，进一步集聚世界高端企

业总部、高端人才和国际活动，提升首都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加快推动建设充分体

现人文、科技、绿色特征的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经过多年发展，北京科技实力明显增强，高技术产业已成为北京经济的重要支撑，为培育和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创新制度安排、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与资本对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必须紧紧把握历史机遇，破解发展难题，加快培育

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根据国家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立足首都产业基础，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产业

基础好、技术能力强、带动效应高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部署，紧

紧抓住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和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机遇，牢牢把握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突

破口和主攻方向，以聚集整合创新资源为重点提升持续创新能力，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打造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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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以重大项目为着力点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为导向推进示范

应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统筹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环境，集中精力实现重点领域跨越发展，进一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柱地位，提升 “北京创造”和 “北京服务”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首都

经济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使北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策源地。

（二）基本原则。

１．统筹规划，重点推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凝聚强大的发展合力。坚持发

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提升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水平相结合、科技创新与实现产业化相结

合、支撑当前发展与提升长远竞争力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明确发展时序和发展

重点，在最有基础和条件的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加快形成竞争优势。

２．创新驱动，高端引领。着力推进原始创新，大力增强集成创新，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瞄准高端环节，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开展技术攻关

和标准创制，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３．资源集成，体制创新。加强创新制度建设，积极对接中央资源，争取国家要素落地，有

效利用好国外资源，支持和培育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充分挖掘地方经济潜力，发挥各

类主体的积极性，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４．需求拉动，政府引导。坚持以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为导向，处理好市场基础性作

用和政府引导推动的关系，加大政策引导力度，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和示范工程实施，从支持研发

向支持研发和提供市场并重转变，从支持供给向支持供给与增加需求并重转变，促进新技术、新

产品的产业化及应用。

（三）发展目标。到２０１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柱地位进一步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

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２５％左右，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

等领域形成若干千亿级产业集群，在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

备制造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形成一批百亿级产业集群，

打造一批年销售收入过５００亿的大型企业，涌现出一大批 “专、特、精、新”的中小企业。

到２０２０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增加值占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３０％左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关键核心

技术，凝聚一批领军型人才，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形成一

批拥有技术主导权的产业集群。

三、明确发展重点，加快形成支柱产业

按照 “创新驱动、高端发展、重点跨越、引领示范”的发展方向，构建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为引擎，以生物、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为突破，以新能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

为先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格局，深度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先发展。深化实施信息化基础设施提升计划，构建宽带、泛在、

融合、安全的信息网络，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等领域核心芯

片、高端装备及智能终端的研发和产业化，全面推进三网融合。突破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领域

的一批关键技术与先进成套制造工艺，实现规模化生产。大力发展高端软件，建立以运营服务平

台为基础的软件核心价值链。促进高端服务器、大型存储的产业化发展，推动物联网、云计算服

务等的研发和示范应用。创新网络运营和增值服务模式，大力发展创意设计、动漫游戏、数字内

容等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文化创意产业。

（二）生物产业跨越发展。坚持高端制造与研发服务并进，促进生物产业向支柱产业发展。

结合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开发、引进具有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化学药，加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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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疫苗、蛋白质药物、人源化抗体、生物芯片和诊断试剂等生物制药，

重点发展安全有效、使用方便的新型中药。发展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附加值高的高端诊疗仪

器及关键部件，发展智能化、小型化、家庭化的新型医疗器械。大力推进农业优良新品种选育，

突破生物制造领域关键技术。积极发展以生物技术研发外包为重点的生物技术服务业。

（三）节能环保产业规模发展。大力加强高效节能、先进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及装

备的研发，鼓励先进低碳技术应用。面向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重点开发推广ＬＥＤ （发

光二极管）等高效节能技术装备及产品，加快节能诊断、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监测及

管理等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发展固体废弃物处理和综合利用成套设备，提升污水处理与废水资

源化等领域的设备成套能力，大力培育集工程设计与建造、设备制造、技术服务和运行管理为一

体的系统集成商。推动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成果产业化和推广应用。完善资源回收体系，

加快推进餐厨垃圾、固体废弃物、废旧商品等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化发展，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再

制造水平。

（四）新材料产业特色发展。面向产业应用需求，重点发展新型功能材料、先进结构材料、

复合材料和纳米、超导、智能等共性基础材料。积极发展新型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及器件等信

息产业适用材料。推进发展汽车钢板、工程塑料、特种橡胶等汽车产业适用材料。着力开展高性

能锂电池、纳米纤维动力锂离子电池隔膜、大型风机叶片复合材料、新型太阳能电池材料等新能

源产业适用材料的研究。提升新型绿色建材、非晶材料等节能环保材料的发展水平。促进人工关

节、齿科材料、心血管外科用新型材料等医学材料的产业化。

（五）新能源汽车产业突破发展。加强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开发、规模生产、配套设施建设和

运营服务体系构建，打造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完善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等技术研发及

测试平台，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及充电技术标准、规范的制定，提升北京新能源汽车整车及关

键零部件的开发能力。以发展纯电动汽车为主攻方向，以发展混合动力汽车为补充，推动动力电

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等三大关键系统和关键附件的产业化，建设和完善整车平台，提高新能

源汽车产业化能力。统筹规划，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等配套基础设

施，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体系，扩大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规模。

（六）新能源产业高端发展。推动新能源产业实现关键技术突破、核心装备研制及产业化、

运行体系建设和重大示范应用，加快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巩固太

阳能光伏领域的研发和高端制造优势，推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

套工艺”的成果向太阳能电池工艺设备的延伸应用，推进晶硅太阳能ＰＥＣＶＤ （等离子体增强化

学气相沉积系统）和薄膜太阳能ＰＶＤ （物理气相沉积系统）、ＰＥＣＶＤ、ＬＥＤ刻蚀设备等关键设

备及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关键技术研制。拓宽太阳能光热应用领域。强化风电设备制造和系统集成

能力，提升检测认证和服务运营水平。积极发展风光互补发电技术，推动太阳能和风能混合发电

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发展新型核能技术，加快建设中核北京科技园，扩大核电高端技术服务产业

规模。提高地热能、生物质能等的技术研发水平与工程服务能力。试点建设适应新能源并网运行

的智能电网体系。

（七）航空航天产业集群发展。抓住国家大型飞机、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实施的契机，促进军民融合，规划建设航空航天产业专业集聚区。加快发展通用航空产业，形

成覆盖研发、生产、运营整个产业体系的通用航空产业链。以系统控制、航空技术和发动机为核

心，加快发展航空科技产业。促进产品、系统应用、运营服务一体的民用航天产业规模化发展，

支持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快发展面向应用需求的卫星遥感产业集群。

（八）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升发展。重点提升半导体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太阳能光伏及风

电装备、输配电与智能电网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等的成套能力。增强高档数控机床、自控系统与

精密仪器仪表、信息传输设备等的自主化能力。培育发展通用航空与航天、智能专用装备等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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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突破优势领域关键基础零部件的发展瓶颈，促进装备制造业向研发服务等高端环节延伸，

提升高端装备的系统集成能力。

四、提升持续创新能力，完善创新发展平台

充分发挥首都科技智力优势，加强创新制度安排，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构

建 “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平台为支撑、以新型产业组织为纽带”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一）完善中关村创新平台。统筹集成政产学研用等各方创新资源，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政

策先行先试，通过建立顺畅的创新资源衔接、联动机制，努力将科技智力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优

势。发挥中关村科技创新和产业化促进中心的作用，充分利用部市会商机制，搭建重大科技成果

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新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政策先行先试以及示范区规划建

设等重点工作的服务平台，形成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和政府协同创新

的服务机制。

（二）强化创新基础平台。鼓励在京研究机构积极承接国家科技计划，开展基础性、前沿性

技术研究，为国家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科技支撑。推进蛋白质、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

评价、航空遥感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依托中科院大设施，建设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加

快建设综合极端条件、北京先进光源预研、生物成像、分子育种研究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积极承接 “核心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

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

中力量突破关键共性技术。

（三）打造企业技术创新平台。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发挥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作用，

结合 “十百千工程”、“瞪羚计划”、“Ｇ２０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发展工程）”等高技术企业培

育工程的实施，选择３００家以上重点企业，以 “一企一策”的方式提升重点企业的技术创新水

平，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以企业为主体，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

重点领域创制一批新标准，加快建立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行业标准和重要产品技术标准

体系。加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在物联网、云计算、生物、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领

域共建一批国家和市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突破一批重大关键

技术，到２０１５年，市级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实验室达到５０家和２００家以上。完善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联合研究机构通过委托研发、技术许

可、技术转让、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开展多要素、多样化的政产学研用合作。

（四）壮大新型产业组织平台。鼓励以龙头企业、优势企业为核心，以产业链为基础组建产

业技术联盟、知识产权联盟等新型产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推进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成果转

化、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作用。重点推进云计算、物联网、生物技术外包、诊断试剂等新兴领域的

产业联盟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产业联盟牵头组织全国性产业联盟。加强企业、院所、高校的全面

创新合作，依托中关村科学城内的高等院校，重点推进工业技术研究院、网络产业研究院、现代

轨道交通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

五、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打造新兴产业高地

统筹城市空间战略调整和功能优化配置，全面推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集中力

量打造 “两城、两带”，按照 “专业突出、产业集聚、功能聚合、土地集约”的基本原则，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和创新成果产业化为抓手，着力促进高端产业的集聚发展和低

端产业的置换退出，深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布局优化，加快形成若干产业链完善、规模效

应明显、特色鲜明的百亿级和千亿级产业基地，显著提升北京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对区域发展的

辐射带动作用。

（一）加快建设数字电视产业基地。以ＴＦＴ－ＬＣＤ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８．５代线的建设

为核心，加快建设数字电视产业园，加快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和品种完善，集聚玻璃基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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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驱动电路、背光模组、偏光片以及内容开发运营等上下游产业，打造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规模较大的数字电视产业集群。积极引导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发展，推动

ＬＥＤ、ＯＬＥＤ （有机发光二极管）、电子纸、激光显示等新型显示产业项目在专业化园区集聚建

设。到２０１５年，数字电视产业园销售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上。

（二）巩固提升移动通信产业基地。继续推动星网工业园、望京通信创新园等园区发展，加

快以无线通信终端核心芯片研发及整体解决方案开发为主的移动硅谷产业园建设。积极参与新一

代移动通信标准创制，在核心芯片、系统设备、终端产品、运营服务等方面加速产业布局。依托

智能移动终端产品先进制造中心等建设，推动自主品牌智能移动终端产品规模化生产，开发适应

３Ｇ／４Ｇ （第三代移动通信／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和移动互联网需求的软件平台，实现智能移动

终端与多媒体应用内容和增值服务平台的结合。到２０１５年，形成２个销售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

上的专业化园区。

（三）做强做大软件产业基地。结合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和国家软件出口基地的建设，加快建

设中关村软件园二期、中软软件园、用友软件园、北航软件园、金蝶软件园、中国动漫游戏城等

一批特色软件产业基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操作系统、通用数据库、中间件、信息安全软件、专

用基础软件和重点领域应用软件，推广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水平高的软件产品和行业解

决方案，增强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积极推动软件外包业务发展，建设覆盖全

市、辐射全国的软件外包服务平台。到２０１５年，形成１～２个销售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以上的集

聚区。

（四）完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打造集设计、制造、封装、测试、装备于一体的集成电路产

业集群。推进１２英寸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扩产建设和工艺技术能力提升，实现４５纳米及以下产品

的批量化生产，为自主集成电路关键制造装备材料和先进工艺提供验证平台。提升生产线的技术

服务能力，引进具有先进封装测试能力的专业厂商，建设产业链各环节互动发展的产业园。增强

集成电路设计园ＥＤＡ （电子设计自动化）服务平台的功能，扩大服务范围，构建完善的集成电

路公共服务体系。到２０１５年，集成电路产业基地销售收入达到５００亿元。

（五）壮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重点建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亦庄

生物医药产业园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围绕蛋白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集聚一批生物

领域的研发资源。推进ＣＲＯ （研发服务外包）临床研究平台、蛋白抗体药物ＣＭＯ （生产服务外

包）平台、化学药ＣＭＯ平台、临床前试验动物与动物试验平台、医疗器械核心部件研发生产平

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新型疫苗、基因药物、重大疾病诊断试剂的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建

设，积极推进中医药 “十病十药”研发项目，到２０１５年，争取１～２个国家一类新药实现产业

化，获得６～１０个中药新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形成销售过十亿的 “重磅”单品种２～３个，国

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销售收入达到７００亿元。

（六）优化发展新材料产业基地。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的发展方向，瞄准高端产业

的材料需求，重点建设燕房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和中关村永丰国家级新材料技术成果转化及

产业化基地。以石化基础产业为支撑，以国内外领先的工艺技术为依托，重点引进高端、高效、

环保、可持续的项目，发展面向航空航天、电子、汽车零件、精密机械等产业应用的化工新材

料，打造集研发、生产、加工和集散为一体的南部石化新材料产业集群。以促进新材料科技成果

产业化为重点，吸引知名实力型企业和研究院所入驻，发展非晶材料、稀土永磁材料等新型材

料，打造自主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北部新材料产业集群。到２０１５年，新材料产业基地销售

收入达到１０００亿元。

（七）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加快昌平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产业工程基地、采育新

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园、窦店高端现代制造业产业基地等园区建设。完善纯电动乘用车关键系统、

关键附件及整车的研发平台建设，推动基础设施设备研发及制造。做大做强本市重点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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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吸引国内外优势整车制造及关键零部件企业落地，发展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形成包括标

准、电机、电控、电池、整车制造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到２０１５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销售

收入达到３００亿元。

（八）打造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在通用航空领域推动工程化

平台建设，建设通用航空工程研究中心和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推进中航工业北京航空产业园建

设，加快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复合材料等一系列重大项目布局，构建以航空制造业为核心，

以航空物流业为主干，设计研发、制造、物流等多个行业为一体的航空产业园。打造中关村航天

科技创新园，吸引卫星导航、卫星遥感、深空探测、载人航天、空间科学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公

司和研发中心入驻。到２０１５年，航空航天产业基地实现销售收入达到５００亿元。

（九）提升高端装备产业基地。以产业链构建为重点，围绕整机企业，积极引进和培育关键

部件及基础元器件等配套企业。以９０／６５ｎｍ大角度离子注入机、９０／６５ｎｍ刻蚀机、ＭＯＣＶＤ （金

属有机化学气相沉积系统）等核心装备研发和产业化项目为重点，建设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基地。

以顺义临空经济区为依托，建设数控机床产业基地。以丰台和房山二七产业园、地铁车辆修造基

地等为依托，建设轨道交通产业基地。以三一产业园为依托，建设智能装备产业基地。以延庆新

能源产业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风电产业园、昌平风电产业园、平谷马坊绿色能源产业基地等

为依托，建设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以国家环保产业示范园为依托，建设节能环保设备产业基

地。到２０１５年，形成销售收入５００亿元的高端装备产业群。

六、推动创新成果应用，大力实施示范应用工程

围绕保障和惠及民生、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运行保障能力以及缓

解资源环境制约等四大重点需求，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示范应用项目，着力推进 “三大试

点城市建设、六大示范应用工程”，形成 “产城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一）三网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工程。围绕构建信息高速网络和打造信息通信枢纽城市的需要，

统筹规划，分阶段推进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实施，全面推进网络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提升社会信

息化应用水平。探索建立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的三网融合业务运营体系，广电运营单位建设

和管理ＩＰＴＶ （交互式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的内容平台和集成播控平台，试点开展电信业务；电

信运营商提供ＩＰＴＶ传输服务和手机电视分发服务；同步实施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加快建设下一

代电信网和互联网，推进实施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应用工程，按照三网融合的要求，逐步建设融合

化、互联互通、可管理与高可信度的综合信息网络。到２０１５年，家庭用户网络宽带接入达到１００

兆，社区及商务楼宇网络宽带接入达到１０００兆，高端功能区及重点企业用户网络宽带接入达到１

万兆，全市无线宽带覆盖率达８０％，基本建成 “无线城市”，有线电视双向网络实现全市域覆盖，

互动高清电视接入率达到７５％以上。创新多样化服务模式，大力培育网络电视台、音视频分享网

站、专业内容聚合网站等内容服务商，发展基于三网融合的政务服务、社区资讯、远程医疗、远

程教育、数字电视宽带上网等信息增值服务。

（二）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工程。面向抢占新一轮信息技术竞争制高点的

需要，加快推进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试点方案和 “祥云工程”行动计划实施，建设世界级的云计

算服务城市。加快云计算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着力扶持一批自主、安全、高效的云计算基础设

施服务、平台服务和软件服务。到２０１５年三类典型服务形成５００亿元产业规模，带动产业链形

成２０００亿元产值。稳步推进万万亿次北京超级云计算中心和多层次云计算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着力扶持祥云大厦、亦庄云谷、中关村软件园等云计算产业聚集区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云计算产业基地。面向电子政务升级改造、城市交通管理和人口管控的需要，加快建设 “政务

云”，重点推进 “首都之窗”云平台、城市智能交通云平台、综合防灾减灾及应急管理云平台等

建设，形成６～８个政务云服务中心。面向行业应用需要，以生物医药产业的基因测序、汽车制

造产业的仿真测试等关键应用为重点建设 “制造云”，以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功能为基础建设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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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云”，以安全认证、现代物流和信息服务为重点建设 “商务云”。推进 “科教云”服务体系建

设，重点利用云计算技术建立教育数据中心，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优质教学信息资源共建

共享。

（三）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工程。面向增强国际商贸服务功能的需要，积极推进国家电子

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打造国际枢纽型电子商务城市。大力支持服务于电子商务的支付结算、安全

认证、交易保障和物流配送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个人和企业征信与信用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网

上商城，扩大电子商务消费，扶持Ｂ２Ｂ （商业机构对商业机构）、Ｂ２Ｃ （商业机构对消费者）、

Ｃ２Ｃ （消费者对消费者）电子商务企业品牌化发展，积极探索和发展Ｇ２Ｂ （政府电子采购）等电

子商务新模式。到２０１５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占全市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到２５％以上。鼓励企业

积极应用电子商务，推进服务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１０～２０家中小企业工业化、信息化融合行业

服务平台建设。到２０１５年，使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超过６０％。规范、发展千亿元规模的大宗

商品电子交易市场，大力推进金融街、商务中心区、通州、石景山、中关村、亦庄等电子商务集

聚区发展。

（四）物联网示范应用工程。围绕特大型城市提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的需要及保障改

善民生的迫切需求，加快推进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应用物联网示范工程建设。率先实施 “１

＋１＋８”应急管理应用示范工程，建设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物联网应用辅助决策系统，为全

市城市安全运行和应急管理提供精细化动态信息服务和辅助决策支撑。建设市物联网应用支撑平

台，实现各部门物联网应用信息的接入、汇聚和整合。加快研究和推进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

医药品管理等涉及民生方面的应用。围绕烟花爆竹流向实时跟踪管理、燃放期间综合保障和燃放

后环境整治三方面，推进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综合管理物联网应用示范。围绕城市安全运行所涉及

到的供水、排水、电力、燃气和热力等城市生命线系统，推进城市生命线实时监测物联网应用示

范。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工业企业等四类高危行业领域，推进安全生产物联

网应用示范。推进重点关键区域综合管理物联网应用示范，实现区域内人、地、物、事的实时监

测和智能分析。针对大客流冲击、极端天气和治安防范等事件，推进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物联网应

用示范。推进雨、雪、雾霾等极端天气条件下道路交通保畅物联网应用示范。推进城市运行保障

和应急抢险车辆卫星定位管理物联网应用示范，实时掌握应急指挥、通信保障、大型抢险救援和

城市运行保障等车辆的位置信息和行驶轨迹。推进区县和社区综合监管物联网示范应用。加快物

联网产业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北邮感知大厦、网融大厦、物联大厦和石景山物联网产业园的

建设。

（五）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工程。紧密围绕缓解首都交通拥堵的迫切需求，在信号控制、综合

监测、信息诱导服务、停车管理、车辆动态管理、基础支撑保障等方面推进六大工程建设，构建

智能交通系统，提高通行效率。开展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城乡一体化工程。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全市

所有路口的信号系统覆盖和联动协调控制，公交信号优先系统范围基本覆盖公交车辆运行密集的

主要大街和城市主干道。开展交通综合监测系统扩建工程，到２０１５年，建成２０００套电视监控设

备，新增１６００个双向交通综合监测断面、３０００套固定式交通违法监测设备、１０００套公交车道违

法监测设备和５００套交通流检测设备。开展交通管理公众信息服务与诱导扩展工程，到２０１５年

新建成室外诱导显示屏５５０块，通过网络、短信、广播等多种信息发布手段，形成一整套立体

化、多层次、个性化的动态信息诱导服务体系。开展交通组织优化与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工程，建

设交通组织优化与仿真系统，构建北京市停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到２０１５年新建成路侧停车智

能管理系统１０００套，扩大ＥＴＣ （电子收费）覆盖范围。开展智能交通物联网示范工程，建设物

联网交管服务平台，深入开发并逐步完善平台功能，实现对全市车辆的动态感应和有效控制，促

进车驾信息资源在社会领域的全面应用。开展基础支撑保障工程，建设交通综合分析与应用系

统、智能指挥调度集成系统、异地容灾备份中心，推进机房等科技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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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工程。面向形成汽车产业竞争新优势的需要，以 “十城千辆”示

范应用工程建设和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推广为契机，引领全国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

探索推进整车租赁、电池租赁等多种新兴商业运营模式，建立租赁服务、电池梯次利用与回收再

利用体系，培育一批优质的服务企业和专业化电池回收企业。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在公共服务领

域，集中建设熊猫环岛、航天桥、小营、四惠、马家楼等充 （换）电站；在个人消费领域，集中

建设电池更换示范站、１００座快速充电站和３．６万个慢速充电桩，配套建设２座电池回收处理站、

１０座专业维修服务站、２座信息采集处理站和示范运行管理信息化平台。加大政府采购力度，鼓

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为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提供信贷、担保等金融支持。促进纯电动公交大客车在公

共交通领域的普及应用，推广纯电动汽车在环卫领域的示范应用，在市政、出租、邮政等公共服

务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到２０１２年，新能源汽车在公共领域的示范应用规模达到５０００辆。

积极推进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鼓励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到２０１２年私人领域新能源

汽车应用力争达到３万辆。

（七）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按照国家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整体部署，加强与国家电网公

司的战略合作，开展智能电网的试点建设。实施未来科技城智能电网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满足智

能电网标准的２座２２０千伏和５座１１０千伏变电站，推进建设分布式电源接入及微电网、超导输

电、配电自动化、智能小区／楼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营业厅互动化、智

能需求侧管理、智能电网可视化平台、物联网及通信信息网络、智能路灯及监控系统等项目。积

极推动智能电网建设标准和规范制定，推进新能源发电并网与智能调度、大容量储能调峰、电动

汽车智能充电等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加快推动平谷兆瓦级垂直轴风力发电机、昌平高压直流输电

等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推进智能电网在重点区县的试点建设，加快建设延庆绿色能源示范县，

加大顺义智能电网住宅区示范力度，实现新能源、分布式电源的就地消纳接入和并网运行。

（八）太阳能示范应用工程。以实施 “金色阳光”工程为契机，积极推动太阳能光伏领域研

发平台创新成果和设备的示范应用，提升太阳能产业的应用水平。实施２０万千瓦光伏发电工程，

重点建设延庆３０兆瓦、密云２０兆瓦等一批大型光伏电站项目，推进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２０兆

瓦等一批光伏屋顶项目，示范建设建筑一体化太阳能幕墙光伏发电系统。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太阳

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超过２０万千瓦。实施百万平米光热利用工程，全面推动太阳能光热系统建

筑一体化应用，鼓励太阳能光热与其他新能源相结合的综合应用。重点推进太阳能光能热水、阳

光浴室等示范应用项目。到２０１５年，实现太阳能热水系统利用面积达到９００万平方米。

（九）轨道交通装备示范应用工程。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加大轨道交通成熟技

术和装备在全国的推广应用力度。在轨道交通新建线路上推广应用ＢＴＣ （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

统）和轨道交通Ｂ型车，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运行控制

系统、轨道交通自助服务设备和中低速磁悬浮技术及装备。在轨道交通亦庄线ＣＢＴＣ信号控制系

统示范工程的基础上，加快推进自主品牌的轨道交通Ｂ型车在轨道交通房山线上的示范应用、中

低速磁悬浮技术在轨道交通Ｓ１线 （门头沟线）上的示范采用和１００％低地板技术的现代有轨电车

在轨道交通西郊线上的应用。推进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二期、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驾驶系统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应用等重大项目建设，提高轨道交通运载能力和安全性，逐步建立起成套能力较强

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和发展提供支撑。

七、加快先行先试，完善保障措施

紧抓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契机，用足用好国家赋予的各项先行先试政策，结合

本市产业发展实际，积极对接中央资源，争取国家要素落地。整合首都创新资源，挖掘潜力强化

制度安排，着力推进创新成果转化，加快政策、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资源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倾斜，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完善财税政策配套。推进财政资金支持方式的机制创新。针对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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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贯彻落实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１＋６”系列政策中税收、科研经费、股权激励

等方面的先行先试政策，制定完善实施细则，加大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财税政策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倾斜力度。落实国家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在本市５００亿元重大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资金中统筹安排２００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创新能力建设、基地建设、示范应用等。

（二）强化科技资本对接。逐步完善覆盖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全过

程的金融服务体系。落实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推动本市参股设立的创业投资基金运作，设立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鼓励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资本市场形成更具影

响力的 “中关村板块”。建设国家统一监管下的全国场外交易市场，推动建立资本市场转板制度。

促进境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开展投资业务，引导风险投资投向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针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

（三）加快人才特区建设。贯彻落实中关村示范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推进人才特区

建设。加快落实国家 “某某计划”及本市 “海聚工程”、“高聚工程”等人才引进政策，面向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人才需求，重点在科研、创业及中介服务等方面引进一批领军人才及团队。大力开

展政产学研用联合培养人才试点，推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 （青年英才）创新实践基地建

设，培养一批高端人才。建立健全人才任用、评价、激励和流动制度。在户籍和出入境、医疗、

保险、住房、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对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人才给予政策倾斜，

营造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四）健全知识产权体系。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

的积极作用，推动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应用相结合。引导企业注重研发过程中的知识产

权保护，鼓励企业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支持企业和技术联盟构建专利池。推进ＰＣＴ专利申请

与国际接轨，促进产业标准与国际水平的对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侵权预警和风险防范机制，

鼓励行业协会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推进中国技术交易所建设。发挥中关村国际标准大厦

的集聚效应，搭建标准创新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专利专题数据库和知识产权基础信

息库。

（五）增强科技服务支撑。完善创业、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支撑服务体系。鼓励和引

导技术转移中心、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国家大学科技园、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各类创新服务机构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专业运营、平台支撑，为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创业

咨询、科技咨询、技术转移和投融资等服务，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的孵化功能。

鼓励发展科技咨询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等，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咨询、信息咨询、投融

资咨询、技术交易等多元化服务。

（六）培育发展民营经济。支持和培育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研究制定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调动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参与

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市场准入机制，通过放开市场准入和业态管制，为

民营经济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潜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等国家创新计划，扶持引导民营资本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成果转化。鼓励民营企业总部在京

聚集，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

（七）提升开放合作水平。深度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提升开放合

作水平。鼓励和引导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积极吸引跨国

公司总部在京发展，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京设立研发机构。设立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充分

利用国际创新成果。鼓励企业在境外开展联合研发和设立研发机构，积极探索在海外建设科技和

产业园区，支持本地企业以市场开拓、认证合作、国际化品牌培育为重点积极开展国际经营，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投融资。吸引各类国际组织落户北京，牵头创建专业类、地区性国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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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积极组织国际会议、展览和论坛，塑造有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品牌。

（八）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积极培育市场，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和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新

技术新产品政府采购和应用推广服务，在本市３００亿元的政府采购总额中，统筹安排２００亿元资

金，采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消费模式，积极推进电子商务、合同能源管理、现

代废旧商品回收利用、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租赁等新型商业模式。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完

善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和产品准入标准。完善并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法规标准，积极推行能效标识制

度，推动建立和完善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促进三网融合高效有序开展的政策和

机制。

八、加强统筹协调，做好组织落实

按照 “突出重点、集中精力、分步实施、持续推进”的工作方针，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任务

落实和宣传引导，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一）统筹协调，构建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工作机制。对接国家部际协调机制，由市

领导牵头，建立北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工作机制，依托中关村创新平台，加强对重大问题

的沟通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区县及相关产业园区建立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市、区县、产业园区

形成合力、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强化落实，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的出台和重点任务的完成。围绕本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重点工程，组织编制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项规划和产业

布局指导目录，引导各区县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发展

格局。加快研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建立项目准入退出机制和战略性新产业统计监测

制度。加大对资金、人力、土地等资源的统筹力度，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重大项目落地建

设、重点示范应用工程顺利实施。完善项目的储备、筛选与管理机制，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库，切实做到规划一批、实施一批、储备一批。

（三）加强宣传，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广泛宣

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引导中央资源、国际要素资源、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地方

经济四类主体，共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重视培育创业企业家精神，营造 “鼓励创

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北京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支持高技术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京政发 〔２０１１〕７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批复精神，充分发挥本市科技

创新资源优势，全面推进 “科技北京”建设，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推动首都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意见。

一、为进一步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快推进重大自主创新成果在京转化和产业化，本市强

化政府资金统筹机制，探索政府资金使用新模式，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统筹资金中试

行股权投资方式。

二、为扶持和鼓励高技术企业发展，根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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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号）等有关规定，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支持企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继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制度，对经认定的成果

转化项目，予以重点支持，推动企业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

三、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创新资源，建设一批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和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四、对在本市进行发明创造并实施，为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予以奖

励。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专利实施等方面因特殊困难需要获得帮助的，可以

申请政府财政资金资助。

五、为鼓励企业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有关规定，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进一步推动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工作。

六、为鼓励技术转让，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继

续落实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七、为进一步加大对专业孵化基地和在孵企业的扶持力度，继续开展专业孵化基地和在孵企

业认定工作。对经认定的专业孵化基地和在孵企业予以支持。

八、为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建立 “北京地区产业技术创新示范联

盟”认定工作机制。由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示范联盟认定工作。对符合地区产业发展需

求的联盟技术研发项目，优先列入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予以支持。

九、继续深化股权激励改革试点。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中，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

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成果转化人员，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股权和分红激励试点工作。

十、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９日发布的 《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若干规定的通知》（京政发 〔２００１〕３８号）同时废止。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进一步促进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发 〔２０１１〕４２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实施。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进一步促进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

　　为落实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京政发 〔２０１１〕

１５号）关于研究建立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长效机制，２０１５年底前淘汰老旧机动车４０万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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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进一步促进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不断改善首都空气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本方案所称老旧机动车是指使用６年及以上且未达到现行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的载客汽

车、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车 （不含黄标车）。

一、工作思路、目标和实施方式

（一）工作思路

以改善空气质量和实现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总量减排为目标，创新工作机制，依托市场交易平

台，通过经济鼓励和强化监管相结合方式，促进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优化机动车存量，实现机

动车污染减排目的。

（二）工作目标

实现 “十二五”期间淘汰老旧机动车４０万辆以上，削减机动车排放氮氧化物１万余吨。

（三）实施方式

对淘汰老旧机动车车主给予政府补助，引导汽车生产企业对淘汰老旧机动车并更换新车的车

主给予企业奖励。通过第三方交易办理平台，办理政府补助和企业奖励凭证发放工作。

二、政府补助、企业奖励范围和标准

（一）政府补助范围和标准

１．补助范围。对淘汰 （转出本市和提前报废）老旧机动车的车主发放政府补助，重点淘汰

国家第一阶段和国家第二阶段排放标准车辆。其中转出车辆需要定期参加机动车检验且检验结果

合格。在京中央国家机关、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财政供养单位车辆，以及摩托车和低速载货

汽车的淘汰，不享受政府补助。

２．补助标准。补助标准按照机动车车型和使用年限区别确定，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

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政府补助具体标准见附件１。

（二）企业奖励范围和标准

１．奖励范围。淘汰老旧机动车的车主在更换新车时，以企业奖励凭证冲抵车款方式获得企

业奖励，企业奖励新车车型必须是第三方交易办理平台公示车型。企业奖励车辆不包括摩托车及

低速载货汽车。

２．奖励标准。企业奖励标准由各汽车生产企业按照平均标准不低于政府补助额度的原则自

行确定，并根据客、货机动车以及销售价格划分档次。企业奖励建议标准见附件１。各企业在第

三方交易办理平台内公布的新车销售价格应为市场指导价格。

三、具体实施办法

（一）搭建第三方交易办理平台

委托第三方搭建交易办理平台，设立一个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和若干个实地业务办理网点。根

据相关授权，由第三方负责审核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有关信息，对符合条件的车主办理政府补助

和发放企业奖励凭证，并提供相关服务。交易办理平台具体功能及第三方工作职责见附件２。

（二）政府补助、企业奖励申领程序

车主完成老旧机动车淘汰后，通过网上或业务办理网点申请获得企业奖励凭证，更换新车时

使用企业奖励凭证在汽车销售单位兑现企业奖励，新车注册登记后，再回交易办理平台办理政府

补助。如车主承诺只淘汰老旧机动车，不购置在交易办理平台上公示的新车，交易办理平台审核

后办理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企业奖励申领及办理具体工作流程见附件３。

（三）交易办理平台费用

政府购买第三方交易办理平台提供的服务，并为交易办理平台提供一次性开办费用；交易办

理平台日常运行费用由第三方向汽车生产企业提供服务所收取的交易费用支付，交易费用标准为

１００元／车。

四、组织机构及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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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成立市老旧机动车更新淘汰工作协调小组 （以下简称协调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布置相关

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成员单位包括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国资委、市工商局、市金融局、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和各区县政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负责监督指导第三方交易

办理平台日常工作。

（二）职责分工

１．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监督老旧机动车交易费用收费执行情况。

２．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推进汽车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监测、分析汽车产业经济运行态势。

３．市财政局负责监督审核老旧机动车是否属于财政供养；配合相关部门制定政府补助资金

方案，拨付政府补助资金；监管交易办理平台补助资金办理情况。

４．市环保局负责全程监督管理交易办理平台工作。根据污染减排计划，制定年度淘汰老旧

机动车目标；会同市财政局制定淘汰老旧机动车政府补助额度；监督审核车辆环保标志和新车环

保目录；统计分析老旧机动车淘汰等相关数据；严格车辆排放检测。

５．市交通委负责加强 “绿色车队”建设和使用，督促营运老旧机动车加快淘汰更新；审核

营运车辆是否符合相关能耗标准。

６．市商务委负责监督报废车辆解体回收有关信息审核；规范机动车报废行为；指导报废解

体企业完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方便车主交车和办理相关手续。适时研究出台车辆

强制淘汰办法。

７．市国资委负责监管交易办理平台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运行情况；会同市金融局共同监管交

易办理平台资金。

８．市工商局负责规范二手机动车交易行为；加强对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交易秩序的监管；

指导二手机动车交易市场提供优质高效的老旧机动车过户服务。

９．市金融局负责引导和规范交易办理平台相关交易行为，协调相关金融机构加强对交易办

理平台资金的监管，推动老旧机动车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

１０．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监督审核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及参加年检情况；及时提供

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明细信息，并协助市环保局统计分析老旧机动车数据；对转出老旧机动车再

转回本市的，若不退还补助资金将不予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严格老旧机动车安全检测。

１１．各区县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老旧机动车淘汰任务目标，宣传动员车主及时淘汰老

旧机动车，督办淘汰进度。

五、相关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工作，密切配合，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监督指导交易办理平台运行。

（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媒体，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政策宣传，让群众充分了解老旧机动

车淘汰更新政策。要继续加强对机动车安全和尾气排放的执法检查，提高车辆维护保养水平。

（三）第三方必须本着公开、公平原则，不断完善交易办理平台工作程序，提高服务质量，

及时总结经验，为建立完全市场交易模式创造条件。

（四）各汽车生产企业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认真履行企业奖励承诺，监督汽车销售单位及

时兑现企业奖励，防止欺诈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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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政府补助和企业奖励建议标准

（２０１１年８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一、政府补助标准

转出老旧机动车补助标准 （单位：元）

车辆使用时间

　车辆类型
６～８年 ８年以上

载
客
汽
车

载
货
汽
车

微型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小型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中型 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大型 １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微型 ２５００ －

轻型 ３０００ ２５００

中型 ７０００ ５０００

重型 １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报废老旧机动车补助标准 （单位：元）

车辆使用时间

　车辆类型
６～８年 ８年以上

载
客
汽
车

载
货
汽
车

微型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小型 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中型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大型 １４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微型 ３０００ －

轻型 ３５００ ３０００

中型 ７５００ ５５００

重型 １０５００ ８５００

注：１．６－８年是指机动车登记注册之日起至办理淘汰手续之日止。

２．８年以上是指机动车登记注册之日起至办理淘汰手续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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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奖励建议标准

不同价位客车企业奖励建议标准 （单位：元）

车辆价格 １０万及以下 １０～１５（含）万 １５～２０（含）万 ２０～３０（含）万 ３０万以上

建议标准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１．可向上浮动不超过２０％。

２．排量１升 （含）以下的微型客车可向下浮动２０％。

不同价位货车企业奖励建议标准 （单位：元）

车辆价格 １０万及以下 １０～１５ （含）万 １５～２０ （含）万 ２０万以上

建议标准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２５００～４０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附件２：

交易办理平台具体功能及第三方工作职责

　　授权第三方 （北京环境交易所）搭建交易办理平台，设立 “北京市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管理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平台信息系统）和若干个实地业务办理网点，方便车主办理相关手续。交

易办理平台功能及第三方工作职责如下：

一、交易办理平台功能

（一）基本功能

按照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授权，通过平台信息系统为车主审核办理政府补助及企业奖励凭证。

（二）服务功能

实时发布新车奖励信息，提供老旧机动车处置渠道信息和实物处置、金融产品等服务，增强

汽车生产企业与老旧机动车车主间的信息沟通，提高办理便利性，吸引更多汽车生产企业及老旧

机动车车主积极参与，促进二手车交易及新车销售。

１．信息发布。通过平台信息系统，以政策介绍、办理手续、新车奖励、老旧机动车处置等

内容为主，为老旧机动车车主、汽车生产企业、二手机动车经营经纪公司、汽车报废解体企业提

供信息服务，吸引更多汽车生产企业和老旧机动车车主参与。

２．二手机动车转出。为车主提供老旧机动车转出一条龙服务，包括实时详细的二手车处置

信息、公平透明的老旧机动车转出模式和快捷迅速的办理手续。

３．报废解体。吸收本市具有正规回收资质的报废汽车拆解企业参与，为通过平台信息系统

报废解体老旧机动车的车主，提供便利快捷的老旧机动车报废解体服务，缩短小客车指标置换获

取时间。

４．新车销售。汽车生产企业为淘汰更新老旧机动车的车主提供新车介绍和企业奖励信息，

更换新车 “一条龙”服务 （具体模式各企业自行确定），缩短淘汰老旧机动车车主申请小客车指

标及更换新车手续办理时间。

５．金融产品。提供金融产品，更换新车的车主可获得优惠贷款贴息和贷款担保服务。

二、第三方工作职责

提供办公场所和人员、软硬件设备等相关条件。通过平台信息系统和业务办理网点，为淘汰

老旧机动车的车主办理政府补助和企业奖励凭证，监督企业奖励资金发放。同时提供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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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处置、金融产品等服务。

受环保、公安交管、商务和财政等部门委托，负责审核车辆环保标志、车辆参检信息和淘汰

更新情况，以及车辆是否属于财政供养。审核交易办理平台新车销售价格是否与汽车生产企业市

场指导价一致。

附件３：

政府补助、企业奖励申领办理工作流程

　　一、车主须提交的材料

（一）车主身份证 （原件和复印件）或单位组织机构证书 （原件和复印件）。

（二）淘汰老旧机动车的行驶证 （复印件）或机动车登记证书 （复印件）。

（三）更换新车的，须提供新车发票、新车机动车登记证书。

（四）由委托代理人办理申领手续的，还须提供车主委托书或单位法人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 （原件和复印件）。

二、淘汰老旧机动车并更换新车工作流程

（一）车主淘汰老旧机动车 （转出本市或送具有正规资质的解体厂报废）。

（二）车主通过业务办理网点或平台信息系统查看相关信息，选择在交易办理平台公示的奖

励车型。

（三）车主向交易办理平台提出淘汰老旧机动车补助、奖励申请。

（四）通过审核的车主可通过平台信息系统自行打印或业务办理网点领取拟购买车辆对应的

企业奖励凭证。

（五）车主在更换新车时，凭企业奖励凭证申请企业奖励。各汽车生产企业利用平台信息系

统在汽车销售单位查询核实并发放企业承诺奖励，车主予以确认。

（六）车主持新车发票等相关材料向交易办理平台申领政府补助。审核合格后，政府补助资

金划拨至以车主名义设立的开户银行账户 （单位）或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储蓄账户 （个人）。

（七）每月末交易办理平台向汽车生产企业提交月度报表，汽车生产企业支付交易办理平台

交易费用。

具体流程见下图：

车主将老旧机动车转出本市或送具有正规资质的解体厂报废

↓

车主网上或办理网点填写提交老旧机动车淘汰政府补助、企业奖励资金申请

↓

交易办理平台审核车主信息，政府各部门监督审核

↓

交易办理平台向车主公示审核结果

↓

车主选购新车并通过平台信息系统打印或办理网点领取企业奖励凭证

↓

车主持企业奖励凭证到汽车销售单位购置新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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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售单位将车主所购置新车的信息上传交易办理平台

↓

车主到业务办理网点提交老旧机动车淘汰及新车更换有关材料，申请政府补助

↓

审核合格后１５个工作日将政府补助资金划拨至以车主名义设立的

开户银行账户 （单位）或指定银行活期储蓄账户 （个人）

三、淘汰老旧机动车工作流程

（一）车主淘汰老旧机动车 （转出本市或送具有正规资质的解体厂报废解体）。

（二）车主向交易办理平台提出淘汰老旧机动车补助申请。

（三）车主持相关材料通过交易办理平台申领政府补助。审核合格后，政府补助资金划拨至

以车主名义设立的开户银行账户 （单位）或中国建设银行活期储蓄账户 （个人）。

已淘汰老旧机动车并领取过政府补助的车主，如另行购置新车，不再享受企业奖励，交易办

理平台也不再受理车主其他申请事项。

具体流程见下图：

车主将老旧机动车转出本市或送具有正规资质的解体厂报废解体

↓

车主在网上或办理网点填写提交老旧机动车淘汰政府补助资金申请

↓

交易办理平台审核车主信息，政府部门监督审核

↓

审核通过后车主到业务办理网点提交相关资料

↓

符合条件的于１５个工作日内，将政府补助资金划拨至以车主名

义设立的开户银行账户 （单位）或指定银行活期储蓄账户 （个人）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主要污染物

总量减排工作方案的通知

京政办发 〔２０１１〕６０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十一五”时期，国家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对各地提出了明确

要求。本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紧紧抓住 “绿色奥运”筹办机遇，积极落实各项

污染减排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３９．７３％和

２０．６７％，超过了国家下达的２０．４％和１４．７％的减排任务，减排比例位居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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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五”时期，国家考核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指标由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两项扩

大到四项，增加氮氧化物、氨氮两项减排指标；减排领域在工业、城镇生活的基础上，新增机动

车和农业两个领域。“十二五”时期，本市人口、能源和资源消耗仍然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进一

步减少污染物排放面临着 “增量”持续增加和 “存量”削减空间收窄的双重压力，形势严峻。如

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不仅国家下达的污染减排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环境质量难以得到持续

改善。

三、各区县、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把污

染减排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

任，加大工作力度。要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综合采取法律、经济、政策、技术等手段，发挥

政府主导、企业主责、市民参与的整体合力，控制污染物增量，削减污染物存量，确保实现 “十

二五”污染减排目标，推动首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与能源结构优化调

整、人口规模适度增长相结合，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坚持把健全法规体系、完善奖励政

策与分解落实责任、加强督查考核相结合，强化污染减排激励约束机制；坚持把深化结构调整、

强化污染治理、加强监督管理与依靠科技进步、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构建污染减排工作新格

局；大力推进以 “能源清洁化”、 “污水资源化”为重点的各项污染减排措施，确保实现 “十二

五”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进一步改善首都环境质量。

（二）主要目标。到２０１５年：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９．０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０年的１０．４万吨减少１３．４％以上；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１７．４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８万吨减少１２．３％以上；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１８．３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０万吨减少８．７％以上 （其

中工业和生活排放量减少９．８％以上）；

———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２．０万吨以内，比２０１０年的２．２万吨减少１０．１％以上 （其中工业

和生活排放量减少１０．２％以上）。

二、强化污染减排目标责任

（三）合理分解污染减排指标。综合考虑区域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污染减排潜力、环

境质量改善需要等因素，将全市污染减排目标分解到各区县政府、市各有关部门和各重点排污单

位。各区县政府要结合实际将市政府下达的污染减排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明确街、乡 （镇）、

有关部门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县政府

（四）健全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修订完善污染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健全统

计核算与监测方法，强化数据的有效性审核，提高污染减排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加强氨氮、

氮氧化物排放统计监测，建立农业源和机动车排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各相关部门完善减排统计

数据交换机制和共享机制，确定核查期内全市和各区县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常住人口、能源消费

总量 （含煤炭消费量、天然气消费量）、畜禽养殖数量、机动车保有量及报废量等数据，作为减

排核查核算的基础。做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的核算和汇总分析。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统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水务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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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委、市农业局、各区县政府

（五）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把区县目标考核与部门、企业目标考核相结合，把落实五年

目标与完成年度目标相结合，把年度考核与进度跟踪相结合。各区县政府、市各有关部门每年要

向市政府报告污染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市政府每年组织开展区县政府、市有关部

门和重点排污单位污染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污

染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和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纳

入政府绩效考核和国有企业业绩管理，实行问责制和 “一票否决”制，并对成绩突出的区县、单

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监察局、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各

区县政府

三、控制新增污染物排放量

（六）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妥善处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完善人口管理

制度，建立人口发展协调机制，促进人口规模适度增长，控制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物排放

增量。

责任单位：市人口计生委、市发展改革委、各区县政府

（七）控制煤炭消费总量。进一步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减少煤炭消

费总量。基本建成覆盖新城、重点工业开发区、园区和产业基地的天然气供应管网；新建项目原

则采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不再新建、扩建使用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的建设项目。鼓励引

导使用太阳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减少小煤炉燃煤使用量。到２０１５年，全市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在２０００万吨以内。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市政市容委、市环保局、各区县政府

（八）抑制机动车过快增长。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乘坐公交出行。加强机动车总量调控

并引导合理使用，根据机动车需求状况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小客车年度增长数

量和配置比例。到２０１５年，全市机动车保有总量力争控制在６００万辆以内。

责任单位：市交通委、市环保局、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九）适度发展畜禽养殖业。在综合考虑本市环境承载能力和保障农产品供应的基础上，合

理控制全市畜禽养殖总量，优化养殖业空间布局，提高规模化养殖比例，减少散养，控制农业水

污染物排放增量。

责任单位：市农委、市农业局、相关区县政府

四、落实重点污染减排措施

（十）推进高污染企业和落后工艺退出。适时发布本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调整搬迁不

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行业和企业，淘汰退出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进一步压缩水泥生产能力，关

停４家水泥生产企业，水泥生产规模控制在７００万吨以内。调整搬迁北京东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东方化工厂、北新集团建材股份公司、北京市翔牌墙体材料公司、北京市西六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等企业。逐步退出冲天炉铸造、电石法制乙炔等高污染落后生产工艺和平板玻璃等污染行业。关

停工业开发区 （园区）以外规模较小的化工、造纸、石灰石膏、砖瓦等生产企业。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环保局、相关区县政府

（十一）加快推进能源清洁转型。建成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四大燃气热电中心，替代国

华北京热电分公司、京能热电公司、大唐北京高井电厂燃煤机组。加快推进城六区２０蒸吨以上

及部分分散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现有燃煤设施基本完成改造；东城区、西城区结合旧城改

造，基本完成剩余平房、简易楼居民采暖改用清洁能源工作，２０１５年底前城六区基本实现无燃

煤。加快推进郊区县新城、重点镇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具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条件的市

级及以上工业开发区 （园区）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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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市政市容委、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规划委、各区县

政府、市热力集团、市燃气集团

（十二）全面实施烟气脱硫脱硝治理。燕山石化公司完成催化裂化装置烟气脱硫工程。加快

推进郊区县大型燃煤集中供热中心建设，配套建设脱硫脱硝设施。新建燃气热电厂全部实施低氮

燃烧和烟气脱硝治理。保留的水泥厂全部实施水泥窑低氮燃烧和烟气脱硝工程改造，综合脱硝效

率达到６０％以上。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相关区县政府

（十三）进一步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进一步提高本市新车排放标准，力争２０１２年底前执行

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并按地方标准配套供应相应油品。采取综合措施，大力促进老旧

机动车淘汰更新，“十二五”期间淘汰老旧机动车４０万辆以上。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交通委、市商务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市质监局、各区县

政府

（十四）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中心城区建成投运郑王坟、清河第二、定福庄等污水处

理厂，新增日处理能力９０万吨以上；完善中心城区污水收集管网，基本实现城市生活污水全收

集，中心城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８％。郊区县建成投入运行沙河、黄村二期、马池口等污水处理厂，

新增日处理能力４０万吨以上，新城和重点镇污水处理率达到９０％。工业开发区 （园区）配套建

设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快污泥处置设施建设，基本实现污泥全部无害化处理。加强初期雨水收

集处理，减少城市降水面源污染。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委、市国土局、各区县政府、市排水集团

（十五）加大污水资源化利用力度。改造提升现有设施，强化脱氮除磷。完成中心城高碑店、

小红门等８座现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出水主要污染物指标达到地表水ＩＶ类标准。新建大型

污水处理厂全部按再生水厂标准建设。工业生产、市政杂用和景观环境要优先使用再生水，到

２０１５年全市再生水利用量超过１０亿立方米，再生水利用率达到７５％。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各区县政府、市排水集团

（十六）加强农业畜禽养殖污染减排。鼓励畜禽养殖污染物统一收集、集中处理。推动规模

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雨污分离系统，采取干清粪收集方式，粪便生产沼气或有机肥，污

水深度处理后达标排放。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配套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的比例达到８０％

以上。

责任单位：市农委、市农业局、相关区县政府

五、加强污染减排监督管理

（十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重点行

业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前，必须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对

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重点减排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实的地区和企业，以及未建设废水集中处

理设施或者集中处理设施废水排放不达标的工业开发区 （园区），实行阶段性环评限批。对未通

过环评审查的投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

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不得发放贷款，有关单位不得供水、供电。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

质监局、市安全监管局、市水务局、北京银监局、各区县政府、市电力公司

（十八）加强重点治污设施监管。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强化重点污染源监督管理，确保污

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对主要污染物超标严重的重点环境监控企业予以通报。

电厂、水泥厂等重点工业污染源及郊区县燃煤集中供热中心要安装运行管理监控系统和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控系统，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息，实现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日

处理能力１万吨以上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要安装完善的运行管理监控平台和进、出水在线监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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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定实施城镇污水处理厂绩效考核办法，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和污染物削减情况进行

评估考核，其结果作为核拨污水处理费的重要依据。对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收费政策不

落实、污水处理厂建成后一年内实际处理水量达不到设计能力的６０％，以及已建成污水处理设施

但无故不运行的区县，暂缓审批新增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建设项目环评，暂缓下达有关项目的

市级建设资金。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水务局、市财政局、各区县政府

（十九）加强污染减排执法监督。组织开展污染减排专项检查，督促各项措施的落实，严肃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对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未按要求淘

汰落后产能、减排设施未按要求运行等行为，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对有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处理。实行污染减排执法责任制，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等行为，严肃追究有关主管部

门和人员的责任。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监察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县政府

六、完善污染减排保障体系

（二十）完善财政和价格政策。加大财政预算内投资和财政环保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加快污

染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和能力建设，对重点污染减排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或财政补

贴。加大财政性资金 “以奖代补”和 “以奖促治”力度，完善污染减排奖励办法，继续对 “三

高”企业和落后产能退出实施奖励政策。加强乡镇污水处理厂运行财政资金保障，加大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粪污综合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完善促进污染减排的

价格政策，研究调整排污收费标准，制定施工工地扬尘排污收费方案。继续对燃气等新能源发电

项目执行电价疏导政策，并开展节能减排发电调度。研究调整污水处理费和再生水价格，将污泥

处理费用逐步纳入污水处理成本。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水务局、市农业局、

各区县政府

（二十一）强化金融支持力度。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污染减排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鼓励金

融机构创新适合污染减排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模式。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贷款门槛，将企业

环境违法信息纳入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监部门信息披露系统，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贷款及证

券融资联动。推进高环境风险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积极开展银行绿色评级，将绿色信贷

成效与银行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评价、机构准入、业务发展相结合。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金融局、北京银监局、北京保监局

（二十二）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与排污交易试点，建立健全排污权交

易市场，加快形成能够反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发挥排污权交易在污染减排中的市场

作用。搭建机动车排放交易平台，推进机动车排污权交易市场形成，促进淘汰老旧机动车机制健

康发展。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金融局、相关区县政府

（二十三）加快污染减排关键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积极开展水泥窑、集中供热燃煤锅炉的

烟气脱硝、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研究适应实施国家第Ｖ阶段机动车排放标

准的油品性能指标和车辆达标技术路线。加强深度脱氮除磷、污水资源化、畜禽养殖粪污综合治

理与利用、污泥和垃圾渗滤液处理处置等污染减排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污染防治领域的国际交

流与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环保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责任单位：市科委、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市政市容委、市水务局、市

农业局

（二十四）加强污染减排管理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市、区 （县）、街 （乡、镇）污染减排三级

管理体系，强化职责，充实人员，加强培训。推进环境监察机构和环境监测机构标准化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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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高污染源监察执法和监测监控水平。加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污染检测和减排

管理能力建设。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委、市农业局、各区县政府

（二十五）动员全社会参与污染减排。通过各种媒体，积极宣传污染减排对改善环境质量的

重要性、紧迫性，宣传本市采取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发挥媒体的引导和监督作

用，宣传污染减排先进典型，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深入开展污染减排全民行动，倡导绿色、低碳

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生活习惯。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首都精神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区县政府

附件１：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大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附件２：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附件１：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大气主要污染

的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区　县 二氧化硫削减比例 氨氧化物削减比例

东城区 ２０％ １３％

西城区 １５％ １０％

朝阳区 ２５％ ２０％

海淀区 ３０％ ８％

丰台区 ３０％ １０％

石景山区 ５０％ ４０％

门头沟区 １２％ １５％

房山区 １２％ １５％

通州区 １５％ １０％

顺义区 １２％ ６％

昌平区 １２％ １２％

大兴区 １２％ ６％

平谷区 １０％ １５％

怀柔区 ８％ ８％

密云县 ８％ ６％

延庆县 ８％ 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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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水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方案

地　区

化学需氧量削减比例

其中工业

和生活

氨氮削减比例

其中工业

和生活

中心城区 ８％ １５％

海淀北部地区 １０％ ５％

丰台河西地区 ４０％ ３５％

门头沟区 １２％ １２％ ２０％ ２０％

房山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通州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顺义区 １４％ １０％ １３％ １０％

昌平区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大兴区 １５％ １５％ １１％ １０％

平谷区 １６％ ２０％ １８％ ２０％

怀柔区 １５％ ２０％ １７％ ２０％

密云县 １６％ ２０％ １３％ １０％

延庆县 １６％ ２０％ １７％ ２０％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０％ ０％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转发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１０号

各区县经济信息化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各相关企业：

近日，市安委会办公室下发了 《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京安办发 〔２０１１〕２号），对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部署。现将 《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高度重视，结合单位实际和职责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

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

二一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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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文件的通知

京安办发 〔２０１１〕２号

各区县安委会，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现将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安委办明电 〔２０１１〕４号）转发给你们，

并结合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结合深入贯彻落实 《北京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京政发 〔２０１０〕４０号）精神，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分口把守，切实加强春节和全国 “两会”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全面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即日起，各区县、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层层发动，

周密组织，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治理行动，及时排查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有效防止

各类事故的发生。

二、开展专项检查，加强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监管工作

一是开展以消防隐患排查为重点的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要针对当前火灾易发、高发

等特点，加强高层建筑、在建工程、地下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及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宾

馆饭店、旅游景点、商场网吧、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强

安全防范。要特别重视对地下空间生产经营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出口、安全疏散通道、安全指

示标识、消防栓、灭火器、消防中控、防火分区用卷帘门以及应急演练等方面情况的检查，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

二是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要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全监

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０〕５３号）

精神，从经营、运输、储存、经销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着手，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合执法机

制，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防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产品流入市场，教育引导群众文明安全

燃放烟花爆竹。特别是在烟花爆竹经营、经销和储存方面，要严格落实零售网点规划设置，提高

销售大棚的安全稳固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批发、销售非法烟花爆竹产品行为。要继续抓好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特别要强化对生产经营企业储存设施、物

料管道、物料输送传动设备的检查，严防遇强风倒塌、冻裂泄漏等造成爆炸、火灾和中毒事故。

三是突出抓好交通运输和供气、供热设备设施的安全监管工作。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的监

督检查，严防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和无证无照、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根据客流量和

气候特点，精心组织运力，并做好雨雪降温天气应对工作。要重点加强对外埠进京车辆的安全检

查，并对高速公路、国市道、山区公路及交通流量大、事故多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要对道

路、铁路、道口、桥梁进行全面检查，加强全天候、全过程的安全监护和管理，同时要完善并落

实铲冰除雪工作预案，确保冬季道路畅通。要加强对市政热力设备设施和锅炉、压力容器的安全

监管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人口密集区、城乡结合部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巡视检查，针对冬季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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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综合部署，突出重点防范工作。

四是全面加强建筑施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格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和建筑施工

队伍资质审查管理制度，加强建筑企业资质及人员资格动态监管，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取消

施工资质，严肃查处建筑企业违法违纪行为。认真落实防火、防风、防滑、防触电和防煤气中毒

的 “五防”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冬季室内施工进行监管，抓好防护设施、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

明火作业的安全管理。要强化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严查非法违法行为，特别要做好节日期

间停产后的复产验收工作，达不到标准的不得复产。

五是确保春节假日旅游安全有序。根据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 《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春节

假日旅游工作的通知》精神，突出抓好出行安全，及早制定运力调配和客流疏导方案，特别是应

对雨雪冰冻、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加强旅游客运监管和交通设施维护，严查非法运

营和超时超载运营，严防发生重特大旅游交通事故。要加强对大型活动的安全管理，认真落实

“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管理”的原则，严格制定并落实各项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措施，

严防火灾、踩踏等群死群伤事故。要全面开展对旅游道路交通、旅游客车、缆车、索道等运载工

具和游艺设备，滑雪、蹦极等旅游项目，以及易发生踩踏、火灾、食物中毒等场所的隐患排查、

预案演练和现场疏导工作。

三、强化应急值守、认真落实值班工作制度

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春节和全国 “两会”期间的应急值守工作，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认真落实值班制度。要严格执行２４小时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遇有突发事件或事

故，确保信息及时准确上报。要密切关注互联网、新闻媒体披露及群众举报的事故信息，组织人

员及时核查，对情况属实的事故要及时按规定上报并妥善处置。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预警预报、协

调联动工作机制和通报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好应急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

应急资源的落实工作。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第五次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安委办明电 〔２０１１〕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

中央企业：

１月１８日，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温家宝总理在部署一季度工作时就安全生产工作再

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岁末年初是各种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要高度警惕，切实加强管理；落实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突出抓好煤矿、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化工等重点行

业安全监管，加强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安全防范，全力做好交通安全、建筑安全、消防安全、

学校安全、娱乐场所安全工作，查找隐患，堵塞漏洞，坚决遏制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节

日期间值班制度，保持安全生产信息畅通，及时处置各类紧急情况。张德江副总理在国务院安委

会全体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并就做好当前安全

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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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尤其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确保全国各族人民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节日，实现 “十二

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良好开局，现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切实增强搞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进入２０１１年以来，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１月１～

１９日，全国发生各类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９４起，同比增加１２起，上升１４．６％，其中较大事

故９０起，同比增加１２起，上升１５．４％；重大事故４起，同比增加１起，上升３３．３％。事故涉及

多行业、多领域：道路交通６１起、消防火灾７起、渔业船舶５起、烟花爆竹６起、煤矿２起、

危险化学品３起，中毒、触电、坍塌、高处坠落、锅炉爆炸等事故１０起。特别是山东省日照市

“１·３”渔船被撞沉重大事故，１０人下落不明；河南省许昌市平顶山客运总公司 “１·１１”重大

交通事故，死亡１６人、受伤２３人；湖南省长沙市高叶塘西娜湾宾馆 “１·１３”重大火灾事故，

死亡１０人、受伤４人；湖北省武汉市康宏实业公司服装厂 “１·１７”重大火灾事故，死亡１４人、

受伤４人；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 “１·１２”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死亡９人、受伤２人；中石油吉

林石化矿区 “１·１７”天然气爆炸，死亡３人、受伤３０人；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 “１·

１９”闪爆事故，失踪３人、受伤５２人等７起事故造成伤亡人数多、社会影响大。以上事故暴露

出一些地方和企业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和 “三超”现象仍未得到遏制，企业主体责任不落

实、现场管理不严格、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监督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各单位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尤其是重特

大事故的发生。

二、突出重点行业 （领域），认真排查治理隐患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单位要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针对煤矿、非煤矿山、交通

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建筑施工、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行

业 （领域），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一）切实抓好煤矿安全工作。要突出煤矿安全这个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煤矿安全管理和

监管监察，切实加强 “一通三防”管理和防治水工作，严禁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严查

非法违法生产行为。节日检修的煤矿要制定并严格落实检修技术安全措施，节日停产放假的煤矿

要保持瓦斯检查、通风、排水等工作正常运行，严防因停风和停排水滋生新的事故隐患，节后复

产要严格进行验收，达不到标准不得复产。

（二）加强交通运输安全监管。各级公安、交通、铁路、水运、民航、安全监管等部门要针

对春运期间的特点，加大专项检查力度，强化对交通运输各环节的安全监管，尤其要加强对交通

运输企业、重点路段的监督检查，严防超员超速、疲劳驾驶和无证无照、酒后驾驶等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要根据客流量和气候特点，精心组织运力，并做好雨雪降温天气应对工作。要强化车

站、码头、机场的安全检查措施，坚决防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进站上车

（船、飞机），确保 “春运”安全。

（三）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要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

行为，严防非法窝点死灰复燃，严防企业节前突击生产；要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合执法机

制，全面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严防零售点连片经营、超量储存和违法违规经营和运输，严防

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产品流入市场；严格审查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方案，教育引导群众文明安全

燃放烟花爆竹。

（四）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要针对当前火灾易发、高发

等特点，加强高层建筑、在建工程、地下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及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宾

馆饭店、商场网吧、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要认真组织开展火灾隐患大排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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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严防火灾事故。要认真落实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集会活动的安全责任制，特别要加强对人

员密集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和大型集会活动的安全管理，严格制定并落实各项应急预案和安全保

障措施，严防火灾、踩踏等群死群伤事故。

（五）要加强非煤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的安全监管。要继续抓好金属非金属矿山特别是

井工开采矿山、尾矿库、排土场等的巡查、监控，严防透水淹井、尾矿库垮坝、排土场坍塌及炮

烟中毒等事故发生。要加强石油化工企业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防油气井井喷失控、平台倾覆、

油气泄漏、闪爆等事故发生。要继续抓好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监

管，严防危险化学品丢失、泄漏、污染和爆炸等事故发生。

（六）加强对民用爆炸物品、特种设备、渔业船舶、建设施工等行业 （领域）的安全监管，

深入排查治理隐患。要认真开展民用爆炸物品 “四超” （即超员、超量、超产、超时）、 “三违”

和民爆火工品专项整治，加强对渔业船舶持船舶检验证、船舶登记证、捕捞许可证 （捕捞渔船）、

进出港签证编队生产、持证上岗等制度落实的监督监管；加强对锅炉和大型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

日常维修保养，严格起重机械登记建档、检验、检测、安装、租赁、维护、保养和使用；要以预

防坍塌、高处坠落事故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着力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

机制。

三、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督

（一）要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强化企业出资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第一责任者的责任，严格落实煤矿、非煤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和企业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企业

安全生产承诺制度、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重大危险源监控制度，严格落实企业现场带班人员、班

组长和调度人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撤人命令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各类企业要高度重视节

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强化企业各级各类人员的安全责任管理，把安

全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个职工。

（二）要确保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围绕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强化地方

政府安全生产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完善地方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领导安全生产 “一岗双责”

制度。要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谁发证、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重

大隐患治理挂牌督办制度，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配合、分口把守，紧紧盯住

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和重点单位，落实安全监管责任。要转变工作作风，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

治，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四、加强应急防范和值班值守，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针对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特点，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切

实增强预案针对性和操作性，做好应急组织机构、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的落实；要

健全完善应急协调联动和快速反应机制，确保遇有突发事件能及时有效进行处置。各有关部门要

加强对生产经营企业防灾抗灾工作的检查指导，严防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相

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２４小

时值班制度，要严格执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全面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和其他紧急突发事件的信息

报送和处理工作，确保事故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及时、准确上报。

各地区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及时将本通知精神传达到地方各级安委会及相关

部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切实把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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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镇村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１３号

各区 （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现将 《北京市镇村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各项工作。

特此通知。

二一一 年二月十五日

北京市镇村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经济工作会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２０１１年全

市镇村企业发展改革工作，依据北京市经信委、北京市农委 《关于推进镇村企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０〕１３５号），制定本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 “十二五”

开局之年的战略机遇期，积极应对各种挑战，紧紧围绕镇村企业发展改革工作，创新工作思路、

抓住工作重点、着力实现突破，切实推动镇村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充分发挥镇村企业在北京市率

先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工作思路

以推进北京市经济社会一体化为主线，以促进京郊二、三产业发展为目标，通过推动聚集发

展、调整优化结构、加强产业配套、培育产业集群、推进体制改革、构建服务体系、强化技能培

训、促进农民创业等工作，确保全市镇村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三、工作重点

（一）加强镇村企业运行分析，强化镇村企业政策指导

加强运行分析。坚持统计数据月报、季报、年报制度，积极探索镇村企业统计指标体系改进

措施，不断改进镇村企业运行分析的针对性。改进镇村企业运行分析会议制度，充分借用外脑，

全面深化总量、结构分析，继续提高镇村企业运行分析的指导性。按照行业运行规律、区县实际

情况，科学确定指标体系，探索实施重点企业监测，提高镇村企业运行调节的及时性。深入调查

研究，加强交流沟通，强化基层统计队伍建设，不断增强镇村企业统计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加强

直报系统建设，维护系统安全，完善镇村企业统计信息数据库，确保镇村企业统计信息的安

全性。

强化政策指导。加强政策体系研究，强化政策宣传和解读，帮助企业更加全面深入地掌握中

央、地方的财税、金融、产业等各种政策。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争取将现有政策扶持重点

向京郊镇村企业倾斜，并争取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立足镇村企业与其他企业在 “投资主体、

社区关系、支农方式、吸纳就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差异性，深化研究，理清思路，提出政策建议。

（二）推动镇村企业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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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聚集发展。从规划、产业、管理、服务等方面提出镇村产业基地建设、发展标准，指导

区县与市级开发区开展 “牵手工程”，节约集约使用资源，深化产业配套，培育产业集群，推动

镇村企业实现聚集发展。从资源、项目、标准、管理、评价等方面建立资源共享系统，完善项目

对接机制，落实企业准入标准，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出台效能评价体系，切实加强镇村产业基地

动态管理。积极争取国家、北京市有关优惠政策，整合有关扶持政策，发挥政策引领作用，扶持

一批镇村产业基地加快发展。

推动产业升级。依据北京城市功能定位和郊区发展实际，深化都市型工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工业配套产业研究，定期提供镇村企业产业选择指南，科学指导镇村企业发展。支持镇村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实施 “两化融合”，加强产学研结合，组建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增强企业技术

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积极争取国家、北京市产业政策，

企业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实现结构升级和产业优化。强化节能减排措施，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推

动镇村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三）搭建市场平台，加强品牌建设

搭建市场平台。深化 “农超对接”工作，探索 “农超对接”长效机制，在规模、层次、方式

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促使更多企业受益。组织企业参加各种形式的贸易洽谈会、展销展览会，

促使企业深入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份额。积极组织企业深入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对外投资、

合作，提升服务水平，提高镇村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准。

加强品牌建设。突出抓好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等四个品牌建设，围绕

镇村产业基地、重要支柱产业、重点龙头企业、著名品牌产品等四个领域，加大政策、措施扶持

力度，提高品牌经营水平，形成重要产业基地示范、重点产业支撑、龙头企业示范、名牌产品带

动的发展新格局。

（四）深化镇村企业改革，加强中介组织建设

深化镇村企业改革。加强形势分析，搭建合作平台，推动企业加大资产整合力度，提高资源

配置效率和效益。加强政策指导，注重典型示范，推动企业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引导个人独资、

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实现企业公司制改革，引导企业改制上市。加强实地指导，推广典型经

验，指导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加强中介组织建设。指导企业加强市场协会、行业协会建设，强化行业自律，维护企业利

益。认真研究落实与乡镇企业协会的工作合作机制，切实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镇

村企业健康发展。

（五）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企业素质培训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支持举办银企合作活动，建立银企合作平

台；建立镇村企业担保制度，帮助企业解决贷款瓶颈问题，促使企业健康发展。鼓励镇村产业园

区建设技术服务平台；支持镇村企业集中力量开展技术研发、转化、推广；建设镇村企业技术转

移和交流服务平台。加强宣传报道，深入总结、及时推广镇村企业发展的典型经验，营造支持镇

村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指导企业不断强化信用体系建设，提高镇村企业整体信用水平。

开展企业素质培训。充分发挥农民就业服务指导中心的各种作用，着力加强与区县沟通，有

重点、有层次、有质量完成一定人次的培训任务，强化、提高企业改制上市、品牌建设、市场开

拓、产业升级等重要领域的意识和能力。积极帮助镇村企业招聘人员、选聘人才，支持引进吸收

海外人才，培育和储备适用人才资源。积极推进镇村企业职业技能开发，加快镇村企业职业技能

培训与鉴定体系建设，逐步建立镇村企业园区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的服务平台。积极支持信息服

务、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管理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各类创业辅导机构建设，建立农民创业项目

库，开展示范性创业培训，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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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

《北京市中小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１８号

各区 （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现将 《北京市中小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工作落实。

特此通知。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市中小企业２０１１年工作要点

　　２０１１年我市中小企业工作总体要求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

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即将颁发的 《北京市贯彻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意见》精神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快

调整中小企业产业结构，引导中小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服

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小企业综合竞争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为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提供坚实保证。

一、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完善政策措施

（一）发挥我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对中小企业工作的组织领

导、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

（二）做好的 《实施意见》的宣传与解读，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和介绍 《实施意见》主

要内容，扩大文件的政策影响力。协调有关部门，按照 《实施意见》任务分工，分层次、分重点

推动配套措施的出台，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三）推进中小企业地方立法，争取尽快颁布实施 《北京市中小企业促进条例》。编制发布

《北京市 “十二五”时期中小企业发展促进规划》。

二、建立健全服务网络，推进服务体系建设

（一）不断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建立健全市、区 （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构建市区两级

协同、区域和行业全覆盖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能力建设，加大资源集成

力度，建立协同服务机制，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二）研究制定 《小企业创业基地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建设一批小企业创业基地，提升小企

业创业能力。

（三）研究制定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带动社会服务资源，建设一批公共

服务平台；认定一批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在此基础上向工信部推荐 “国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四）建立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体系，利用与整合现有科技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实验

室。支持技术转移等中介服务机构建立中小企业人才、技术需求发布平台。

三、增强投融资支持，推动金融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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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现有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加强政、企、银合作，建立 “方式多样、

覆盖广泛、专业高效”的投融资服务体系。

（二）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集合债券、集合票据、集合信托等方式融资，稳步扩大发行规模。

（三）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有条件的区县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强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率。

（四）采用多种方式组建多层次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提高融资性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

的服务能力。

四、提升创新发展能力，促进转变发展方式

（一）加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支持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发展。落实用

好中央支持的专项资金，协调有关部门扩大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推动中小企业向现代

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领域和新型业态发展。加大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工作。

（二）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和中小企业知

识产权战略推进工程。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机制，开展中小企业生产运行监测。配合有关部

门，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五、促进交流合作，引导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一）继续坚持 “走出去”方针，研究建立中小企业政策交流和国际合作平台，组织好参加

中博会等重要活动，促进中小企业国内外合作交流。

（二）加强培训，落实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市级完成２０００人成长型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

培训，提高中小企业人员素质和水平，引导中小企业加强基础管理，强化营销和风险管理，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管理创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投资导向意见》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４１号

各区县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企业：

根据 《北京市工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结合２０１１年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工作重

点，特制定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导向意见》，以明确当年北京市工业发展

资金使用的重点。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０２４· 北京工业年鉴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投资导向意见

　　为明确北京工业发展资金使用重点，围绕北京市重点产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和２０１１年全

市经济工作重点，特制定本意见。

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发展资金的使用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线，紧紧围绕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建设世界城市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做强二

产的战略方向，实现北京制造与北京服务、北京创造的对接融合和高端产业的创新引领。要落实

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做优都市型民生产业，促进

产业结构的战略性、深层次调整，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产业的整体素质与核心竞

争力。要发挥全市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项目统筹资金作用，创新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全力促进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持续、平稳、快速地发展。

一、支持高端项目引入

支持对北京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具有总量拉动和结构提升作用的招商引资项目，重点支

持引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消耗，以及对重点产业构建和完善产业链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项

目；支持现有企业扩大合资合作，推进兼并重组，发展对技术进步带动作用强、产业综合竞争能

力强、产业关联度大、市场空间大、辐射示范功能强的重点项目。

二、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围绕做强做大优势产业、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围绕提升企业技术装备、

经营管理、质量品牌、安全生产水平，以结构调整、持续发展、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支持企业

通过更新设备、引进技术、改造研发生产环境等手段，对市场前景好的产品扩大规模、增加品

种、提高档次；聚焦重点行业，支持一批优势骨干企业围绕研发设计、过程控制、企业管理、人

力资源、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管理及追溯等环节开展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和集成化的提升。

三、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

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和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核心引领作用，全力推动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在京产业化。开展应

用示范工作，推进新能源汽车等新型产品的市场推广和规模化生产。推动国家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加强军民结合，推动中央与地方创新资源整合，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依托

具有优势的产业集聚区，培育创新能力强、创业环境好、特色突出、集聚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示范基地。

四、推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

（一）支持节能环保，发展循环经济。以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环境友好为目标，重点

支持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节能、节水、节材和减少碳排放为目标的技术改造项目；加强实时在线

监测；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节能评估和能源审计，积极支持节能节水技术、产品产业化项

目；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重点支持资源综合利用项目；支持开发和利用环保设备、技术和服务，

鼓励生产和应用高效节能产品和新材料。

（二）支持淘汰落后，发展替代产业。加快不符合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及产业发展要求的劣势

产业的退出步伐，促进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支持首钢利用现有资源和优势培育发展高端、高效

产业；鼓励利用工业资源打造创意产业基地；支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当地劳动力的替代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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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五、加强环境建设，完善服务体系

（一）加强开发区环境建设。按照 “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的要求，支持产业定

位和集聚效应明显的产业基地和开发区的标准化厂房、配套设施及专业化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建

设。支持以闭路循环为核心的生态园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开发区进行生态化改造。

（二）加强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综合运用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方式，引

导银行、担保等金融机构加强对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服务。鼓励企业、中介机构

及其他社会资源积极参与筹融资、法律、信息、培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建立面向工业重

点领域的网络协同设计、供应链管理、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支付结算、诚信服务、物

流配送、安全认证等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转发工信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４７号

各区县工业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控股集团、京仪集团：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加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节 〔２０１１〕３４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进行自查，并将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实

施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进展情况，企业开展有害物质替代和减量化的经验、存在问题，形成自

查报告，于５月１５日前，书面反馈 （包括电子版）至市经济信息化委。地址：朝阳区工体北路６

号凯富大厦５０８室，邮编：１０００２７，电子邮箱：ｘｑｊｘｇｄ＠１２６．ｃｏｍ。

附件：１．《关于加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节 〔２０１１〕３４号）

２．《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网络版）

关于加强电子信息

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节 〔２０１１〕３４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工作，推进电子信息产品中有害物质的替代和减量

化工作，实现电子信息产业绿色制造、清洁生产，现将２０１１年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要求

通知如下：

一、明确职能处室，加强部门协调。鉴于目前各地机构调整已基本到位，请尽快明确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工作主管处室，加强与发展改革、商务、环保、海关、工商、质检等部门的

协调，继续稳步、渐进推进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各项工作，共同推进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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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贯彻实施。

二、加强市场监管，开展专项督察。２０１１年我部将联合相关部委开展 《管理办法》贯彻落

实情况的专项检查，各地应提前做好自查工作。检查组将重点对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较发达的长

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和消费市场集中的城市贯彻落实 《管理办法》情况和企业开展有害

物质管控情况进行抽查。

三、积极推进立法，加强标准化建设。我部已于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启动了 《管理办法》和配套

标准的修订工作。修订后的 《管理办法》扩大了调整范围，增加了电器、电气产品作为调整对

象。请配合部做好立法工作，广泛听取相关企业意见，做好新 《管理办法》的实施准备，研究开

展相关地方立法及配套标准制修订工作。

四、加强行业指导，推进分步实施。要继续指导企业按照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要

求》（电子行业标准ＳＪ／Ｔ１１３６４标准），做好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工作；鼓励、支持企业

加快做好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等六种有害物质的替代和减量化；组织企

业做好施行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目录管理制度的准备，并积极参与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子信息产

品污染控制自愿性认证活动。

五、认真总结经验，积极开展自查。请各地将 《管理办法》实施四年来的工作进展情况和企

业开展有害物质替代和减量化的经验、存在的问题以及自查报告，于２０１１年５月底前，以书面

形式 （包括电子版）报我部 （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地 址：北京市西长安街１３号

邮 编：１００８０４

联系人：高振杰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２０５３６３

电子邮箱：ｇａｏｚｈｅｎｊｉｅ＠ｍｉｉｔ．ｇｏｖ．ｃｎ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网络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控制和减少电子信息产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生产和销售低污染电子

信息产品，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和进口电子信息产品过程中控制和减少电子信息

产品对环境造成污染及产生其他公害，适用本办法。但是，出口产品的生产除外。

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术语的含义是：

（一）电子信息产品，是指采用电子信息技术制造的电子雷达产品、电子通信产品、广播电

视产品、计算机产品、家用电子产品、电子测量仪器产品、电子专用产品、电子元器件产品、电

子应用产品、电子材料产品等产品及其配件。

（二）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是指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或者电子信息

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超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环境、资源以及人类身体生命

健康以及财产安全造成破坏、损害、浪费或其他不良影响。

（三）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是指为减少或消除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

元素而采取的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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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设计、生产过程中，改变研究设计方案、调整工艺流程、更换使用材料、革新制造方式

等技术措施；

２．设计、生产、销售以及进口过程中，标注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名称及其含量，标注电

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等措施；

３．销售过程中，严格进货渠道，拒绝销售不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子信息产品等；

４．禁止进口不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子信

息产品；

５．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污染控制措施。

（四）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是指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下列物质或元素：

１．铅；

２．汞；

３．镉；

４．六价铬；

５．多溴联苯 （ＰＢＢ）；

６．多溴二苯醚 （ＰＢＤＥ）；

７．国家规定的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

（五）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是指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不会

发生外泄或突变，电子信息产品用户使用该电子信息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其人身、

财产造成严重损害的期限。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以下简称信息产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发展改革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以下简称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总署 （以下简称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工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 （以下简称质检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以下简称环保总局），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对电子信息产品的污染控制进行管理和监督。必要时上述有关主管部门建立工作协调机制，解

决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重大事项及问题。

第五条 信息产业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有利于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的措施。

信息产业部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推广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和资源综

合利用等技术，鼓励、支持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落实电子

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 信息产业部对积极开发、研制新型环保电子信息产品的组织和个人，可以给予一定

的支持。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发展改革、商务、海关、工商、质检、环保等主管

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销售、进口的污染控制实施监督管理。必要

时上述有关部门建立地区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协调机制，统一协调，分工负责。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对在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工作以及相关活

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可以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

第九条 电子信息产品设计者在设计电子信息产品时，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

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采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

易于降解、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

第十条 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在生产或制造电子信息产品时，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

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保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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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技术和工艺。

第十一条 电子信息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由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者或进口者自行确定。电子

信息产品生产者或进口者应当在其生产或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上标注环保使用期限，由于产品体

积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书中注明。

前款规定的标注样式和方式由信息产业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标注的样式和方

式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相关行业组织可根据技术发展水平，制定相关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指导意见。

第十二条 信息产业部鼓励相关行业组织将制定的电子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指导意见报

送信息产业部。

第十三条 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对其投放市场的电子信息产品中含有的有毒、

有害物质或元素进行标注，标明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含量、所在部件及其可否回收利

用等；由于产品体积或功能的限制不能在产品上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书中注明。

前款规定的标注样式和方式由信息产业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标注的样式和方

式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第十四条 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制作并使用电子信息产品包装物时，应当依据电子

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采用无毒、无害、易降解和便于回收

利用的材料。

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应当在其生产或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包装物上，标注包装物材

料名称；由于体积和外表面的限制不能标注的，应当在产品说明书中注明。

前款规定的标注样式和方式由信息产业部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统一规定，标注的样式和方

式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第十五条 电子信息产品销售者应当严格进货渠道，不得销售不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

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子信息产品。

第十六条 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

第十七条 信息产业部商环保总局制定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行业标准。

信息产业部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起草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

第十八条 信息产业部商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局

编制、调整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由电子信息产品类目、限制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

素种类及其限制使用期限组成，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进行逐年调整。

第十九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对纳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

电子信息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对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实施口岸验证和到货检验。海关凭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签发的 《入境货物通关单》办理验放手续。

第二十条 纳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电子信息产品，除应当符合本办法有

关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的规定以外，还应当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中规定的

重点污染控制要求。

未列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中的电子信息产品，应当符合本办法有关电子信

息产品污染控制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信息产业部商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环保总

局，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发布被列入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电子信息产品

中不得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实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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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罚　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关、工商、质检、环保等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处罚：

（一）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所采用的材料、技术和工艺不符合电

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二）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和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制作或使用的电子

信息产品包装物不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三）电子信息产品销售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销售不符合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

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子信息产品的；

（四）电子信息产品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进口的电子信息产品不符合电子信

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五）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销售者以及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自列入电子

信息产品污染控制重点管理目录的电子信息产品不得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实施期限之日

起，生产、销售或进口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含量值超过电子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控

制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电子信息产品的；

（六）电子信息产品进口者违反本办法进口管理规定进口电子信息产品的。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工商、质检、环保等部门在各自的

职责范围内依法予以处罚：

（一）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或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未以明示的方式标注电子

信息产品环保使用期限的；

（二）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或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未以明示的方式标注电子

信息产品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的名称、含量、所在部件及其可否回收利用的；

（三）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或进口者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未以明示的方式标

注电子信息产品包装物材料成分的。

第二十四条 政府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纵容、包庇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的，或

者帮助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当事人逃避查处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信息产业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信息产业主管部门

对造成电子信息产品污染的设计者、生产者、进口者以及销售者进行举报。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信息产业部商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

环保总局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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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 《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监督及验收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５０号

各区县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企业：

根据 《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进一步规范项目管理，特制定

《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监督及验收管理办法 （试行）》。经与市财政局研究决定，

拟先期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监督及验收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监督及

验收管理工作，强化责任机制，保证资金使用效果，根据 《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凡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

排，且以拨款补助和贷款贴息方式支持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中小资金项目），其监督

和验收管理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条 北京市中小资金项目的监督及验收管理工作是指运用科学、规范、统一的考核方法，

对项目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监督及验收管理工作以勤俭节约、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原则，坚持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注重质量、讲求实效，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保证监督及验收管理

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第三条 中小资金项目监督及验收管理的主要依据：

（一）国家及北京市产业政策。

（二）北京市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投资指南。

（三）与中小资金管理相关的制度规定和财务会计制度。

（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文件和调整 （变更）批复文件。

（五）项目合同书或承诺书。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负责中小资金项目的监督及验收管理工作。市经济信息

化委规划处 （以下简称规划处）、市财政局经建一处 （以下简称经建一处）是综合管理处室，负

责指导和综合管理中小资金项目监督及验收管理工作；市经济信息化委监察处 （以下简称监察

处）是监督处室，负责对中小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监督；市经济信息化委专业处室 （以下简称专

业处室）是实施管理处室，负责组织中小资金项目监督及验收管理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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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中小资金项目验收工作由专业处室组织并主持，支持资金额度１５０万元以下项目采

取文件审查和现场查验相结合的方式，并出具验收意见；支持资金额度高于１５０ （含）万元或确

需专家出具财务、技术等验收意见的项目采取会议审查验收方式。

第三章 项目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中小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按照预防为主、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原则，贯穿项目建

设实施的全过程。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一）项目执行：主要检查项目按计划的阶段性分项建设内容的完成情况及目标的实现情况。

（二）项目质量：主要检查项目建设及生产安全情况，建筑工程的质量，设备、工艺及研发

成果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产品的质量水平。

（三）资金使用：主要检查投资计划完成情况，拨付资金的账务处理及资金使用情况，财政

专户设立情况，招投标执行情况，借款合同真实性和合规性，贴息期内按合同规定还本付息情况

以及银行贷款的使用情况。

（四）项目管理：主要检查项目的财务核算体系的建立及项目文件档案的建立与管理情况。

第七条 监督管理程序

监督管理包括项目竣工前的进度跟踪和竣工后的效益跟踪。进度跟踪每半年一次，专业处室

在每年１月份和７月份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度，可采取网上调度、书面材料报送、现场检查等

方式。发现问题应及时上报主管领导和监察部门。效益跟踪每年一次，专业处室要定期了解项目

竣工后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加强资金使用的总结。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市场及技术等因素影响，发生建设内容、建设目标和建设期等方

面的调整，应该及时报专业处室，专业处室审查后确需调整项目要正式报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专

题会议批准后予以调整。涉及重大调整由市经济信息化委和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出具处理意见。

规划处、监察处、经建一处每年将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并委托中介机构跟踪评审，跟

踪评审项目数不低于上一年度项目总数的３０％。评审结果报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专题会。

第四章 项目验收的内容及程序

第八条 中小资金项目验收管理工作重点：对项目目标、建设内容、项目质量、资金使用和

项目管理等五个方面进行考核和验收。

（一）项目目标：主要验收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的生产能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建设内容：主要验收项目分项建设内容的完成情况。

（三）项目质量：主要验收项目建设及生产安全情况，建筑工程的质量，设备、工艺及研发

成果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产品的质量水平。

（四）资金使用：主要验收拨款和贴息资金账务处理及资金使用情况，财政专户设立情况，

招投标执行情况，借款合同真实合规情况，贴息期内按合同规定还本付息情况以及银行贷款使用

的情况。

（五）项目管理：主要验收项目完整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的建立及项目文件档案的建立与管

理情况。

第九条 项目应在合同书 （或承诺书）规定的时间内竣工，验收工作一般应在项目竣工后的

半年内进行。专业处室应在项目竣工前两个月左右进行调度，并拟定验收计划。项目根据调度安

排落实任务，并及时进行验收准备。

项目竣工后即进入验收阶段。如不能按规定时间验收，项目承担单位应通过区县主管部门提

出延迟验收申请，说明延迟验收的理由，并报专业处室，由专业处室主管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延

期，延期时间原则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条 验收程序

（一）企业提出验收申请：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竣工后，向区县主管部门或专业处室提出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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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申请，填写 《北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项目验收申请表》，并提交验收资料。

（二）验收材料初审：由专业处室对区县初审后或企业直接申报的验收材料及有关证明的合

理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要求在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最终审查工作，并于材料审查通过后的

２０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

（三）会议审查验收：对会议审查验收的项目专业处室组织成立项目验收组，确定验收组组

长，并将验收材料提交给验收组成员进行审查，审查文件时间不少于５个工作日，不多于１０个

工作日。

验收组由技术、经济 （财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验收组人数不低于５

人，且为单数。验收组专家成员从市经济信息化委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监察处现场监督。

由专业处室组织现场审查并召开验收会，出具验收意见，监察处参加验收会。

（四）批复验收结果：对会议审查验收项目，专业处根据验收组意见书面批复验收结果；对

现场查验与文件审查相结合方式验收的项目，专业处与监察处共同审查验收材料合格后，书面批

复验收结果。

规划处、监察处、经建一处每年抽查部分验收项目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后评价。

第五章 验收需提供的材料要求

第十一条 项目验收材料应充分说明项目各项内容完成情况和实施效果，项目单位在申请验

收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北京市中小企业资金项目验收申请表》。

（二）项目验收总结报告。该报告是对项目建设情况的全面总结和自我评价，应将项目竣工

后的情况与 《北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拨款项目合同书》或 《北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贴息项目

承诺书》进行对比，重点对项目目标实现、建设内容、项目质量、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等五个方

面总结评价，是否存在调整和变更，主要包括：

１．项目概况；

２．项目目标的实现：主要包括项目是否达到预期生产能力、达产率、新增收入、利润、税

收及实现的社会效益 ；

３．完成的建设内容：项目各项建设内容实际完成情况；

４．项目完成质量：主要包括建筑物质量、工程验收结论；购置的设备其功能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程度 （购置的设备属国内先进水平的比例）；项目采用工艺与本企业工艺的适用程度；开发

成果对批量生产的指导程度，取得的荣誉称号、奖励或专利；项目产品优势或特点，产品技术水

平居国内的地位；

５．资金使用情况：主要包括项目总决算表；财政支持资金的账务处理，资金使用明细；贴

息项目还包括银行借款还本付息情况及借款使用明细；

６．项目管理情况：主要包括项目建立独立财务核算体系情况，项目文件、资料的档案建立

情况；

７．项目对企业发展起到的作用；

８．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三）有研究开发内容的项目需提供技术总结报告。

（四）《北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拨款项目合同书》或 《北京市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贴息项目承

诺书》，以及项目调整 （变更）批复。

（五）项目购置设备清单。

（六）项目单位上一年财务审计报告和当年近期的财务报表。

（七）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需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特殊项目可由企业自行编制决算报

告）。审计报告应针对验收内容的有关经济指标，与合同书 （或承诺书）对比进行审计，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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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内容：

１．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包括达产能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项目投资 （包括拨款资金、贴息资金、银行贷款以及企业自有资金等）的到位及使用

情况；

３．拨款和贴息资金账务处理情况；

４．项目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的建立情况；

５．其他需披露的问题。

（八）项目所获成果、专利等材料。已通过技术、成果鉴定或委托中介机构对研发成果进行

客观评价的项目，提供有关测试或验测报告、成果鉴定证书或评价报告；项目中重要的实物成果

的图片、数据、实物等。

（九）有土建项目须提供建筑工程验收报告。

（十）项目单位验收负责人、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十一）验收工作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六章 验收结论与后续管理

第十二条 验收结论分为 “验收合格”、“需要重新验收”、“验收不合格”。

第十三条 按期完成合同书 （或承诺书）约定的各项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资金使用合理，

提供的验收文件和资料齐全、数据真实，为 “验收合格”。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基本完成，但验

收文件、资料不齐全，验收结论争议较大，为 “需要重新验收”。

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为 “验收不合格”，不予通过验收：未按合同书 （或承诺

书）要求完成预定的建设内容，且实际投资低于预期７０％；未按合同书 （或承诺书）要求完成预

定的建设目标，且实现目标低于预期５０％；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擅自修改合同

书 （或承诺书）中的考核目标和内容；实施过程中出现重大问题，但未能解决和做出说明，或研

究过程及结果等存在纠纷尚未解决的。

第十四条 专业处室批复验收结论需由主管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并按规定存档，规划处对

验收结论系统备案管理。

验收合格的项目，专业处室下达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中小企业专项资金项目验收意见书》。

需要重新验收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应在接到通知的３０个工作日内提出重新验收的申请，

专业处室根据项目具体情况重新履行验收手续。

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在接到通知的半年内，经整改完善有关项目计划及文件资

料后，可再次提出验收申请。

第十五条 每年初，专业处室对上年度中小资金项目验收情况进行汇总，按合同书 （或承诺

书）中约定的资金项目进度要求制定年度资金项目结转计划并报监察处、规划处备案，作为对项

目执行情况评估以及对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的依据。项目承担单位应积极配合专

业处室进行后续跟踪调查和统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凡列入我市中小资金计划的项目，未通过验收的，以及应接受监督和验收管理而

无故不执行的资金项目承担单位，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依照法律法规收回已拨付的资

金，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系统。对于实际执行与合同书或承诺书规定差距较大的项目，以及项目延

期后仍不能按规定时间验收的项目，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全额收回或

按比例收回已拨付资金。

对上述企业两年内不再受理使用中小企业资金的申请。

第十七条 在过程监督和验收管理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专业处室、验收组成员和中介机

构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等行为的，对项目承担单位收回已拨付资金，纳入不良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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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系统，并于之后五年内不予受理该企业使用中小企业资金的申请；对专业处室通报批评；对

验收组成员和中介机构，中止或取消其参与资金项目过程监督和验收工作的资格。构成犯罪的，

提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参加资金项目验收的有关人员，对项目单位提供的材料有保密的义务，擅自披露、

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和转让被评价技术的，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八章 项目过程监督及验收考核行为规范

第十九条 项目承担单位应对所提供监督及验收管理相关报告、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可靠

性负责。

监督及验收成员或中介机构应在现场查验和审核验收资料的基础上，独立、负责地提出审查

意见，并对所出具结论与评价的真实、准确、公允性负责。

第二十条 监督及验收管理考核工作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不得干预和影响项目建设单位

的正常生产经营，不得牟取不正当利益。项目建设单位应按要求及时填报和提供相关资料，项目

建设单位不得干涉或影响验收考核工作。

第二十一条 在项目监督及验收审查中发现有挪用、虚报、冒领等违法使用资金的情况，依

据国务院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未按计划履行验收手续或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原则在验收合格前不再安排该

企业申报的其他项目。

第二十三条 区县主管部门要配合专业处室做好监督及验收管理工作，专业处室不得擅自将

监管和验收职责下放给区县主管部门。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对于服务体系及平台建设项目和引导性投资入股项

目监督及验收管理办法另行制定，其他未尽事宜在实施细则中明确。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２０１１年度退出 “三高”工业企业

计划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８８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开展工业节能减排，按照 《北京市关于加快退出高污染、高

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的意见》（京工促发 〔２００７〕１２３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根据各区县经济

信息化部门、控股 （集团）公司编制的区域内 （行业）退出 “三高”工业企业年度计划及企业提

供的相关材料，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在委托专家进行现场考查及审核的基础

上，研究制定了２０１１年度退出 “三高”工业企业计划。现将该计划印发，请严格按照 “三高”

工业企业退出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好列入计划企业平稳有序按期退出。

特此通知。

附件：２０１１年度退出 “三高”工业企业计划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１３４·法规政策文件



附件：

２０１１年度退出 “三高”工业企业计划

序号 企业各称 所属区县或控股 （集团）公司 行业

１ 北京金隅涂料有限责任公司 海淀 化工

２ 北京思克赛技术研究所 海淀 化工

３ 北京凯诚建筑材料厂 海淀 化工

４ 北京冶建新技术有限公司 海淀 化工

５ 澳美驰 （北京）涂料有限公司 丰台 化工

６ 北京市丰台京厦建筑涂料厂 丰台 化工

７ 北京市宏阳涂料厂 丰台 化工

８ 北京鑫腾达涂料厂 丰台 化工

９ 北京玉石兰涂料厂 丰台 化工

１０ 北京市王佐洁丰石灰厂 丰台 石灰

１１ 北京太平洋邓禄普纺织品有限公司 石景山 印染

１２ 北京市西井电镀厂 石景山 电镀

１３ 北京首钢鲁家山石灰石矿有限公司 门头沟 石灰

１４ 北京鑫海通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门头沟 石灰

１５ 北京市房山立新福利造纸厂 房山 造纸

１６ 北京市刘店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房山 化工

１７ 北京市飞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房山 化工

１８ 北京中联特化工有限公司 通州 化工

１９ 北京创导奥福精细陶瓷有限公司 通州 化工

２０ 北京古润化工有限公司 通州 化工

２１ 北京市电镀协作中心马营电镀厂 通州 电镀

２２ 北京世纪星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顺义 化工

２３ 北京万盛双龙化学建材研究所 大兴 化工

２４ 北京海弘涂料有限公司 大兴 化工

２５ 北京南各庄电镀厂 大兴 电镀

２６ 北京鑫宏光建材有限公司 大兴 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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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企业各称 所属区县或控股 （集团）公司 行业

２７ 北京世纪顺达工贸有限公司 大兴 铸造

２８ 北京兴龙化工公司 大兴 化工

２９ 北京丽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 化工

３０ 北京绥缘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大兴 化工

３１ 北京丽彩澜新漆业有限公司 大兴 化工

３２ 北京市大兴采育光明造纸厂 大兴 造纸

３３ 北京精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大兴 化工

３４ 北京平谷亚新电解板厂 平谷 化工

３５ 北京维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平谷 化工

３６ 北京市密云建华铸钢厂 密云 铸造

３７ 北京昊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京煤集团 化工

３８ 北京爱伯勒皮革化工有限公司 隆达控股 化工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 《关于促进２０１１年

工业平稳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１０４号

各区县政府：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保增长和调结构并重，科学发展北京工业”的精神，在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积极化解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确保 “十二五”开局之年我市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经市政府同意，特制定以下

措施。

一、加速培育高端产业

（一）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全市重大工业项目落地协调机制的作用，简化流程，

缩短时间，加快项目审批工作，推动重点工业项目的建设。

（二）加大科技成果产业化和技术改造支持力度，不断推出体现 “北京创造”的新品牌和新

产品，提升工业经济增长质量。

（三）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

重点推动液晶显示技术、集成电路工艺、第三代移动通信、电动汽车、汽车电子、新能源装备、

数字医疗器械等关键技术或产品的开发应用，尽快扩大产能规模，并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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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四）加快工业产业布局调整，从全市工业一盘棋的角度出发，发挥重点企业对本市上下游

产业链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特色产业集聚区。

（五）积极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大力推进工业能耗需求侧管理，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把节能、环保、降耗、减排作为产业管理的重点工作，努力降低工业发展对能源和原材

料的依赖度，大幅提高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三、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指导

（六）市经济信息化委加强对重点区县的调研和调度，密切跟踪，分类指导，全面掌握重点

区县经济运行动态，及时发现并主动协调解决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

（七）从市级财政资金中，对完成市经济信息化委下达的２０１１年工业指导性指标的区县，给

予一次性工业运行统计监测平台补助，加强区县经济运行监测工作。对未完成任务的区县实行

惩罚。

（八）从市级财政资金中，对为２０１１年本市工业增长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

奖励，用于其生产经营活动 （实施细则另行制定）。

四、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九）抓住我市三网融合、应急领域物联网应用建设等重大工程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契机，

在汽车、电子等相关领域加强本市工业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对接合作。

（十）针对近期反映比较集中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融资困难、出口受阻、电力保障、发展

空间不足、项目审批进度等具体问题，将选择一批重点工业企业，推动协调解决。

（十一）从市级财政资金中，对有市场前景、技术含量高、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和布局的重点

工业企业，给予一定比例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支持，帮助企业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扩大生产 （实施

细则另行制定）。

二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统计局关于印发 《北京市工业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

实施细则》的通知

京经信委发 〔２０１１〕１０７号

各有关单位：

为保证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我市拟实施对工业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增量部分予以贴息的政策，以引导和支持企业吸引银行贷款，鼓励企业开拓市场，扩

大规模。为规范贴息资金使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财政局、市统计局共同制定了 《北京市工业

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细则》

二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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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贴息政策实施细则

　　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２０１１年北京工业增长目标，拟对工业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增

量部分给予贴息政策支持。为规范贴息资金使用，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范围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工业企业可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贴息：

（一）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和结算在本市；

（二）２０１１年度纳入本市工业统计范围的规模以上企业；

（三）２０１１年度比２０１０年度流动资金贷款增量５００万元 （含）以上，且发生贷款均与银行正

式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二、测算方法和贴息标准

（一）流动资金贷款增量指２０１１年度相对于２０１０年度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总量增长的部分。

流动资金贷款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资金贷款总量＝∑流动资金贷款实际发生额×
当年贷款存续时间 （天）

３６５

（二）流动资金贷款贴息将重点支持符合本市产业政策，２０１１年度经营规模有增长，对经济

社会发展带动作用大的企业，工业总产值考核指标为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及北京市统计局

共同认可的企业工业总产值指标：

１．２０１１年工业总产值增速超过１５％ （含）的企业，贴息比例为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增量的

４％，每户企业当年贴息额度不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２．２０１１年工业总产值增速超过１０％ （含）但低于１５％的企业，贴息比例为企业流动资金贷

款增量的３％，每户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８００万元；

３．２０１１年工业总产值增速低于１０％的企业和２０１１年投产的新建企业，贴息比例为企业流

动资金贷款增量的２％，每户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５００万元。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

由符合本细则规定条件的企业自行提出书面申请。

（二）受理时间

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５日至２月２９日，逾期不予受理。

（三）材料报送地点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规划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北路６号，凯富大厦４１８房间）。

（四）申报材料

以下书面材料一式一份，并加盖企业公章：

１．《企业流动资金借款明细表》、《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申请表》（同时报送电子版）；

２．经年审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

３．企业税务登记证；

４．企业２００９年度、２０１０年度审计财务报告和２０１１年度财务报表；

５．企业２０１０年度和２０１１年度所有存续借款和新发生借款所涉及的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含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合同需提供原件和复印件，原件经审查后返还

企业；

６．上述借款合同项下涉及的每一笔借款资金到位凭证和还款凭证，即由银行出具的收款回

·５３４·法规政策文件



单和还款回单 （简称银行回单）；

７．由银行出具的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 （各银行均可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查询打

印），要求报告出具时间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至２月２９日之间。

（五）其他说明

为便于企业自行测算流动资金贷款增量，２０１２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期间，企业可在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门户网站 （ｗｗｗ．ｂｊｅｉｔ．ｇｏｖ．ｃｎ）自行下载 “流动资金贷款增量测算表”。

四、资金审批和拨付程序

（一）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和北京市统计局共同委托中介机构对企

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二）资金审批和拨付程序根据相关资金管理规定执行。

（三）企业收到贴息资金后，按照企业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作账务处理。

五、监督管理

（一）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统计局负责对贴息资金的使用进

行监督、检查和跟踪。

（二）如出现企业弄虚作假申请或违反规定使用贴息资金的，根据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

条例》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处分。

六、附则

（一）本实施细则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统计局负责解释。

（二）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６３４· 北京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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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计 ３７４０ ５８５ １４５１３６２８２ ２８９９０５３４．０４ １４３５７４３５７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２４８ ４０ ４８５２１６４６ ９３１１１９９ ４８３０３６８０

　地方企业 ３４９２ ５４５ ９６６１４６３６ １９６７９３３５ ９５２７０６７７

在合计中：

　内资企业 ２７８３ ３９５ ８７８１０９３１ １７３９８００６ ８６８１０５６９

　　国有企业 １２１ ２４ １３９０９５７１ ３４０３５８３ １３８７５７２９

　　集体企业 ７４ １７ ４３８３３８ １１０１０８ ４３６３１４

　　股份合作企业 ８１ １３ ５０８９０６ ９８０１９ ４９８２８４

　　联营企业 ２ ７２６５ ４６８３ ６９３４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２ ２０２ ４２８０８９６２ ７６１２４２５ ４２１２２９４５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９ ２５ ２２２２６７０７ ４６３８１６８ ２２１６５５７３

　　私营企业 １０４４ １１４ ７９１１１８２ １５３１０２０ ７７０４７９０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４３ ３９ １１０４７０４０ ２１０１４５６ １０７６２５３７

　　港澳台合资经营 １２６ １５ ３４７４９６４ ８１５５９３ ３４３８２８７

　　港澳台合作经营 ７ １ ４６０５４ １７１４５ ４４７５１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１０１ ２２ ５６６３５７４ ８９３０８９ ５４９０７８５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９ １ １８６２４４８ ３７５６２９ １７８８７１４

　外商投资企业 ７１４ １５１ ４６２７８３１０ ９４９１０７１ ４６００１２５２

　　中外合资经营 ３０４ ５２ ２９３０２３４１ ５９１０３４６ ２９３１０４９１

　　中外合作经营 １２ ２ ２２２３４９ ８５３８２ ２１４４１３

　　外资（独资）企业 ３８０ ９４ １５９８１８９１ ３２１６７４５ １５７０３８０３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３ ７７１７３０ ２７８５９９ ７７２５４５

在合计中：

　农村企业 １１１ ２０ ９８８０２７ ２１０１５１ ９６８２２１

在合计中：

　国家控股 ７８０ １４３ ８１７６３８４８ １７１９８８１８ ８１１８２８３３

　集体控股 １８９ ３４ ２５１６４００ ５１１２３８ ２４４２８９７

　私人控股 １８９７ ２３０ １８４８２０７５ ３９４８６０７ １７９３９２４４

　港澳台控股 １８５ ３３ ７９８１１１４ １３８０３５５ ７７８６９８９

　外商控股 ６０６ １２８ ３２６７２４５７ ５６５５３３０ ３２５０９３８１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１２６７ ２３８ ２２２７１６４６ ６１９２１７４ ２１５５６３９１

　重工业 ２４７３ ３４７ １２２８６４６３６ ２２７９８３６０ １２２０１７９６５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１６０ ２４ ８８４７１４３７ １７７５５５０９ ８７９９５５６２

　中型企业 ６２０ ９６ ２４４２１６３５ ５８９５１０６ ２３８３６５１０

　小型企业 ２８０３ ４４１ ３１３０７５８９ ５１６６８２２ ３０８０７３３１

·８３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５３５９５９６ １１７８７１４ ２５３２１７４６２ ９８２０２５７６ ５１３７６６２２ ８６２０８１７４

２４２０２５２ ２２１１３４ １２１６８８５４３ ２５７３４５３７ ２４７３７１４６ ４３４９５１７４

１２９３９３４３ ９５７５８０ １３１５２８９１９ ７２４６８０３９ ２６６３９４７６ ４２７１３０００

２６５９１０６ ７８５８１７ ２０２９６２０９８ ６４１２６６４２ ４１８３３５５３ ６７９９８０２１

４８７３７ ７０３４９ ８８７３２０４２ １２４１４９０１ １５７４９３３０ ２５２８８９４５

１３００８ １２０２４ ５１６７０５ ３７２５７２ ９２３１３ １６８６４６

４４３２４ １２７８３ ５３０６４０ ３８０２６９ １１５２９９ １８２８１６

９４４７３４ １９０ １４６３４ １１０５６ ３５７８ ７２０９

１１８２２３１ ３７９６２８ ７４７４９５８０ ３０５９１３８０ ２０２６８０１６ ３１６５７４０５

４２６０７２ １７２９０３ ３０４１６１９５ １４７５３７４４ ４３１７６２１ ８８５５５１２

１６１３９２３ １３７９４０ ８００２３０２ ５６０２７２１ １２８７３９６ １８３７４８８

４０５３９３ ９７５１１ １３７０７３７９ １００５６９６３ １９０３９４３ ３５１１１３７

４６８６１ ３７２３０２３ １９７８７６３ １２２８５２８ ２３２３９１６

９６１ ４２０３１ ３４９７０ ５６３７ １１８２０

１１７３６５２ ３９３７９ ４７６０９４５ ３６９０６２４ ５７１５５４ １００７５０６

３４８７７ １０３１０ ５１８１３８０ ４３５２６０６ ９８２２５ １６７８９５

７９４９５９５ ２９５３８６ ３６５４７９８６ ２４０１８９７１ ７６３９１２６ １４６９９０１６

１１０８６５６７ １３５８７９ １９０６３１８５ １３６７１４９８ ３３３８９７０ ６８８９６７７

７３００５ ６２８９ ３０２７９４ ２１６９６１ ６２３６９ １３９４１１

２９９７４８６ １４２８５５ １５４４４３７８ ９４２３０２２ ３９９４２０６ ７１９８９６９

６６４８２ １０３６３ １７３７６３０ ７０７４９０ ２４３５８１ ４７０９６０

５７２８０ ２２９５６ ９９５４４１ ７１６６４５ ２０２９８９ ３５４８２８

２１５４３４８ ５１８８３４ １９３７０２５５８ ５６４６８７５９ ４１１０６６７２ ６８２７２２２３

２３４９６８ ３９８８７ ３１２４４２７ ２３２０９３０ ４３７１７９ ７６０４２６

９５２６６６ ２８７５５０ ２２５４３９９６ １５９４２５３８ ３１５９８００ ４５６１６３７

１３４４８３５ ７２１８３ ７２５３４７０ ５２０１００３ １１７７１４４ １９５０７７３

１０５５８１５４ ２４１４９９ ２４０３２４６５ １６３３７６５９ ５１６３５８６ １０１７７２５０

１９７４３３０ ３７４７４６ ２７８６７０８３ １６９９２５１８ ６０６７９８１ １０５１１４０９

１３３８５２６５ ８０３９６８ ２２５３５０３７９ ８１２１００５８ ４５３０８６４１ ７５６９６７６５

１１１７８２７７ ５１３６３７ １７８８３５２０８ ５２４２８２１７ ３８０５２５０５ ６５０７３４２０

２０９５４３０ ３３６９６７ ３９８６２４８４ ２２２７９７７３ ７５０８９７６ １１９８９８９７

２０５７５９４ ３２４０８９ ３３８１４８７３ ２３００４０５０ ５６６４０９１ ８９３０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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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实收

　资本

主　　营

业务收入

合 计 １２６４８６０７３ ７６９６３２０６ １２６７３１３８９ ６４０１５６４０ １５７５３３５６５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５７５８７６４７ ２４５３０１９６ ６４１００８９６ ３２３３５２９７ ５０２１４５３７

　地方企业 ６８８９８４２６ ５２４３３０１１ ６２６３０４９３ ３１６８０３４３ １０７３１９０２８

在合计中：

　内资企业 ９９１６１４４２ ５２３４１２４１ １０３８００６５５ ５１５８６１９０ ９４９３５７５４

　　国有企业 ４１２８９３６９ １０５１４２９４ ４７４４２６７２ ２１０５９７６８ １４２０９７２０

　　集体企业 ３３４９１９ ３０４５０２ １８１７８６ ５１０５５ ４４９０５６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９１９１１ ３４３２１６ １３８７２９ ７６６４１ ５３６６９６

　　联营企业 ４６４２ ３７６７ ９９９１ １７９６ ６９１５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９４５８８７６ ２６００９７９６ ３５２９０７０４ ２３１９０９０９ ４８１２７３５２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４１４４６ １０８６９４９３ １７３７４７４９ ５５９２３１２ ２３７７８６６３

　　私营企业 ４６４０２７９ ４２９６１７４ ３３６２０２３ １６１３７０９ ７８２７３５３

　　其他企业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８０７９３５６ ７１９０６０７ ５６２８０２３ ２４４４９３９ １４４３２０７４

　　港澳台合资经营 ２００４６０７ １７０８８８６ １７１８４１６ １１２４２４２ ３７４１４６９

　　港澳台合作经营 １４２７３ １１２３３ ２７７５８ １３７８７ ５２８２７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３１４３７１２ ３０６３４７９ １６１７２３４ ８５４０６３ ８６５３００５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９１６７６４ ２４０７００９ ２２６４６１６ ４５２８４６ １９８４７７３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９２４５２７６ １７４３１３５８ １７３０２７１０ ９９８４５１１ ４８１６５７３７

　　中外合资经营 １０７９６８６２ ９９８５９４６ ８２６６３２３ ４７７８０１１ ３０２５９０２５

　　中外合作经营 １７５９０１ １５０５４９ １２６８９３ １４７９８９ ３６２５２７

　　外资（独资）企业 ７７９０７３６ ６８３０８２０ ７６５３６４２ ４４２１０２１ １６７６９１８４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１７７７ ４６４０４３ １２５５８５２ ６３７４９０ ７７５０００

在合计中：

　农村企业 ６３８５４４ ５７０７０７ ３５６８９７ １７９８３９ １００５８３１

在合计中：

　国家控股 ９４４３９４９０ ４７３６９３４１ ９９２６３０６８ ５０７６０９６７ ８８６７９９６７

　集体控股 １７２４７０４ １５４４９００ １３９９７２３ ５０１７８０ ２５８７７２４

　私人控股 １１９０８３５４ １１０３０７８２ １０６３５６４２ ４４０４７４２ １８７３１３０１

　港澳台控股 ４５４３００３ ４３４１０９１ ２７１０４６７ １６１６０４３ １１１０５３６１

　外商控股 １２４６９４４９ １１３７１９０８ １１５６３０１６ ６２４８６８０ ３４１７７８２５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１４０６５３０７ １２２５８５２９ １３８０１７７６ ７４２７６０４ ２３８３８７４７

　重工业 １１２４２０７６６ ６４７０４６７７ １１２９２９６１３ ５６５８８０３５ １３３６９４８１８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８９３７５０８２ ４４２６４８７７ ８９４６０１２５ ４３２５５７１５ ９７２５４６４１

　中型企业 １８４３２６７０ １５６５９８６７ ２１４２９８１４ １１８２５２９７ ２５８３１１７７

　小型企业 １８３０４７４３ １６６７４３１４ １５５１０１３１ ８６８６０１９ ３３４７１７３０

·０４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１３３９７６０９６ ６５２３３９２ ２３１９３０２ ６７５４９６２ １１２９４９９１ ４２７０５５６

４５２７４０１０ ４２６１８９ １１８３５９９ １３５９２００ ３４２３０７２ １３００３２６

８８７０２０８７ ６０９７２０２ １１３５７０３ ５３９５７６２ ７８７１９１９ ２９７０２３０

８２９３０４５８ ２４９６２３７ １５０７４０８ ４２４０６０６ ６２４６２０８ ２５４７２１２

１２４４５４０６ １４２３７６ ３３６０５６ ３７９１２７ ２３３１８０９ ４７６５７２

３８２１０４ １３６０１ ３１９５ ３６４３０ ２０１９２ ２０９３９

４５８５４２ ３０４０８ ２４７０ ３５０２３ １２１４０ １７０１４

３９２２ ２６５ ６６ １０６９ １５６５ ６８３

４３６８２３０７ ９６２８６０ １６１１４１ １９４６９３７ １８９２４６６ １０５８６３４

１９５９４６５８ ９０３５２７ ９７８７０６ １２５７８３１ １５２０８２１ ７５４４８８

６３６３５２０ ４４３２０２ ２５７７３ ５８４１８９ ４６７２１５ ２１８８８２

１１９４８８１４ １１６６４３２ ４７２１０ ５８４６４６ ７７８１５９ ２９３９９０

２９９７６５５ ２１３０４４ ２１５６５ １９４６５９ ３２７０００ ９７２０６

３７０６３ ５２６４ ２５８ ５１８１ ５４７０ ２６３７

７２６０２９５ ８９５１４３ １７９２８ ２９０６５５ ２６５４６５ １４７８６５

１６５３８０２ ５２９８１ ７４５９ ９４１５２ １８０２２４ ４６２８２

３９０９６８２５ ２８６０７２２ ７６４６８４ １９２９７１１ ４２７０６２４ １４２９３５４

２４８３６９０７ １２５０２３８ ７０１７９５ ９４５０１５ ２９５１７０５ ８８８９２２

２８４７８４ ３４０１９ ８９９ １７７４３ ２７６６２ １０８９０

１３４３５３４２ １５３１１３９ ５８２１６ ９００６１８ １１３９７３７ ４９０７８２

５３９７９３ ４５３２６ ３７７４ ６６３３５ １５１５２０ ３８７６０

８５００６５ ３８５９８ ３３４４ ５８３３９ ６７０９０ ２７１６８

７７６９２２７５ １９３５７１５ ２０８５３４２ ３１３２０６８ ６５３４８７７ ２５２２５６４

２１１１３３７ １４５２１２ １５９７２ ２０９６３３ １５１９１７ ８９１１４

１４６８０６４０ １１３０４２１ ７９４０４ １４８６３７５ １４９８１９１ ５６４３４８

９２５４６１４ １０３５７１７ ３１２８９ ４１８８５２ ４５１４５９ ２０９７７９

２８３８２９４３ ２１３５１７６ １００６９６ １４０９２０５ ２５０６２０６ ８２８１７２

１６９１８０８４ ３１０３２２３ ４０７０８１ １７７２４７０ ２１１８２１６ １０９７８８７

１１７０５８０１３ ３４２０１６９ １９１２２２１ ４９８２４９２ ９１７６７７５ ３１７２６７０

８４８８０８７７ ３６０２９３２ １８６４５３３ ２７３６７６４ ６５３５０７５ ２５９８１１２

２００４２６３８ １５８７１０８ ３００２０１ １９９００９８ ２５３８９５７ ８５２４７４

２８２３０６４７ １３００５３５ １５１１７０ １９８５２７０ ２１３９６５４ ７８８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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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企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计 ３７４０ ５８５ １４５１３６２８２２８９９０５３４．０４ １４３５７４３５７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 １ ６８７０３５１ ８０５３５２ ６８４２９０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６ １ １９２６７４７ １１１０４９１ １９２６５５７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７ １ ２１２７１５２ ６６９８６６ ２１３６１９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 ６５２３ ３０３５ ６７２８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３３ ２３ ３２１３９８６ ３１６３６４ ３１７４８１０

　食品制造业 １２２ ３２ ２２１２６８６ ４４９７０８ ２１９２１０３

　饮料制造业 ４１ １５ １９６６０７５ ５３８８３１ １９７１４０９

　烟草制造业 １ ４３１０１８ ３２４５２２ ４２６９１１

　纺织业 ７６ １５ ８５９７０４ ２００７７０ ８３１０５４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４５ ２８ １１２５３１４ ３６５５１３ １０４６８４１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５ ３ ９５００７ １５０６７ ９１７０６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１ ３ １３０５９７ １５３９７ １３３１７５

　家具制造业 ６３ ９ ５７８６４５ １２７９３８ ５７０５１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４ １０ ６６７２５５ ２０４４１９ ６６５２５３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３０ ２６ １１９８０２５ ４７１１３４ １１９９５０３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１５ １ １３０００８ ３４１０７ １１９７８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２４ ５ ９０２４８３０ １２２７８０４ ９０４６７３５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２０ ３４ ３７１１５２４ ７７６７３３ ３６３７３４６

　医药制造业 １６７ ２０ ４５２８７６８ １８４２２７１ ４１９４０５４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３ １８０４２ ７０２２ １８６９６

　橡胶制品业 ２１ ２ ２６１５３１ ５３３１５ ２６８００３

　塑料制品业 １１１ １６ ８５４５９６ １７７５９１ ８５１６８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７０ ２６ ４４５１７０８ ８０６６３６ ４３８４０７３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３ ８ １８３１４８３ １６１４２ １８３９４２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９ ９ ９４７４８２ １７５５３０ １００６４５７

　金属制品业 ２２９ ２１ ２５１３５７８ ５１３３７３ ２４８７８６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８７ ４１ ５９７９３９９ １５３０８１６ ５７１３８３２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１０ ３２ ５６５６００７ １３９７６６５ ５４１２９８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７５ ３８ ２４９５６１９９ ５６２１２６０ ２４７６７９８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７０ ４７ ７７５０７５２ １３７０６０８ ７６１６２１９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３００ ５８ ２０２６１５０７ ２０４５２３７ ２０２２４６４４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９４ １９ ２４２３３２５ ６３５８２５ ２４３８００５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５１ ９ １３８００２１ ２４１１７０ １２８７２６０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９ ２ ９１５７７ ８５１１ ９１９６０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１ ２１ ２２８３４１４４ ４４８７５４１ ２２８３２４８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９ ４ １７１３４７９ ２５８６７５ １７１３２８８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０ ５ ４０７２３６ １４４２９６ ４０５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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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５３５９５９６ １１７８７１４ ２５３２１７４６２ ９８２０２５７６ ５１３７６６２２ ８６２０８１７４

２４３２６４ １６６１８ １８５８３２４ ９７７８１１ ７０１９７ １９１４６５

１８９９５５ ２９５５３ ５４０９８３９ ２５５０３９４ １２６９５６３ ２０７４３０３

２０７１５ １８０９５１１７ ４８９１４９９ ３６０５３４２ ４２３７８７２

３０７ ３３０５３ １４８１９ ３４２２ ９９７４

１１６７３１ ３４９１８ ２５１８２１６ １８４２５７５ ３７１２７０ ５５４０３３

１２４８２１ ４８２６３ ２６２７１６７ １５６７７３２ ６７１２４２ １０６５２０８

１７６０９ ３１２５０ ３４９６２１９ １６０６１０７ ６３７０７２ １１９５１２７

１２８３１ ９２７ ３５９５９４ １９４９９３ １３５９７３ １９１２７０

２５５００１ １９１８０ ９４９０２６ ６４３６２４ １５６８６３ ２７１９３５

２５１６３７ ４７５７１ １１０５５５２ ８２７３１４ １８３７３１ ２５６４２４

１６３０６ ２０２９ ７８９４０ ６４２６８ １２３４５ １４１９２

４４５１ ２８６０ １５４１０３ ７５４３５ ６２０２７ ９３９０４

４６９３０ １６３５５ ６６９３０１ ４２６０３０ １３６０４３ １９４３２２

４５６１０ ６０９３ ６６６１２７ ３７４０１６ １９４２０１ ３２１２３８

１６７１５ ３０２０５ １９１０２０６ ９９８２５１ ７０６６４４ １４４９０５９

５２８０２ ５１５５ １８８４８２ １２５９９３ ４９１０８ ６８３２５

４１４２ １６５７９ ２６８２７０５ １３０１２３７ ９７９４１３ ２９１９８１６

１０７９６７ ３８５４２ ４８７６６３３ ２８６０１５６ ９７８５６８ ２０６３９７９

７０６１０ ５７８４５ ５８７３８０５ ３８７０３５８ ８２４６５１ １３７９２６４

６７１０ ５５７ ３２７０８ １６０５９ ６２７１ １０３７９

６４１６４ ７７９８ ２０２５１４ １１８８１０ ６９７３４ １２６４２６

１０１１１３ １４１３３ ９２５３７１ ５５５６９１ ２２０４７７ ３８８６８８

１２９１５７ ５７５８２ ６１８５７３２ ４２４４９１４ １０５０７２９ １８５２１９１

１７２９７２ １６１０４ ３８２３８１５ １３５０２４３ １１２３４３８ ２５５５７５３

４２３１５４ ５７２８ ６５７６４４ ４９１９０９ ７５１４８ １３９３１９

１６７１２３ ４０７６４ ３１４０１１３ ２０８４２０２ ５５５０３３ ８９８４２４

７５９１９８ ６２３１７ ７５５０６３４ ５６５２３１７ １０３２６０８ １６４６１９９

７７５５５２ ７７２５０ ９７８４４６５ ６７２５８９８ １３８５０２５ ２００１５７４

５０５１２１ １３９７２１ １９４５９６１２ １１６５６１３８ ３９１７８７５ ６０３７７０７

５７８５１７ ６２２７１ １０９２９３５１ ９０６５０８２ ８２５６２１ １３６９５２１

９７４６０７４ １３８１８０ ２３４６６３４８ １３３２８８５６ ３８５６６３０ ７４５８４３１
２８２４２１ ３２７１２ ３５６７０５６ ２７８４９１３ ３０１４９５ ５０４３４６

７０５９７ １３０６４ １８４６８２４ １２９１３２０ ３２３２３８ ５３３５１１

３４３ ８０３ １２１５６１ ６４８６７ ４４９７６ ５６６７２

６４２２７ １００８１４８８６ １１７６３０８９ ２２１７３２９９ ３７２１８８０７

１０１３８ ２８０４２７２ ９２３８５０ １００５３２４ １３２６１４９

１０４００ ４３５２１５０ ８７１８０７ ２３６２０２９ ３５３２３６６

·３４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企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１２６４８６０７３ ７６９６３２０６ １２６７３１３８９ ６４０１５６４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４９５１４ ６３２１８４ １２０８８１０ ３７３４０１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５４６８１２ ２１１００８７ ２８６３０２７ ２４１４４６３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１２６９４８ ２４８７５０７ ７９６８１６９ ２８２４７６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７４１６ ２６３１８ ５６３７ １２６０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４７４９２７ １４２４１６０ １０４３２８９ ４０５６５８

　食品制造业 １７０２７２８ １５０４８８２ ９２４４３９ ９４３３２２

　饮料制造业 １７７６２９９ １５３２７８２ １７１９９２０ ８０９９６２

　烟草制造业 １１５２３８ １１５１０６ ２４４３５６ ９２９７６

　纺织业 ５３２４１３ ４４２４４５ ４１６６１４ ３４１４８５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７１５６６８ ６３６０８７ ３８９８８４ ２１１８７１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５１２０６ ４９９４６ ２７７３４ １１７９２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９３３６９ ８８６１４ ６０７３３ ６８１４１

　家具制造业 ４２１０３５ ３６４４２５ ２４８２６６ １４６７８６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３５４４９０ ３３０３９０ ３１１６３７ １９４４０７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７９１０９４ ６５９９８６ １１１９１１２ ７１３０３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１２００８９ ９６５９０ ６８３９３ ４４８８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６４３８８６ １６４１２４６ １０３８８１９ ７４７１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５７７１７４ ２１２７０９７ ２２９９４５９ １４６０１０１

　医药制造业 ２４４１２０６ ２２００９３８ ３４３２５９９ １３８０１２７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９０３３ ３１９５ ２３６７５ ９８００

　橡胶制品业 １４９４０４ １４３３１８ ５３１１０ ４３４９５

　塑料制品业 ４７４３１０ ４４００７２ ４５１０６０ ２９０８１５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６１７７６６ ３３８２１０６ ２５６７９６６ １３３１７９１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４９５７４４ １５９２０５０ １３２８０７１ １３６９６４９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３２２２１０ ２８８３５８ ３３５４３４ １４３１０６

　金属制品业 １６７７１０４ １５０４１０６ １４６３００９ ６８６６４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６３００７９ ３４５６２１３ ３９２０５５５ １６５６０３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５４３４６９０ ５０８９０５５ ４３４９７７４ １６７２７０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１４７２６２６ ９９４７２１５ ７９８６９８６ ３５８１８８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６５６２８５０ ５６３９５３０ ４３６６５０１ １９７５８０３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１１７３０２８６ ９９０１２２１ １１７３６０６２ ７２０００１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１９５７３２１ １８３３６０９ １６０９７３５ ６５６２３４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９６８７４６ ８０４２８３ ８７８０７８ ３２９６８７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７１４９０ ５６２１９ ５００７１ ２６８３７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５２２５０４６ １３２０９６２４ ５５５８９８４１ ２７５３９３３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８１３７９０ ５９３４２９ １９９０４８２ ５６７５４１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７１２０６８ ６０８８１３ ２６４００８２ ２４２１１２１

·４４４· 北京工业年鉴



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业费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１５７５３３５６５ １３３９７６０９６ ６５２３３９２ ２３１９３０２ ６７５４９６２ １１２９４９９１ ４２７０５５６

６８５９１１１ ６２４３９８８ ７３１８１ ４１２５３ ４３７０７５４ ４３９２２４ １３４３６９

２０６９４１２ １９２８１６８ ４４２ ２５９１４ １００３８４ ３５５７１ ４７１５１

５８５１８２９ ５６３６６６５ ４９６１ １５５３２ ５８０７８４ ５３３７０ １３５１１１

２３３６１ ２０９６８ １４９ １９６０２ ２０６２ ６５３

３４９８６３４ ３０６４５４７ １９３８１３ ３０９２０ １０９８７０８ １３６３８８ ４４５１７

２９４２６７３ １９９５３９６ ６３０５５９ １６１１９ １０８６５０８ １４５７６５ １５９０５０

２２２０９９０ １５５９１９８ ３５１００３ ８６１３８ １４８０４５３ １６６５８４ １１２６８９

４２１５３０ １４６７１４ １２６５７ １９１２９１ ４３５９５０ ４３６６９ ４６６１８

９７６３３８ ７９７７２７ ６１８４１ ３０７４ ５１９０２４ ５９０２１ ２６０５４

１２０４６３５ ８８０７５１ １３４４４５ ４５５８ ７８０２３６ ８０１５３ ４８７６７

１０１９０８ ８７８９１ ３６１４ １９６ ４４５６９ ４５３６ ２３５６

１４３０９６ １３２４６１ ７３２０ ４０６ ５８９９９ ４０３８ ４１８４

６０６４３４ ４８１０８７ ５２３０７ ２６４３ ３４５９６５ ３９９２９ ２３７６３

７１２４６８ ５６２０６７ ２０３４５ ３１４９ １０２１８２２ １０３０５１ ３１３０７

１２７７６３３ ９７８２５９ ３７６０９ ７４９７ １０３７５６７ １１０５１０ ６７５８３

１３９０９８ １１６４３７ ８１７０ ４１１ ３８３６０ ４２５２ ２５３８

９３０９７７３ ８２６４３１４ ６５０４７ ７９４５０７ １０１３９６７ １０４６３１ ２７９７５２

３９２７７２３ ３１５６７４４ ２８６５４８ １８７８７ ２０５２５５６ ３６２３５４ １４４６０７

４３７２２８６ ２０７５６５７ １２０５４９２ ３５９２１ ７０３７３９４ ７５９７７１ ３５５７００

１８７４２ １３８９７ ６６２ ７０ １６９１８ ２０２３ ３４９

２８０７４１ ２５１９１７ ８４５０ ６３４ ３９６５ １６８６ ７２５１

９８０５０９ ８５０１９６ ３１８１５ ２５８３ ４５７１７１ ４５９９３ ２３５５９

４５９８８２１ ３８４４２４２ ２０１１５１ １８０５０ ２１１４９６８ ３０３７７３ １０７１６８

２００６１２７ １９９０６８８ ４８７８６ ７７８ ３６１０６５ ５７０１１ １０６５３

１０３２６１１ ８４７６６７ ９５７７ ２９６９０ １０３７６７１ １０５４２７ １９２２８

２８２０８１２ ２３５０９０３ １１４５１４ １２２９３ １７１５３５７ １７６０２５ ６２４７６

６０９８５０１ ４７５７２９３ ２７３７０８ ２１９５２ ６８５１１７６ ７０８４７９ １９７７６９

６１７２６３８ ４６８４７６３ ３０８７８３ ３５４２９ ６６１１２９６ ７０８６８９ １８４３８１

２５５５２４３２ ２１０７７３７９ ８６１４９３ ６９３５５７ ２０８０４７９２ ２１５１５１９ ７５９８９４

７５３２７４３ ６１８７６６８ ３３５６９４ ２１２８８ ５５３６７３６ ５９１２８４ １８２６９５

２４２７４１４４ ２２０８８２０２ ９２２６３３ ４７５８７ ８１６３４３７ ９２７５０２ ２２２５７７
２８９１００９ ２１５７３２３ １７９４３１ １４５１１ ３２５５８３８ ３５２３６３ ９８０１１

１３９２５３６ １１６９６５５ ３３６２８ ３８７９ ８７０３３１ ８８９５９ １７６８４

９５７８７ ７７７５７ ７７８３ ３４１ １８６８０ ２８５５ ３４７０

２２９４５６０５ ２１４８７８８３ ８７１０ １３１３４１ ２３１５７７２７ ２４９５４４８ ６５１９６９

１７３２０５６ １５５８２１１ ２４０９０ ４９３２ １７１４１７３ ２１２１６７ ４０３６８

４４８８２０ ４５１４１７ ３１３２ １９２４ ６４１２９９ ４０２７２ １４２８６

·５４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７８０ １４３ ８１７６３８４８ １７１９８８１８．４９ ８１１８２８３３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２３０ ３６ ４６２５８３５４ ９１１０９７３．６５ ４６０４７７３９

　地方企业 ５５０ １０７ ３５５０５４９４ ８０８７８４４．８４ ３５１３５０９４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２１２ ４２ ６９７７７６９ ２１３６９１７．２８ ６７３３３３７

　重工业 ５６８ １０１ ７４７８６０７９ １５０６１９０１．２１ ７４４４９４９６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８５ １５ ６０７９０７８８ １３８０８６２８．９５ ６０５８６２９１

　中型企业 ２２０ ４６ ８７９４０３３ １９７６５１３．４２ ８５４９３３９

　小型企业 ４５８ ７６ １１９１５４２３ １３３８９７２．１７ １１７９４５２５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实收

　资本

主　　营

业务收入

合 计 ９４４３９４９０ ４７３６９３４１ ９９２６３０６８ ５０７６０９６７ ８８６７９９６７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５７１５６４６２ ２４１００７９１ ６３８９９９６２ ３２２４１２４４ ４７９２９８２８

　地方企业 ３７２８３０２８ ２３２６８５５０ ３５３６３１０６ １８５１９７２４ ４０７５０１３９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５４８６４２１ ４３７１２４８ ６６７６９３９ ２９９６６５３ ７４２１１０７

　重工业 ８８９５３０６９ ４２９９８０９３ ９２５８６１２９ ４７７６４３１５ ８１２５８８６０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７８９３６１４１ ３４７０１２２６ ８１３２７７６５ ３９４５５４１３ ６６２４１３５２

　中型企业 １００９６１０３ ７８９８５８２ １２９３２０４６ ８１１３９５９ ９５４４２４９

　小型企业 ５３３１７３４ ４６９７０５９ ４８７０４５７ ３０６８０２８ １２６３４６５６

·６４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２１５４３４８ ５１８８３４ １９３７０２５５８ ５６４６８７５９ ４１１０６６７２ ６８２７２２２３

５０４５５９ ２０９９９１ １２１０５６４２４ ２５１６５０６６ ２４６８３０８９ ４３３４０４７１

１６４９７９０ ３０８８４３ ７２６４６１３４ ３１３０３６９３ １６４２３５８４ ２４９３１７５２

２０４９７５ １１０１４１ １２１６３３６０ ６６０１２４７ ２８２７７９０ ５１３０７７０

１９４９３７３ ４０８６９３ １８１５３９１９８ ４９８６７５１２ ３８２７８８８２ ６３１４１４５３

１４２７８３２ ３３０５４２ １６０２６３９０６ ３９９８３８５０ ３４２０４８３２ ５７６０５７５０

２８９２６７ １２４８４６ ２３０２８１４８ １０２７４４８１ ４９０４０３７ ７４１７４９６

４３３９５４ ６２５０８ １０２０２１９１ ６１１２２０５ １９１９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７６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７７６９２２７５ １９３５７１５ ２０８５３４２ ５７８３９００７ ６５３４８７７ ２５２２５６４

４３０９８７７７ ４１７７２０ １１８２４３６ ３０８２０３６２ ３３２７６６３ １２７９９５６

３４５９３４９９ １５１７９９５ ９０２９０６ ２７０１８６４５ ３２０７２１４ １２４２６０８

５５２２６５５ ５３０７０４ ３１３５４３ ６０５００３２ ７５２６１９ ３０９３６９

７２１６９６２０ １４０５０１１ １７７１８００ ５１７８８９７５ ５７８２２５８ ２２１３１９５

５８４９４６９６ １２６７２１１ １７７７５４６ ４６３５８０６９ ５０３８５０７ １９９８０１３

７７０６５８９ ４１４５６１ ２３４２２９ ５５８７７０８ ７９１９４６ ２８４４３１

１１２９３７４３ ２４５８７５ ７２４７７ ５５５９７７３ ６６５５９２ ２２８３３５

·７４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７８０ １４３ ８１７６３８４８ １７１９８８１８ ８１１８２８３３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４ ６８５５０１５ ８０５１７３ ６８２７８０６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 １ １９１９５０８ １１０７６７８ １９１９０１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４ １ ２０４６５３４ ６３５７５２ ２０５２５４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５ ８ １５９９０５９ １４００７５ １５９４１８３

　食品制造业 １４ ５ ３６５９５４ ４９８６８ ４０８１７４

　饮料制造业 ７ ４ ６４４７４５ ２４９００５ ６３２９５０

　烟草制造业 １ ４３１０１８ ３２４５２２ ４２６９１１

　纺织业 ２０ ２ １６１８３６ ３４３９８ １６０５７６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１ ２ ８２２０４ １６１６５ ８１２０９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 ９３７６ １３３８ ９３７６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 １ １０１２６ １３９４ ９９３９

　家具制造业 ５ ４７９１７ １００９１ ４９０７８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 １ ４９３７６ ９８７５ ４９０４４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３９ １１ ５３７８１８ ２４８５９０ ５３６６０５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４ ４９１２６ １４４３７ ４６９１０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７ ４ ８５６７２２１ １１９４６２６ ８６００３８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５ ８ １５１０２１０ ２３１４２７ １５１２６４５

　医药制造业 ３５ １ １３８９２９０ ６７９７３４ １２０３６１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 １５１４７ ６７１６ １５７４１

　橡胶制品业 ５ １ １３１０２５ １８３１４ １３７０４２

　塑料制品业 １１ １ ８３３４４ ２０７３２ ８７０３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５９ ５ １２７９２３３ ２６１３７１ １２４８４４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 ３ １３２８６３２ ２４６３８ １３３２４７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２ ２ ４６９９６３ １１９０２５ ５３９３０４

　金属制品业 ２５ ４ ６０９７６１ １３４３３６ ５８５５５６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６ １１ １３９９５８０ ３７３１５１ １２９０８４３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７１ ６ ２５８４７４８ ５６２７２４ ２４５９６８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６４ １３ １７５６１５８１ ４３７０７５５ １７４５１１９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１ １０ ２４９４９８６ ２２７１４０ ２４９６９７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８６ １３ ２３９８２４７ ３７９６６４ ２３３６６５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４９ ５ ７２４３７１ １７２０７３ ７４５９７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６ １ １００１１６９ １８０７８３ ９３３２５８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２ ２９８１５ １０６１０ ２９８１５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９ １５ ２２７７４２５９ ４４９９０９４ ２２７７２３９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２２９６４１ １６４２ ２２９４５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 ４ ３７２０１３ １３１１７６ ３７００４５

·８４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２１５４３４８ ５１８８３４ １９３７０２５５８ ５６４６８７５９ ４１１０６６７２ ６８２７２２２３

２４３２６４ １６５３３ １８４７８４０ ９６７６８０ ７００２９ １９０８１３

１８９９５５ ２９４５５ ５３９９１５６ ２５４２５１２ １２６６７７７ ２０７０４０４

１９６０５ １８０２４２９２ ４８４６７８９ ３５８４１３３ ４２０７４９６

９９３４ １２８２０ １４１５１３９ １０９５６９３ １６１７５３ ２３０８４２

８１０３ １０６９０ ５７０３１６ ２３３０４４ １３７１３２ １８８６１０

６１７５ １２６５４ １８３８６５０ ７８９９９４ ２０５９７５ ４７４１４８

１２８３１ ９２７ ３５９５９４ １９４９９３ １３５９７３ １９１２７０

４４２４１ ６６６１ ４０１５４２ ２３８１１３ ８５８１０ １３８４７１

４９１２９ ４０９９ ５２８４４ ３３５０７ １６２５１ ２６０４７

７０７１ １３２ ６７４３ ６５５４ ５４ １３４

５４４ ３２６５１ １７６７６ ８０８２ １４０７９

３６９３ １７１２ １０５２９５ ６３５９９ ３０６６６ ４５５１２

４３９ ６６４０７ ４３９４３ １１５６１ １７０２５

５８３ １４７０９ ９６２５２８ ４６９１７５ ３８０９１５ ８４６７３５

７５１３ １９４７ ９４８００ ４９６２６ ３８０１９ ５１９７９

４１４２ １４８４０ ２５２９４９０ １１７６２６８ ９５９４８７ ２８８５９２２

１７６９６ １３５７６ ２６８６９４３ １３６０４６８ ５４３２９０ １２８５９４３

２８３０１ ２００９３ ２５５８２２１ １５６０３３６ ３２１３５１ ５８４８７３

６７１０ ５０１ ２８５２０ １２５１０ ５７９６ ９５５０

６３３９５ ４５５２ ９４５０５ ４７７５５ ３８７２４ ６２７２２

１６９６ １６４５ １４７５３０ ８１９３４ ３４８５９ ６１６０７

２１２８１ ２０５６０ ２３２７４８０ １４１５９１７ ４４６２４９ ７８４５５９

１５９２３１ １３０１７ ３５１３０７２ １１１５８５８ １０７２３７７ ２４４２１７３

２８８９５２ ２４０２ ３５９６２６ ２７５９７１ ３６７７０ ６６８９２

８０１２７ １００１５ ９８１６４６ ５３３３４９ ２１０２５８ ３１５２２１

１３０９１５ １８０４１ ２５５１４０８ １８５３２３５ ２７６９８９ ４６７１２１

１１５５５９ ３８３６６ ５３６９３２４ ３３６３２１７ ９３５２７７ １３５０７６５

３３９６２６ ９０２０２ １４５７９３７１ ８０６１５７９ ３０４７７４５ ４５５０７２１

３９５５９ １３４５３ ５３１５０５１ ４７４９１５７ １７２２７８ ２９２６７８

２５４２２９ ３０２７１ １１７２８９４１ ４７２４１６９ １９４７４１４ ２９９３４２１

１７３２１ １０７０３ １００３０５９ ７９７１３５ １０６９０３ １７１５７８

３１１８ ７８５０ １４８９２２２ １０３５７４４ ２６３２９７ ４３０１７１

２６７ ４８２３４ ３５９４１ ８２９７ １７６９８

６２９６１ １００６９７３４６ １１７０３５０７ ２２１２０７０５ ３７１５１４９３

２７４４ ２３６８０８ １４５３１５ ８１３７４ １５０１０１

９８４８ ４２７８９６５ ８２６４９８ ２３４４１０４ ３５０３４５２

·９４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国有及国有控股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９４４３９４９０ ４７３６９３４１ ９９２６３０６８ ５０７６０９６７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４２２４０ ６２４９１０ １２０５６００ ３７１３２５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５４３２４８ ２１０６５２３ ２８５５９０９ ２４０８２６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０９６３５０ ２４５９３５３ ７９２７９４２ ２８２２６９９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９３６０７９ ９２８５３１ ４７９０６０ １５４７３３

　食品制造业 ３０３１６４ ２４０８６７ ２６７１５２ １７９９５８

　饮料制造业 ７９１４２１ ６２４６９７ １０４７２２９ １０３１８４

　烟草制造业 １１５２３８ １１５１０６ ２４４３５６ ９２９７６

　纺织业 ２３９４０３ １６３９１８ １６２１３８ ２２０７６６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４２４４０ ４１１５１ １０４０４ １４２２５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３６４３ ３６４３ ３１００ ３００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２５１０ ２２３５６ １０１４１ ６４５６

　家具制造业 ９１２４３ ６６４８７ １４０５２ １６０５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３２２１３ ２３８９４ ３４１９５ ９６８５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３５５３４３ ２７８３４３ ６０７１８５ ４３６１７２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５４５２９ ３３７７１ ４０２７１ ３２８２３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５７１４０５ １５６８９１５ ９５８０８５ ５３６７２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６３４０７４ １２６４２８９ １０５２８６９ ９０１９９３

　医药制造业 ８１７６４０ ６９３０７４ １７４０５８１ ５９２７３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６２４７ １７１３ ２２２７３ ９２００

　橡胶制品业 ８７６４０ ８４２７５ ６８６５ ２０２１３

　塑料制品业 ７７２４８ ７１６４４ ７０２８２ ５１５７１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３８２３９８ １２４８６４８ ９４５０８１ ５８０５２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２７２０６３ １３７７０２４ １２４１００９ １３２４３２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３２０９７ １２２５６７ ２２７５２９ ８６４１０

　金属制品业 ４８５６６０ ３８０６０２ ４９５９８６ ２１３１８７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４６１１３４ １３７７９９７ １０９０２７５ ５０１０４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０２５２８５ ２７８５６８３ ２３４４０４０ ９０７１９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８７７０７５５ ７３５０９２３ ５８０８６１７ ２８４１３９３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４８３４５９ ２８０３４５０ １８３１５９２ ７１１４３５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４６４６８９５ ３４７５４７４ ７０８２０４７ ４５９２０３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５９２３０６ ５４０２８７ ４１０７５３ ２１４２０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７８１９０３ ６４８３３９ ７０７３１９ ２３９５６３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２６６４６ ２６５５７ ２１５８７ ２４６６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５１３１９５３ １３１４９８０２ ５５５６５３９３ ２７５２７０８３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１９８０ ８３０１３ １３４８２８ １２４２１９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８１６４２ ５８１５１２ ２５９７３２４ ２３９６８８７

·０５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业费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８８６７９９６７ ７７６９２２７５ １９３５７１５ ２０８５３４２ ５７８３９００７ ６５３４８７７ ２５２２５６４

６８４１７１８ ６２２８１８０ ７１５８９ ４１２３４ ４３７４８６４ ４３９４３８ １３４１０６

２０６１８７３ １９２４９６８ ２５６１４ １１８６１５ ３３８３７ ４７１１３

５７６９３４５ ５５８０６８２ ４３５４ １４３４７ ４００５７９ ３５０５４ １２７５５８

１８４９０１４ １６０６４４１ １１３９０３ ２９８５７ ６１８８０３ ６７２２０ ３０３８６

４３４０２７ ３２７８１５ ９１３２９ １４１７ １５６６９０ ２７３３ １４４９５

７０８９５２ ５０１４５９ ５７１９２ ６７７８２ ８７３６６３ ９４４４６ ３８３４２

４２１５３０ １４６７１４ １２６５７ １９１２９１ ４３５９５０ ４３６６９ ４６６１８

１８７２３３ １６４３３８ ３４６７ ８９６ ８８７３９ ２５６１ ４８４０

９８３６１ ８９６７４ １２７９ ２９０ ４９ ８１ ２４７３

９３７６ ８０４３ ２９２ ４ ５４２３ ５４２ ４５

１５６５２ １３９２９ １４７９ ３２ ４００１ ４５７ ４２５

６６８９８ ５０５０６ ８４６９ ３５８ １６８４ ２８４７ ３６８６

７８０４９ ７３３６５ ７９２ ５０ １２４２３ １８０２ ７８４

６００８７９ ４４５５７１ １１０４５ ４２０３ ４２４２８６ ４７４０３ ３５８６３

６３３３６ ５４４７１ ４２５８ ２２５ ２３７１ ４３１ １７０３

８８４７４４９ ７８５３０３３ ４３２１６ ７９２３３１ １１５０８６２ １１８７２８ ２７３３１２

１６０６９４６ １４１８５３４ ３４６８３ ５８９２ ２６１１０９ １７８２２４ ４７５３７

１３０６６５７ ６９７５５２ １６８５６３ １０３４６ ３６９４０９５ ３７５５３５ ８７１９１

１５３９２ １１１５０ ３８３ ５６ １６７５８ １９８７ ２２２

１３７０６４ １３２５１２ １６５８ ９０ ６５８１０ ５６９０ １６２６

１２６３９７ １０３９００ ４２５１ ５６３ ８２４９７ ８３０８ ３６４５

１３６４１３２ １１２５３５３ ５４９９４ ６２５４ ８３１８７３ １１９８４０ ３８２３１

１４７８１８８ １４９５７９０ ４３８９４ ２４８ ４９２４３６ ７１１７８ ５８０８

５５０８７１ ４３２７３３ ３７３９ ２９１５４ ６５１６７９ ６６０７５ １４５３１

７４６５０５ ６４１２８７ ２０３５６ ２６３２ ４２８６０６ ４３３４７ １２４４８

１４３４４８３ １１６７１８５ ４４３３５ ７３１４ １１２８３４２ １２３４００ ６３７３６

３０５５７３１ ２４８４１１４ １０４２４８ １４８７１ ２８５１９３６ ３１２６０８ ７１６７５

１７８６４４０５ １４３７７３７２ ７３２９０３ ６７５６５０ １４７５３７９２ １５３８９５８ ５９４４８８

２５５４５５０ ２２７３６２０ ９５２７０ ６０５６ ８０８４０５ ９４３３８ ５８１４５

２９９３３１５ ２６６４００２ １３３３４１ １４１８８ ３１９９４５０ ３７４２７６ ４９２８９
８７７０９８ ７００５１３ ３２０３１ ５０３５ １０２５１４５ １１２２１４ ２８８０８

９５９０５８ ７９４６８９ １９５９５ ２７７５ ６９１３８３ ７０００５ １１５３５

３１１５０ １４５３２ ６６６２ ２２５ ５０６４５ ５１７１ １９６２

２２８７６２４３ ２１４０９７９４ ５４３０ １３１１４９ ２３３３６３３５ ２４９９２３４ ６５１６１２

２３８７１２ ２５４６５７ ２６５９ １２１９ ３５３４３３ １０３９４ ５９２７

４０９３８４ ４２３７９９ １３９９ １６９７ ６９７０８８ ３４６３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５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１４６１ ２２７ ６５０３５６６９ １２２５０５９３ ６４２８８５１８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１５３ ２５ ３２５８５３１７ ５５４４７２３ ３２３６１８１７

　地方企业 １３０８ ２０２ ３２４５０３５２ ６７０５８７０ ３１９２６７０１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４５１ ７０ ８０６０２５３ ２０８３０７８ ７６６２２６３

　重工业 １０１０ １５７ ５６９７５４１５ １０１６７５１５ ５６６２６２５５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７５ １６ ３８３５９６８８ ８０５４７１７ ３８１６５８７０

　中型企业 ２７１ ３７ ９２７０９５４ １７８２３９１ ９００５４３５

　小型企业 １０６９ １６２ １７０２０３０６ ２３２０５５６ １６７４０８２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实收

　资本

主　　营

业务收入

合 计 ５２５００３２２ ３６８７９２８９ ５２６６５４５３ ２８７８３２２２ ７１９０６０１５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１５７５７６１６ １３４１９４８７ １６６３８０４０ １０６０８０７８ ３３８２３７７１

　地方企业 ３６７４２７０６ ２３４５９８０３ ３６０２７４１３ １８１７５１４４ ３８０８２２４４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６０９４７１８ ５０２０１６６ ６８３６５３８ ３４６２５４３ ８５９７８４８

　重工业 ４６４０５６０４ ３１８５９１２３ ４５８２８９１５ ２５３２０６７９ ６３３０８１６７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３３１３９９４６ ２０２３２３０３ ３２１８３８５６ １７１３５０５０ ４３００８４５８

　中型企业 １０４８６２２０ ８４２０１１１ １２９３９６６９ ７５７３９８９ １０３４２７８４

　小型企业 ８７５０１２８ ８１０８３７９ ７３９０２６１ ３９４６８４７ １８１６１２８９

·２５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２１２６９６５ ５５２５３１ １０５１６５７７５ ４５３４５１２４ ２４５８５６３７ ４０５１２９１７

２９９３０５ １４８０５１ ３２３９５６５７ １３０９９１９９ ８６６３５２９ １７２８５８１９

１８２７６６０ ４０４４８０ ７２７７０１１９ ３２２４５９２４ １５９２２１０８ ２３２２７０９８

２６１４２８ １３９６４９ １２９３１２５６ ７５２４０５９ ２９６２２３４ ４９６２０８３

１８６５５３７ ４１２８８２ ９２２３４５１９ ３７８２１０６４ ２１６２３４０３ ３５５５０８３４

１１６５３７８ ２７２２０５ ６５３２３８０２ ２２５０４８８７ １７９３７８２４ ３０７９５２４１

３０２４８８ １４８５５６ ２３４２５８８８ １１５９４２７５ ４２２３３５０ ５８１３６５８

６５５７０２ １２９９４８ １６１４０３８９ １１０７３９６３ ２３６０５４８ ３８２０８５２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６３２７６９６５ １８６６３８６ １１３９８４７ ２６２６０８５５ ３４１３２８７ １８１３１２２

３０８０６５４４ ３１８８２３ ８７３６８７ ８３８２７５６ １０９０２３７ ８２２７５１

３２４７０４２１ １５４７５６３ ２６６１６０ １７８７８０９９ ２３２３０５１ ９９０３７１

６５３９２５３ ７２５４４３ ９８０５４ ６７３２４３１ ８３７７８４ ３２４３６９

５６７３７７１２ １１４０９４４ １０４１７９４ １９５２８４２４ ２５７５５０３ １４８８７５３

３８８３８８５７ ７４６５５２ ９９７５８５ １０５０５９３１ １４３９８８２ １１４０７８８

８４３０５５６ ５７２１３４ ４３３２３ ５７０４７３６ ８１０８１０ ２８５３１８

１５６９８７２５ ５２９６５６ ９７２７８ ９６２１９４７ １１１５２６２ ３６９９７５

·３５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１４６１ ２２７ ６５０３５６６９ １２２５０５９３ ６４２８８５１８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 １ ６８７０３５１ ８０５３５２ ６８４２９０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 １ １９１９５０８ １１０７６７８ １９１９０１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５ １ ２０７８８３２ ６４８４４０ ２０８６３８５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１ ５５３０ ３３０３ ５５３０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５９ ７ １８３７２３７ １８８６７９ １８０９８１９

　食品制造业 ４１ １１ ５６９３４４ ８２６７４ ６０５３２６

　饮料制造业 ８ ４ １６７４８８ ６９９６８ １５６０８１

　烟草制造业

　纺织业 ２９ ５ ４８４９５５ １４２２５９ ４５８７９９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３５ ３ ２５６７８７ ７８３９０ ２３６８４２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４ １ ３０３５２ ２５９３ ２９６１０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４ ２ １３９２０ １２１０ １３５０９

　家具制造业 １８ ２ １４９３３６ ３４２３５ １４８９７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５ ２ １１６４２４ １８４０６ １１４５６５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３７ ６ ４９７２３２ ２２０５２７ ４８９３９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５ ５８９９５ １５５９１ ５５５５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０ ４ ８５１２８８３ １２０１１０５ ８５４５１２８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７８ １７ １６９９４８５ ２５５４６４ １６９８０２５

　医药制造业 ８６ １０ １７５７３９４ ７９８１８３ １６０５１３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 １５１４７ ６７１６ １５７４１

　橡胶制品业 ７ ２ １１７４２０ １６４６８ １２３２７３

　塑料制品业 ３４ ５ ２４８８７８ ５９０１６ ２５０３８７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３４ １０ ２９８４９７８ ５００００２ ２９３８１１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６ ５ １２７８８９０ ５６７２ １２８２００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８ ４ ６２９４１６ １２２２０１ ６９３８４５

　金属制品业 ６９ ７ ８４０５４９ １６９６４９ ８１５３３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９４ １８ １３３２４９２ ３４６１６８ １２０９７０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７ １２ ３０６１４１７ ７４３７６６ ２９０７６１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０２ １９ ７１８１３９３ １１１６４４０ ７２３２５５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１２１ １９ ３４８２５６１ ４５２２０２ ３４０６３３７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１３５ １９ ２６２２７５４ ５４６９２５ ２５１６７７７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９０ １１ １０１６３２８ ２９５６５７ １０２１０６１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２４ ３ ９８２８５７ １６６８８６ ８４３１４７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３ １ ３７５６２ ２８５３ ３８６１２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０ １１ １１５７９８３９ １８７７５６５ １１５７８０５８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７ ２４１９４９ ４６２０２ ２４１７５８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 ４ ３５５１８６ １１９２００ ３５３６０３

·４５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２１２６９６５ ５５２５３１ １０５１６５７７５ ４５３４５１２４ ２４５８５６３７ ４０５１２９１７

２４３２６４ １６６１８ １８５８３２４ ９７７８１１ ７０１９７ １９１４６５

１８９９５５ ２９４５５ ５３９９１５６ ２５４２５１２ １２６６７７７ ２０７０４０４

１９８３２ １８０５０３１５ ４８６３９６３ ３５８９０９２ ４２１４１２８

２５９ ３１１５８ １３１３８ ３２０８ ９３８７

２１６９ １５９２１ １８９３７９６ １４３２３２４ ２０６８４６ ２８０１８４

３５８４３ １６７１０ １０５１０５２ ５５１２５８ ２２２６９９ ２９２８８６

４１０６ ３６３２ ４２８３２７ ２５６７０３ ９２３１７ １２７６６４

４３１４１ １０８７５ ６７２９３１ ４３５５０８ １０５６４９ １６６６８２

６０８６９ １１１４９ ２８４９５９ １９６００３ ５１７５６ ７３３４６

１１３６３ ５７４ １６７２９ １５５４８ １０４６ １７４３

７１０ ４８０１３ ２３６６６ １０７２６ １８１６０

７７２０ ４６１２ １９７６６８ １２４１１７ ４８１８４ ７１３８０

１５８１ ８９４０９ ４９２５５ ３５６９５ ４４９６２

２１９０ １１３４６ ７６０８８３ ３３６１０７ ３１４６０１ ６２２７６８

８７５０ ２３９８ １１２７１３ ６５２９７ ３９７５８ ５４５５３

４１４２ １４７０８ ２４７１１３９ １１３８４３７ ９５９７３６ ２８８６３１１

２５２７１ １７６４２ ３１１３８２９ １６９９３９６ ５６１８２１ １２８２１１８

２９５７５ ２９３９９ ３３７４５３０ ２０２８１４８ ５０１０９０ ８３６２４７

６７１０ ５０１ ２８５２０ １２５１０ ５７９６ ９５５０

４８３２３ ３８９４ １０５７５１ ５４４９７ ４１５８９ ６６６５３

４１９８ ４０５４ ２５５２６３ １５９３６３ ５７１１３ ９７８８２

７３８７２ ３５６８３ ４３７１６９６ ３０７１９０４ ６５０４１２ １１２１７０４

１６１９７８ １５１１６ ３５４５７３６ １１５８００２ １０４９４４４ ２４３６２１８

３２５７１１ ２６５２ ４０９２４４ ２９１５７８ ４２９１５ ８７０４６

４６５５６ １５７１５ １３０１４０３ ７７７０８４ ２５６３０９ ３７１５４６

６４０２９ ２２２６０ ２４６２０４５ １６７１８３８ ３２２７０１ ５２１１７１

２４８２３３ ４０７０６ ４８８１２３５ ３４６９５４５ ６３２１１９ ９５９０１０

２６６１３１ ６８１７３ ７４１７７４１ ３４７５７３０ １３８６３９７ １９５５７２７

５６７２８ ２６１１２ ４６６１５９９ ３７２５６３１ ４００２９９ ５９７６７０

１１０９１８ ３８１３０ １２３３１６２４ ５２５０９１５ １８１２４００ ２１７２１７６

３６７８８ １５８３０ １８５７１８２ １３９５０４４ １８１７９２ ２７８７５５

８４３３ ７３９５ １３８６４０７ ９４８２８１ ２３２６２９ ３７３８３６

３１４ ５９４４０ １８５５６ ３３３１０ ３７０８５

３７８７７ １５９２５９２７ ２２３６７１３ ７０８６６５４ １２７２７８５０

１４４２ １３１８１７ ９６０５０ １８８０７ ２９８５９

９２５６ ４１７８２１８ ７８２６９４ ２２９３７５４ ３４２４７９６

·５５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股份制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５２５００３２２ ３６８７９２８９ ５２６６５４５３ ２８７８３２２２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４９５１４ ６３２１８４ １２０８８１０ ３７３４０１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５４３２４８ ２１０６５２３ ２８５５９０９ ２４０８２６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１０３７７１ ２４６６４２４ ７９４６５４４ ２８２４１５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５５９７ ２５５９７ ５５６１ １２００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９３３６４ １０７５６８２ ８００４３１ ２４９２２８

　食品制造业 ６３５６３２ ４９０９６１ ４１５４２０ ２４５３５６

　饮料制造业 １８４９６１ １８３３３８ ２４３３６７ １０２２７６

　烟草制造业

　纺织业 ３５３１０７ ２７４７０７ ３１９８２４ ２６６３２８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７０３７２ １６７９９８ １１４５８７ ６５７３６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０２９８ １０２９８ ６４３１ ３２９６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３９６４３ ３４９８８ ８３７０ ９５０６

　家具制造业 １６１４６３ １２１６６１ ３６２０５ ３５７２１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６９７２ ４５６２８ ４２４３７ ３５３７７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７４０７１ ２４００１５ ４８６８１２ ３３６７５５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７３１１８ ５２３６１ ３９５９４ ３２５９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５１４４９２ １５１１８５２ ９５６６４６ ５５１９４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８４８８０６ １４５８８２２ １２６５０２４ ９７４５５１

　医药制造业 １１２２４５６ ９３９８８１ ２２５２０７４ ８５４７１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６２４７ １７１３ ２２２７３ ９２００

　橡胶制品业 ９３４５６ ８７６１３ １２２９６ ２４４０５

　塑料制品业 １５４４０９ １４６０５４ １００８５４ ７８５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６０３８０２ ２４３０６７７ １７６７８９４ ８４５９７１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２６３６５３ １３６１９６０ １２８２０８２ １３１４１６７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３４７０６ ２０７６１７ １７４５３８ ９０５４９

　金属制品业 ６７２１２７ ５６２０１０ ６２９２７６ ２７４１１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２０４９８６ １１１６８１７ １２５７０５９ ５７４２０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８０９４５９ ２５８４１５８ ２０７１７７６ ８２７６２５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２５０６３９ ３３８２２６２ ３１６７１０２ １３６２３０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０１８４６４ ２７８０５６０ １６４３１３５ １０９１１４１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４５５２４３６ ３６２２２０４ ７７７９１８７ ４３３４９３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９１７０８１ ８４５６２７ ９４０１０１ ３５６２５０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７０５５４８ ５８４９７９ ６８０８５８ ２８１５４７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３３０１８ １７８５６ ２６４２２ ２３０６９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３９４１４０ ４６６０３１８ ９５３１７８６ ６０４２４７６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８７８３３ ８７８３３ ４３９８４ ２１９０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４７４３５ ５６０１１５ ２５３０７８３ ２３５７１８１

·６５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业费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７１９０６０１５ ６３２７６９６５ １８６６３８６ １１３９８４７ ２６２６０８５５ ３４１３２８７ １８１３１２２

６８５９１１１ ６２４３９８８ ７３１８１ ４１２５３ ４３７０７５４ ４３９２２４ １３４３６９

２０６１８７３ １９２４９６８ ２５６１４ １１８６１５ ３３８３７ ４７１１３

５８０２６２７ ５６０２５８６ ４７７０ １４８０８ ４９１５２７ ４４２１１ １２９７１１

２２１６３ １９９７９ ９７ １９４１２ ２０４３ ６１２

２０２９８１２ １７３１５４７ １２６６８３ ２９９９８ ８９２８１２ ９７２５４ ３２３９２

６７１５０１ ５２３６４０ １１２４３６ ２２５８ １２７０５４ ８１０９ ２４０２２

２２９９３８ １７２７７４ １１１８９ ３４３１１ ７９４１１ ４２４１ １０３６８

５８０３９８ ４５６７８４ ４５２２４ ２４５２ ４１６２１５ ４８２０５ １９０８４

２８５１１６ ２２６０３３ １７３２３ １１０３ １５２１３８ １６６５７ １００８０

３０４１８ ２６９７７ １４０６ ３６ ５３０５ ５６６ ５０２

１９３８９ １７４９０ １９２８ ４１ １３４６８ １２９０ ４８６

１６２９８８ １３１５４５ １６８８５ ６４０ ４４３６ ４１０５ ７２３９

１１４７１１ １０７３６３ ２３０１ １３７ １０６８８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４

５５１２９０ ４０１５６１ ９１９２ ３６３８ ７０７２２０ ７２６８５ ３２５４６

７０９４８ ６１１４７ ４１７４ ２３８ ８３８０ １０３９ １８８９

８７６２９２０ ７７７７１６４ ３８３３８ ７９２０１７ １１４１３５２ １１８２４７ ２７３５０９

１８７６３８５ １６３２２７９ ５７６２２ ６７８９ ３４１８２１ １８７０５９ ５５４８７

１７３２２４１ ８７９０４４ ２８１４４２ １４０６３ ４４９０４４７ ４６０７０６ １２６４２８

１５３９２ １１１５０ ３８３ ５６ １６７５８ １９８７ ２２２

１３２８８３ １２７７５５ １６１３ １２８ ６３７３７ ５５９２ ２０００

３２８３４５ ２９２９１７ １０６９８ ７５１ ８８９６５ ９３２８ ５６０８

３１３７７０９ ２６３１９９１ １１７７３４ １３１４５ １４２４７００ ２１１７２５ ６０７９３

１４３４２７１ １４３２８０８ ４５４６９ ４６４ ３８６１６４ ６０５２３ ６３８０

７０７４２０ ５７２４５１ ４７６３ ２９１４４ ７７５８０３ ７８５０３ １６６１９

９０７７４６ ７７２８３３ ２５６９６ ４７９３ ４８３５０４ ４９３４０ １９７５５

１３７５９５２ １０９７４７０ ６２５１２ ５５０６ １０７０６８７ １１９７２４ ５０９３３

３０６８０７８ ２３１３０５１ １４３６２０ ２１１９３ ３０８６９０７ ３３０４６４ ８３１５９

７４１２６４５ ６７３４８５０ ２０４７７０ ２６４７２ １４３９１５３ ２０６６３６ １１１５８３

３４３９９３９ ２９１９７１９ １７８６３６ ９８８５ １０４４３３５ １３１５７２ ８３６２８

３５４４１３８ ２８３７９６３ １７５６４５ １９９８２ ２６８０４６２ ３４４０２９ ８９２６５
１２１４５８４ ９０２１６３ ５８３００ ７３４７ １６１２７７９ １７８９０２ ４９４９６

９８３４２４ ８３２３２４ ２４５５０ ３３００ ５９２９４６ ６０３５５ １４９８６

３８６１２ ３７７６２ １０３２ ９２ ３１８２８ ２６０１ １１８６

１１６６９３２２ １１１９７９３８ ４１６４ ２５１２８ ２５３６６１７ ４１４５６４ ２９０５７１

２３９３２３ ２１１９３８ ２１９６ １４７１ １７６５３２ １８９５１ ８４０８

３９２４０３ ４１３０１６ ５１５ １４９９ ７０９９４７ ３２７５１ １１４３９

·７５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９５７ １９０ ５７３２５３５０ １１５９２５２８ ５６７６３７８８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２８ ４ ３３３６６８７ ５２６５２２ ３３７３３６４

　地方企业 ９２９ １８６ ５３９８８６６３ １１０６６００６ ５３３９０４２４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３５１ ９１ ９４８３１２６ ２７９９６２８ ９２０７７０１

　重工业 ６０６ ９９ ４７８４２２２４ ８７９２９００ ４７５５６０８７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７０ ８ ３７８９８７９８ ６７９５７０２ ３７６７０４４９

　中型企业 ２１５ ３７ １１４３９５７１ ３０４１４５４ １１１９６４００

　小型企业 ６４４ １４３ ７７６２８４５ １７０７８７０ ７６６６４６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益合计
＃实收

　资本

主　　营

业务收入

合 计 ２７３２４６３１ ２４６２１９６５ ２２９３０７３３ １２４２９４４９ ６２５９７８１１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１８８５５８８ １５７５９２４ １５９４９２５ ９９３５０６ ３６１４１６９

　地方企业 ２５４３９０４３ ２３０４６０４２ ２１３３５８０８ １１４３５９４３ ５８９８３６４２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４８８６８３８ ４６５２６４２ ４２５００８５ ３１１３５５４ １０３７０３１５

　重工业 ２２４３７７９３ １９９６９３２３ １８６８０６４８ ９３１５８９６ ５２２２７４９６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１６４４１３７２ １４７７５３７２ １１３２５７０３ ５６４０３４２ ４１９４１１５０

　中型企业 ５９２１９８５ ５３８７３６７ ６５２２６４０ ３５５３１３４ １１９５６６０８

　小型企业 ４８９３６５１ ４３９３６０１ ４９７０４３０ ３１５７６０２ ８４６９６１７

·８５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２７００４９０ ３９２８９７ ５０２５５３６４ ３４０７５９３４ ９５４３０６９ １８２１０１５３

２０７４４３２ ２４６５７ ３４８０５１３ １６１３３２１ ８５８４５５ １９３２５５９

１０６２６０５９ ３６８２４０ ４６７７４８５１ ３２４６２６１３ ８６８４６１５ １６２７７５９４

１４７７０１４ １４５１９４ ９１３６９２３ ６１３１３６２ １９３５９４３ ３５８２８１１

１１２２３４７６ ２４７７０３ ４１１１８４４１ ２７９４４５７２ ７６０７１２６ １４６２７３４２

９９７９８４５ １９２４０４ ２７７６７０７４ １９３０８５１７ ５２５０２８４ １０３８５０６９

１６１５００６ １１９５２５ １２４４４６２５ ８０９４９１０ ２４６４５４３ ４８２７６５７

１０９８０７７ ８０３９４ ９８６４０８１ ６５６８０００ １７６５７６０ ２９０９２３８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５１０４５６３８ ４０２７１５５ ８１１８９４ ４８９８９２４６ ５０４８７８３ １７２３３４４

３２９８４２０ ４４６８３ ７９１０ １５１４７８５ １５６６４７ ３９０６０

４７７４７２１８ ３９８２４７２ ８０３９８４ ４７４７４４６１ ４８９２１３６ １６８４２８４

６６７１３５１ ２０７４３３３ ７２５６１ ８４８５３４２ ９３０９１５ ５８２７２７

４４３７４２８８ １９５２８２２ ７３９３３３ ４０５０３９０４ ４１１７８６９ １１４０６１７

３５０５２７０３ ２７５８９３６ ７２７２８１ ２８０７２９３７ ２８８７６７９ １０５５２６５

９００３８９０ ８１７８１２ ５３２８１ １３５５２７４０ １４０４１８０ ４２０９５０

６８０１６０４ ４４４８８７ ３０４６１ ７１０４９８０ ７３０８６９ ２３８６８９

·９５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９５７ １９０ ５７３２５３５０ １１５９２５２８ ５６７６３７８８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１ ５７３０ ２７７７ ６０３１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７ ６ ５７３９３２ ９３１３３ ５７１５１６

　食品制造业 ４５ １２ １４５９２８７ ３３７６２７ １４０６７３８

　饮料制造业 ２４ ９ １２８２８２２ ２８４５７８ １３０３１６８

　烟草制造业

　纺织业 ２４ ４ ２８３７０１ ３９９２６ ２８４６８２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３１ １０ ２５３４６０ ８８３７８ ２４５５００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２ ２４９７４ ５４８０ ２４４１６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３ １ ４０２１５ ２２４４ ４０３６８

　家具制造业 １７ ５ １８１４８８ ４１１１７ １７８３６２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５ ４ ４９４７７８ １７９１６６ ４９４５２７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５ ７ ３１１７７１ １１９６２８ ３１３８４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８ ６５１３４ １７７１０ ５９１０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 ４１１８８１ ２９８６６ ３９９９１５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５０ ８ １０９５４５６ ３９１５０４ １０５０１１５

　医药制造业 ３４ ５ ２２８４０９０ ９０４８５７ ２１１９２５４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５ ８９３７８ ２２３６２ ８８３１１

　塑料制品业 ２７ ８ ３６４８００ ８４１５８ ３６２８９２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８ ６ ５９４６５５ １９１３４６ ５８２９５４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 １ ５０３９４８ ２１２４０ ５０１７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７ １ １１１７６６ ２３８４９ １０４３８１

　金属制品业 ４５ ７ １０００５８４ ２３７９１８ １０１０８８２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１００ １８ ３８８７３０７ １０１７０９８ ３７９４９０７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９３ １６ １６９０８５４ ４３５７４４ １６５１２６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１１ １０ １６９７６５９６ ４２６７２６２ １６７９３８５５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４４ １２ ３２３５７８３ ７４６４６１ ３２０４４８９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９６ ２８ １７１４３８３２ １３５３３７２ １７２１４５０２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４９ ３ １０３１９２３ ２２３５６４ １０４９６８１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６ ５ １３５２８１ ２２１７５ １１６４８２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 ４１７５０６ １５６０３１ ４１７５０６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９ ４ １３５８２３９ ２４３１７８ １３５８２３９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１４１８０ ８７７８ １４１８０

·０６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２７００４９０ ３９２８９７ ５０２５５３６４ ３４０７５９３４ ９５４３０６９ １８２１０１５３

８５ ８８９１ ６１４７ ２７３０ ３８２５

９２６３３ １１６８３ ３２７５９７ ２１２７３２ ８６２４５ １７６５５８

７９６６８ ２６６１４ １４０５４８６ ８９６１８５ ４１６４２４ ７２５４０３

１１３６４ １８０２５ １５２７０１３ ７７０５６１ ３６８６７１ ６６８７７５

２０６０９４ ５０３０ １７６５７５ １２６５１４ ３９２６４ ８５１３６

１０５６０２ １４８７１ ２７３５９４ ２２６５３５ ２７２３９ ５８８３７

１０３ ３７５ ２２９５０ １７０４２ ３８３２ ５８５７

２７１９ ３８３ ５３６５０ １２９４１ ４０６１２ ６０１０２

２３５６７ ５１００ ２２２７４１ １５５００６ ５２０１３ ７３７７８

４５４００ ３３１４ ４２５７１０ ２６１４８１ １３１４２６ ２４２６４８

８２８８ ５９０９ ４３９７０７ ２７１６９４ １３３６９０ ２７５５０８

４３０６４ ２５０８ ５６３２４ ４５３１９ ７０５０ １１５８０

１３７４ １２５４９３ １０４１２４ １５４７５ ２６７５８

５３４９８ １１１２５ ９９８８１５ ６６４７２８ ２６７８０３ ５１３０１７

３１２９８ ２１８９９ １９２７８１４ １４３１１７０ ２３６２４２ ４２０４５１

１５８４１ ２３８１ ４９５１２ ２８５４３ １７８６８ ４５３１４

８４９９０ ５６１１ ５０４２７７ ２７６０３６〗 １２６４３７ ２３２６８０

４２３４９ ９８３５ ６７０５５８ ４１８３２６ ２０９１０１ ４２６７８７

３３３ ２１０３６４ １４８６９７ ５６５７４ ８８７４１

４８３３５ １３０１ １３９８９６ １１３８５１ １６５５５ ２７１０７

９６１６１ １０２９７ １１７４１１１ ８３６２２１ １９２４２９ ３６３１７０

６５６５０７ ２８１７８ ４３２８０７２ ３４０５４１１ ６２５８９０ ９９８４５１

４４８８４５ １８５９２ ２９６５７４０ ２１２１８１６ ２６６５６１ ４３３６５１

２３４９１３ ５４５９６ １０３０３７８２ ７０９１８２３ ２１９１００５ ３５７５３６６

５０２６６５ ２３１７９ ５１５２３７９ ４５３２７３５ ２８７２１１ ５８１４７６

９６０２１３７ ８９９４７ １０５３１７０６ ７６１２３２２ １９８５６９５ ５１８３７８７

２１９８４１ ８９３４ １１５３１５３ ９９８８３１ ６９６３６ １５１３９７

４４６０９ ２５５５ １３１１３２ １０５１８９ ２２０１１ ３７７０７

１３７２ ２４１４６５８ ４３２００６ ７２１６８７ １５３７２３９

７０８５ ２５０５６８８ ７４１９５９ ９１５３９１ １１６２２３２

４０６ ２７９７７ ９９８９ １０３０３ １６８１８

·１６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２７３２４６３１ ２４６２１９６５ ２２９３０７３３ １２４２９４４９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２９６ ２２９６ ６５９５ ５６９９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０１１１０ １９８１２８ １２６４８７ １０５５１９

　食品制造业 ９４９１５４ ９０２９００ ４５６３３２ ６６７２２５

　饮料制造业 ９６２３６０ ８８６８２０ ５６４６５３ ６９１０９０

　烟草制造业

　纺织业 １１１１５２ １０８９９５ ６５４２４ ５９８７１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８０４４５ １７３４６９ ９３１４９ ６６０８３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９０１４ ７７５４ １３９３６ ３１１３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１００９３ １００９３ ４３５５８ ４５７３５

　家具制造业 １２７１９６ １２６７０４ ９５５４５ ３６６１１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９６５７７ １９０８４９ ２２９１３２ １３４０３８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２７７１７ １１４４４３ ３１１９９０ １８８６８１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３２１１７ ３１７５５ ２４２０７ ８２３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６１００８ ６１００８ ６４４８５ １１６７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３４８７３０ ３２９７６３ ６５００８５ ３５２７６４

　医药制造业 ９５９４０１ ９１３２７６ ９６８４１４ ４５５１４２

　化学纤维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 ２６８３５ ２６８３５ ２２６７７ １２０９２

　塑料制品业 ２２１３６４ １９７８１５ ２８２９１３ １７５６８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１７７６４ ３００４４７ ３５２７９４ ２６２９５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６８５９６ １６８５９６ ４１７６７ ３８５２２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４６６７ ２０２０９ １１５２２９ ３２５７３

　金属制品业 ５８２３４８ ５４９７９６ ５９１７６３ ２５７５１７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００７７７５ １９３３５９９ ２３２０２９７ ９５４６４１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７６６２５０ １６９５４２５ １１９９４９０ ５４８５２４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６００５２３９ ５５９８８１８ ４２９８５４３ ２０４５３９２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８３７４４６ ２３２６３０９ ２３１４９３４ ６２８２３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６９１１７９５ ６０３２５８６ ３６１９９１２ ２７３７３３５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７０２９３１ ６８０４３１ ４５０２２３ ２１８１１４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６５０９６ ６１２５３ ６６０３６ ２４１１４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２５０１４ ４９２９４０ １６８９６４４ １２０９７５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６７７９６６ ４７６５７３ １８２７７２２ ４３５４６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１７９ ２０８４ ２２７９８ １７０５９

·２６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６２５９７８１１ ５１０４５６３８ ４０２７１５５ ８１１８９４ ４８９８９２４６ ５０４８７８３ １７２３３４４

６０３１ １９９０ ２１３ ２９６ １７９７５ １７０９

６１９８９７ ５３９９０３ ４１１７８ ６５７ １０４４０７ １６４７９ ７８３４

２０８０４４６ １３０８５０９ ５０５１０４ １３３２５ １１９９０７６ １３７２００ １２９０３０

１４７６４９２ １０３１５２１ ２８５５３２ １８２９８ ６４０４７９ ７４３２１ ７３３５１

２９９０８３ ２５７１８１ １０４８９ ３１５ ８２３０１ ８３０８ ３５１６

２９６２０１ ２０１４５６ ４１６２４ ８３７ ２０５０９２ ２０７７３ ８９０２

３３７８１ ２８７４２ ２６６ ９５ ３１３７５ ３１９１ １１７１

４０５４２ ４１８３０ ２４７１ １５４ ５９０９８ ４１８８ １５３４

１８０１９０ １３６４４６ ２０５８８ １１４１ １２９９３４ １２７３６ ７８７４

５０４９５３ ３６６７７９ １７０２４ ２９２８ １００７７６２ １００８３２ ２８８２２

３２４４５３ ２４３８０４ １５１９７ １８０４ ３８５５１６ ３９１０３ １８９２３

６１９６３ ４９８３９ ３２３３ １０３ ２９７７４ ３１５５ ５５７

４１６３０９ ３６８９４７ ２０５１４ ２０６６ １２９３２７ １３２５３ ５８６７

１０８４９１７ ６８４３７５ １９４２６９ ９７６５ １３１５４０５ １３１３４２ ６９９８５

２１７４２２０ ８８５１７２ ８７８７５２ １９５８９ ２００１５０３ ２４４０３３ ２０３２５０

９０９３３ ７７３２６ ４０１６ ３２６ ３６４０７ ３６２１ ３１２２

４０１３９１ ３３１４３２ １５２８７ １３０５ ２９７９６５ ２９５１４ １３９３５

５８６８６６ ４５３２６６ ２８６０５ ２７７９ ５９７８７３ ６９１９７ ２８０７６

５１４３２３ ５０２０３５ １２７７ １５６ ８６８１７ ９３１３ ３９３３

１０５４２７ ８７７１５ １８７６ １５８ ８００８２ ８１５５ ６１８

１２２６３１９ ９７７６８２ ６４９８３ ４４４０ １０７０８８３ １０７７９５ ２９６０３

３９７５６５６ ３０６２６４７ １７９２４８ １３７６６ ５１７７５４４ ５２６４９０ １２１６６６

２０４２３９９ １５７０２２１ １０８８７８ ８４２９ ２０００１１６ ２０９３４９ ６５７９９

１７３４５２２７ １３７４８３５７ ６３８１８４ ６６４２７８ １８７４２８９２ １８７６６１８ ６２３７４７

３３３２０４９ ２６３３３０２ １２４７８３ ９１８３ ４１９４２０５ ４２５４１５ ７９２９０

２０２１２５５９ １８８７６２２０ ７０８１９２ ２５２４９ ５０５４８９６ ５３５７３７ １１６０４９
１２５０８０６ ９５５５３８ ９２１６７ ４２５１ １２６６３３６ １３０８７５ ２９９７７

１１９８８３ ９４００６ ６１４９ ３０７ １０３２７３ １０８９０ １３５２

４１５８９１ ３２９７６８ ２３８４ １０６７８６４ １１１２０７ １３４５３

１３６４４２６ １１９０３１４ １７０５７ ３４２０ １９６８２７７ １９００５３ ３１２９６

１４１８０ ９３１７ ９１ ２２９８８ ２３１０ ８１１

·３６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７８０ １２０ １１２８９３０７１ ２３６５０６１５ １１１８３２０７２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１１２ １５ ４１７９６８７２ ８７８６０７１ ４１７１７６７５

　地方企业 ６６８ １０５ ７１０９６１９９ １４８６４５４４ ７０１１４３９７

在总计中：

　内资企业 ４９５ ７５ ６３５５４７０３ １３８１３４５８ ６２９６５２２３

　　国有企业 ５２ １１ １３４６５９５５ ３３０１７１５ １３４３９１９４

　　集体企业 ９ １３０９０７ ６０４１６ １３３６２３

　　股份合作企业 ６ ２ １０６３８０ ３９１８７ ９７５１６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７ ３５ ２７０３７６１０ ５６６６１５８ ２６６６３５１４

　　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 １８ ２０５９３０３１ ４１７０９４９ ２０５０７７９１

　　私营企业 ８２ ９ ２２２０８１９ ５７５０３２ ２１２３５８５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７７ ８ ９２５３２７７ １６４４７６１ ９０１１１２７

　　港澳台合资经营 ３８ ４ ２４６６８３５ ５２７２５５ ２４５２３８８

　　港澳台合作经营 １ ７６５６ １８３８ ７４４８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３０ ３ ４９２０１６５ ７４０８１７ ４７６６４０３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８ １ １８５８６２１ ３７４８５０ １７８４８８８

　外商投资企业 ２０８ ３７ ４００８５０９２ ８１９２３９６ ３９８５５７２３

　　中外合资经营 ９３ １４ ２６５７０１５７ ５２８１５０５ ２６６２７４８８

　　中外合作经营 ４ １ １６５７５９ ６４１６８ １６１４６０

　　外资（独资）企业 １０３ ２２ １２７０１７６７ ２５９３８４６ １２４２３３１５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８ ６４７４０８ ２５２８７６ ６４３４６１

在合计中：

　农村企业 １７ １ ３９３６１４ １０３６８７ ３９１６０８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３０３ ５２ １４８２４８６４ ４６４２１７４ １４３９７５６３

　重工业 ４７７ ６８ ９８０６８２０７ １９００８４４１ ９７４３４５０９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１６０ ２４ ８８４７１４３７ １７７５５５０９ ８７９９５５６２

　中型企业 ６２０ ９６ ２４４２１６３５ ５８９５１０６ ２３８３６５１０

·４６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３２７３７０６ ８５０６０４ ２１８６９７６９１ ７４７０７９９０ ４５５６１４８０ ７７０６３３１６

２３６２９３５ ２０３８３５ １１７７３３９６４ ２３１１７８０６ ２４０９０５１５ ４２２７２９６１

１０９１０７７１ ６４６７６９ １００９６３７２８ ５１５９０１８４ ２１４７０９６５ ３４７９０３５６

１６７８８５６ ５３８６７５ １７８４８５９９２ ４７３０４５６３ ３７８４６６５３ ６１８５０５９１

４８１０７ ６１７４０ ８７４０８２６３ １１７２２２５２ １５２５４２７１ ２４５８４８３０

８９１９ ５０９７ １３１１３５ １０２０３８ ２７０４８ ６００１０

１９２３５ ４６８９ １０２２６５ ６４２１８ ３４０７７ ４９４７９

６５４７１６ ２６１１９１ ６１６３９０５５ ２１５９８１９３ １８０９９０２５ ２８１０４２７５

８１３１５１ １５９５７０ ２７１１０６３５ １２５００９６８ ４０６２１５０ ８５０４６２４

１３４７２７ ４６３８８ ２０９４６３９ １３１６８９３ ３７００８２ ５４７３７３

１４１２９６９ ７７１４５ １１１５５４２７ ８３０９９４５ １３９７７３１ ２７３２７４０

３０８１３２ ３４１６９ ２３５００４５ １１２６５９２ ８６６０６３ １８０２４８４

４１８ ２３０６ ２０９８ ２０８ ９６２

１０６９９６０ ３２３６３ ３６２７９８５ ２８３４４７８ ４３３５４５ ７６２０７３

３４８７７ １０１９５ ５１７５０９１ ４３４６７７６ ９７９１７ １６７２２１

１０１８１８８２ ２３４７８４ ２９０５６２７２ １９０９３４８３ ６３１７０９６ １２４７９９８６

７５５０２７１ １０９１２４ １５１４６７６５ １１２４４３８５ ２７１８３７０ ５８２７４８０

６４７３５ ５５５５ ２４３７９２ １７９９８７ ４４５４９ １０３４２９

２５０７４６０ １１０９７６ １２０６８４５９ ７０７７４５９ ３３１９５０４ ６０９５２４６

５９４１６ ９１２９ １５９７２５６ ５９１６５１ ２３４６７３ ４５３８３１

３２６６４ １１１５５ ３２４３４７ ２３２６８９ ６６８５０ １２６３５７

１３４０６６５ ２５８１０１ １８９８０７９０ １１０５５７３０ ４２４９１５２ ７６５３０３６

１１９３３０４１ ５９２５０３ １９９７１６９０１ ６３６５２２６０ ４１３１２３２８ ６９４１０２８０

１１１７８２７７ ５１３６３７ １７８８３５２０８ ５２４２８２１７ ３８０５２５０５ ６５０７３４２０

２０９５４３０ ３３６９６７ ３９８６２４８４ ２２２７９７７３ ７５０８９７６ １１９８９８９７

·５６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１０７８０７７５２ ５９９２４７４４ １１０８８９９３９ ５５０８１０１３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５５３３４８５１ ２２３９７２８５ ６２３９９１１３ ３１３９７８７１

　地方企业 ５２４７２９０１ ３７５２７４５８ ４８４９０８２６ ２３６８３１４２

在总计中：

　内资企业 ８５４４４３９６ ３９７６２００５ ９３０４１５９６ ４５８８７５３６

　　国有企业 ４０６５１１８５ １００９７２２９ ４６７５７０７８ ２０８１８３６６

　　集体企业 ６８５２７ ６６４３２ ６２６０９ １２９０７

　　股份合作企业 ７３５５１ ３３１１２ ２８７１４ ７３０６

　　联营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６７４４４３ １８７９００８４ ２９９６４６１２ １９８２０２９７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９５１７２２ ９８６２３３１ １５１５８９１３ ４８８８７４１

　　私营企业 １０２４９６８ ９１２８１８ １０６９６７１ ３３９９１９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６８４５３４８ ６０６１６９３ ４３１００７９ １６４８６８４

　　港澳台合资经营 １３１９３７６ １１０００６６ １０３０６６９ ６８５１５９

　　港澳台合作经营 ２０４０ ２０４０ ２６６ １７６８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２６１０６４９ ２５５６０５８ １０１７３３６ ５１０１６８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１３２８３ ２４０３５２９ ２２６１８０８ ４５１５８９

　外商投资企业 １５５１８００８ １４１０１０４６ １３５３８２６４ ７５４４７９２

　　中外合资经营 ８９９３４６４ ８３１７２９７ ６１５３３０１ ３３２２４７６

　　中外合作经营 １４２６１３ １２６９１７ １０１１７９ １３５７７４

　　外资（独资）企业 ５９６４７６５ ５２５２５５８ ６１０３６９４ ３４８２４１６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７１６６ ４０４２７５ １１８００９０ ６０４１２７

在合计中：

　农村企业 １９７１８０ １８８９５１ １２７１６７ ５０５９８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９１６２８４８ ７８０３３９６ ９８１７９４２ ４８４９８３２

　重工业 ９８６４４９０４ ５２１２１３４８ １０１０７１９９７ ５０２３１１８１

在合计中：

　大型企业 ８９３７５０８２ ４４２６４８７７ ８９４６０１２５ ４３２５５７１５

　中型企业 １８４３２６７０ １５６５９８６７ ２１４２９８１４ １１８２５２９７

·６６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１２３０８５８１７ １０４９２３５１５ ５１９００４０ ２１６４７３４ ８２３２５３６８ ９０７４０３２ ３４５０５８６

４３２５６８９２ ３８８７７１５２ ３０７５３６ １１５７０２６ ２９６６０９０２ ３２０２０７３ １１９３６５５

７９８２８９２５ ６６０４６３６３ ４８８２５０４ １００７７０８ ５２６６４４６６ ５８７１９５９ ２２５６９３２

６９１８８０５９ ６０８６６９２１ １６１３２９３ １３８４１７２ ４０６９９６９１ ４７８２１７３ １９７４３７２

１３６７３８３３ １１９９７１２５ １１８８８８ ３３３９５３ ２２４７２２２０ ２３１６４９３ ４６１１３７

１３７１９４ １０４９１５ １９９７ １５３５ １４５１１７ １４２１５ １２０６５

１１５６１２ ８２８８５ １３８３１ ６２０ ８８４７１ １０８５０ ６９２９

３１６３３４８４ ２９１７０７９９ ５０４１９９ １０２１６４ ５６５４１００ １０４９５１２ ７３５０５３

２１７１７７５８ １８０９８６１４ ８１４４８７ ９３８７４４ １０５５６５６７ １２０１１８０ ６９１０５３

１９１０１７９ １４１２５８４ １５９８９０ ７１５６ １７８３２１６ １８９９２３ ６８１３５

１２４０２９９１ １０３８２２５７ １０５４１７２ ３８０６５ ５３５０６１８ ５６１３３２ ２２９７７２

２６８０１１３ ２２０１９９９ １５４３８７ １５４２１ １８０９８３３ １９２８５３ ５８３０４

７４４８ ５９７１ １０００ ４３ ２７２ ２７ ４３４

７７３４４８０ ６５２２２７６ ８４６７５２ １５１６９ １７８６２３５ １８８３１５ １２５０８１

１９８０９５０ １６５２０１２ ５２０３２ ７４３１ １７５４２７８ １８０１３８ ４５９５３

４１４９４７６８ ３３６７４３３７ ２５２２５７６ ７４２４９８ ３６２７５０５９ ３７３０５２７ １２４６４４３

２７３９６４９７ ２２５１８４３８ １１３０１８９ ６９１４５１ ２６６０８１２６ ２６８１０８６ ８００８５９

３０８８９９ ２４８０８８ ３１８４０ ７１７ １４６４２８ １５３３８ ８４０１

１３１４１０２９ １０４６９０１６ １３２４９１８ ４６８５６ ８１０３４７３ ８８８９１９ ４０２０９７

６４８３４４ ４３８７９５ ３５６２９ ３４７４ １４１７０３２ １４５１８４ ３５０８７

３９７７３８ ３３０８４２ １０３１３ １４６５ ３２６４２６ ３９４３１ １２２４０

１５９２０５０９ １０５４６６３９ ２６０７００４ ３７５３２４ １３７７２５８９ １６１４０１８ ８７４６１３

１０７１６５３０８ ９４３７６８７５ ２５８３０３６ １７８９４１０ ６８５５２７７９ ７４６００１４ ２５７５９７４

９７２５４６４１ ８４８８０８７７ ３６０２９３２ １８６４５３３ ６０３７１３２４ ６５３５０７５ ２５９８１１２

２５８３１１７７ ２００４２６３８ １５８７１０８ ３００２０１ ２１９５４０４４ ２５３８９５７ ８５２４７４

·７６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

项　　　目

企业单

位个数

（个）

＃亏损

　企业

工　业

总产值

（当年价格）

工　业

增加值

工　　业

销售产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７８０ １２０ １１２８９３０７１２３６５０６１５．１３１１１８３２０７２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 ０ ４７６４０８４５４１３９．８２ ４４９２００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４ １ １９１９５０８１１０７６７７．７９ １９１９０１８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６ １ ２０９４８５４６５７１７８．５３ ２１０２３５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９ ５ ２０６８１６７２３３２１９．９９ ２０２９１２３

　食品制造业 ３８ ８ １６３２５４６ ３５５７２２．１ １６２０３５７

　饮料制造业 １６ ６ １８１０６８４５０１８２６．１４ １８１０８８２

　烟草制造业 １ ０ ４３１０１８３２４５２２．２２ ４２６９１１

　纺织业 １４ ４ ３９８３３１１４２０１７．８４ ３７３８１４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５３ １２ ７０１９９９ ２８２３５３．４ ６３７４２３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２ ０ ３４５１４ ７４０７．７１ ３４０５９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 ０ １９６３６ ５２７１．７３ ２２３７４

　家具制造业 １３ ２ ３１８１５８ ９２３７３．２２ ３１２８９４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３ ０ ３７５３５５１４９７８１．２７ ３７４４２３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７ ５ ６２５６３１ ２６１０５９．４ ６３５６４５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５ ０ ９２３９９ ２８８６５．６２ ８６１６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５ ２ ８８００１０７１２５２６２７．１４ ８８１４５１１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４ ２ １９５０４８９４９１８９０．３８ １８９４５３７

　医药制造业 ４４ ２ ３５６３７４９１４８５４２８．８２ ３２９４０８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 ０ １２１２０ ５３４９．３２ １２６９４

　橡胶制品业 ６ １ １９７５２２ ３９３１６．９８ ２０２８４３

　塑料制品业 １０ １ ２６６７７０ ５３３９１．３５ ２６５１４８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４５ ３ ２１７９７９８４８２７３９．８９ ２１３４４６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５ ２ １２１０９０９ ９９１９．１３ １２１２９１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 １ １６５３０８ １４９０１．１８ １６００５５

　金属制品业 ３２ ２ １２３７６２５２６８０９９．３５ １２２６７２３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５１ ６ ４２６７６９６１２１０３３０．１４ ４０３０５２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５６ ５ ３６３５７３５７７２８５５．６９ ３４９２８２８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７３ １０ ２２５２３８３６５１１１５６０．０５ ２２３６８６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４９ １３ ６０３８２３０１０６４１５０．２２ ５９４６５９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８１ １２ １７９６５４４９１５８２０６８．９ １７９９６４２６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３５ ３ １１１５２６６３０３２５９．２１ １１３１００５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０ ０ ５３４１７７１４６５１９．１９ ５８５１０６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６ １１ ２２４１７３２３４４３６６０２．６１ ２２４１６８２６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３ ０ １４７６６３０２２６４０４．５９ １４７６６３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 ０ ３３５１２５１０９６２２．４６ ３３４８８１

·８６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元　

＃出口

交货值

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

（人）

资产负债

资　产

总　计

流动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合　　计

固定资产

原　　价

１３２７３７０６ ８５０６０４ ２１８６９７６９１ ７４７０７９９０ ４５５６１４８０ ７７０６３３１６

２４３２６４ １６００７ ８８８３９８ ３９７８８４ ５６０５５ １６５４２８

１８９９５５ ２９４５５ ５３９９１５６ ２５４２５１２ １２６６７７７ ２０７０４０４

０ ２０４８８ １８０６９０９４ ４８７４３２４ ３６００３８３ ４２３１２４０

４５１４１ ２４３９５ １９３９１６０ １４２６３３７ ２５９７５０ ３７８８６８

７１４８９ ３７９１１ １８１７９７５ １０４８７４６ ４９９１５１ ８２４１５９

１４３９８ ２７３９７ ２９００４１４ １２６３０７５ ５２０４８９ １０２９０８９

１２８３１ ９２７ ３５９５９４ １９４９９３ １３５９７３ １９１２７０

１５７７６５ １０９４６ ４６８３４３ ３０７６４５ ８６８３５ １４１６５３

１６８７６９ ３５２７３ ６７２９１８ ５１２２３５ １０４５０２ １７０７５０

１０３ ７７１ ３８２５７ ２８３８８ ７７９２ ７９５１

１７３２ １２７６ ４４４１０ ２２５８１ １４９５１ ２３３２０

２５２３２ １０７４３ ３７９８８８ ２１０２１３ ８９６４９ １２２４３５

２２８４ １２９０ ２５７０５６ １５８８５１ ７１０７３ １４６６０３

８７２９ １６６９４ ９８３４６４ ４６９２５６ ４１１２９６ ８５６８７５

３９６２７ ３９８５ １２２４７２ ７６２８８ ３６０４９ ５２８８２

４１４２ １５７９４ ２３４３７０３ １０１４７９７ ９３０５５９ ２８２５５９７

４６９６９ ２３０７７ ３０６２３９０ １６３９１４６ ６１４０７６ １４４４１７６

５５１５４ ４１４９１ ４３４７１０１ ２８６９４５１ ５２３７１９ ９４３３４０

６７１０ ４２２ ２５７７９ １０３７２ ５２０９ ８３５７

６３５１６ ６１８３ １３８９４２ ７２７４８ ５４８６８ １０３６５６

６２８７９ ４５８５ ３３８９３７ １７８１０６ ６３７８１ １０２７１１

９８２７８ ３２２６３ ３６６０５４６ ２３５０６９１ ６１９３７４ １０８７２１１

１６１８８６ １３９３４ ３４７７３７０ １１１０５５０ １０４２１９７ ２４２２８７８

４５７２８ １９２０ １８６４２８ １２７４７８ ２２７９４ ４３４２１

１１１１８６ １９６５０ １７８２６６６ １０９０４９９ ３２９７９６ ５１５２４９

５８５５９６ ３７６４９ ５３９３７２３ ４００７５４０ ７７６７０２ １２４３９９５

５９７１３６ ４９４１２ ６２４８６３６ ４１８１６５９ ８４８１２５ １３５２７２１

４２６２１９ １１４２０２ １７０８７２１５ ９９２３６１１ ３５２７７２６ ５４４１２６９

５１８５７１ ３９０５６ ８３３００５８ ７１５９０３６ ４７１０１２ ８７８４５４

９３５０１５３ １１１４８６ １９７８７２３５ １０８３２８１２ ３４４０８４１ ６８５９１１３

１５５１４６ １５８６７ １６７３０９３ １２４０４５４ １６２３６６ ２９２０６１

３１１８ ７６８０ １１２９３５４ ６６２３３３ ２７９３００ ４５３３５４

０ ６０５３３ ９８７３７２８６ １１１２３８９２ ２１５３００７８ ３６０８５０５１

０ ９２０７ ２５３４１３３ ８２９４８０ ９１２３２９ １２０５７５２

０ ８６３５ ４０７２４９９ ７５００１１ ２２４５９０６ ３３４２０２５

·９６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大中型工业

项　　　目

资产负债

负债总计 ＃流动负债

　合　　计

所有者

权　益
＃实收

　资本

合 计 １０７８０７７５２ ５９９２４７４４ １１０８８９９３９ ５５０８１０１３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２６０１７６ ２５６８９０ ６２８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０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２５４３２４８ ２１０６５２３ ２８５５９０９ ２４０８２６４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０１１９５２８ ２４８０４３７ ７９４９５６７ ２８２３３０９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采矿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９８５４０ １０７２６３５ ８４０６２１ ２８９７１７

　食品制造业 １１５３３４２ １０２４５６２ ６６４６３３ ７４４８７３

　饮料制造业 １５４５１０５ １３１５５１４ １３５５３０９ ５７０８１９

　烟草制造业 １１５２３８ １１５１０６ ２４４３５６ ９２９７６

　纺织业 ２４６０３１ １６９６３７ ２２２３１２ １５６５３８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４０７５７８ ３５１１８７ ２６５３４０ １１６６９９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２００３０ １８７７０ １８２２７ ４９３９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３５９７３ ３５８１９ ８４３７ １０４５６

　家具制造业 ２３５１３８ １８６１０４ １４４７５０ ４９４７７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２９７９０ １２９７９０ １２７２６６ ３８２９４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３１４９７５ ２７１６９９ ６６８４８９ ４１８３０５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７５７８６ ５５０２９ ４６６８６ ２７９４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１３０５２５０ １３０２７６１ １０３８４５３ １１５５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７６６０８１ １３６２８８６ １２９６３０９ ９１４４８７

　医药制造业 １７６７９４７ １６０１３６８ ２５７９１５４ ９１２７８２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５６６３ １１４５ ２０１１６ ８０００

　橡胶制品业 １０８５２０ １０５０６４ ３０４２２ ３０６９３

　塑料制品业 １５２３１８ １４７４９９ １８６６１９ ９２０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８９３０１５ １７４８７８８ １７６７５３１ ７５６４１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２１００７４ １３０８４２５ １２６７２９６ １３０３０２０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８８５９ ４１４５３ １３７５６９ ６００５５

　金属制品业 ９０２５２１ ７７１５６１ ８８０１４５ ３３０９３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４８８１１０ ２３４６２４２ ２９０５６１３ １１５６５９３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７５０２４７ ３４７４３１３ ２４９８３８８ １０６０８８６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０２１４５２１ ８７６０９９１ ６８７２６９４ ３０６４８４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５０１９９４９ ４３２２５２３ ３３１０１０９ １２９６８２５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９８８９５０８ ８３３２１３３ ９８９７７２７ ６１９６７６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９４０２５６ ８６０３４９ ７３２８３７ ２８４７６５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４４２７３６ ２９２０８９ ６８６６１８ ２２７９３４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４３０３７０３ １２５６１９６７ ５４４３３５８３ ２６７２５７８４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６９４５０１ ４７９０５４ １８３９６３２ ４８２３５０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０３４９７ ５１４４３１ ２４６９００３ ２３１１６６７

·０７４· 北京工业年鉴



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及分配

主　　营

业务收入

主　　营

业务成本

营　业

费　用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营　业

利　润

利　润

总　额

应　交

增值税

１２３０８５８１７ １０４９２３５１５ ５１９００４０ ２１６４７３４ ８２３２５３６８ ９０７４０３２ ３４５０５８６

４６２０９５ １８９７８５ １８４１７ ３２７３４ １６９２７９６ １６９０２１ ６３５７６

２０６１８７３ １９２４９６８ ０ ２５６１４ １１８６１５ ３３８３７ ４７１１３

５８１８５４７ ５６１４７６１ ４５４４ １５０７１ ４８９８３６ ４４２１３ １３２９５８

２２７６９９９ １９４９０６７ １４８２１６ ３０４１８ ８７４９９８ １０１９１３ ３７３１７

２２８７５５５ １５０９９４１ ５５５０３６ １３０７８ ７４７０３４ １１３９６６ １３５２９７

１９６３２４３ １３５５０８２ ３２２５９７ ７８９２４ １４７７３０８ １６４７８６ １０１９３３

４２１５３０ １４６７１４ １２６５７ １９１２９１ ４３５９５０ ４３６６９ ４６６１８

３８１７４９ ２６１６９８ ４５０９３ １９６９ ３９９５４０ ４１１１３ １６７１３

７４５２７８ ４９０６２９ １０１２７２ ３６０９ ７４９３１６ ７６２１６ ３８１２４

４２９４９ ３５０９８ １６４８ １２６ ３６６９２ ３７１９ １４７４

２８９７２ ２３６７６ １４７９ ８０ １００５６ １１５８ １４４１

３３２４７０ ２５２９６１ ３１９９９ １９５５ ２８４７９９ ３３２７８ １７２３８

３８３３６０ ２６４６８０ １３３９８ ２８１６ ９３７７４１ ９３８２５ ２６６５０

６６４０４５ ５０２２５７ １４８９２ ４３２５ ６１２８３４ ６４５８６ ３７１４１

９８０９２ ８１７１９ ５８３４ ３１５ ２５３３３ ２８７５ ２０６８

９０８３２４３ ８０５５５５７ ６０８４７ ７８３１３２ ８９７７１８ ９４１５３ ２７６５６６

１９７５１６３ １５０８５１３ ２００８１３ １３７７０ １０７９０８３ ２６０２３８ ９４７４５

３４３４７３９ １５２０３１９ １０９１９８３ ３０１９５ ５５１７３９９ ６０３２４９ ２９５６１０

１２３４５ ９３０５ ３３６ ３８ １１４８４ １４３７ ４６

２０２８６５ １８５０５０ ４８７５ ３７２ ２００６０ １０２２ ４６１１

２８７４７６ ２４６７８２ ７９３９ ６６３ １５０３０８ １４５１１ ７４７６

２３０７０３２ １８５３６０７ ９３９１７ １２６５２ １６０７９７３ ２０９００８ ６０６５７

１３５０７４８ １３５４５３６ ４４２９１ ３２８ ３９４７９８ ６１１６０ ４７９７

１６３４８５ １４５２７５ ２０２６ １５８ ５３４５９ ５６６４ ５４５

１４１５７７９ １１３８１３４ ６７５４４ ５４０６ １１４３２２９ １１５２４３ ３１６２３

４２３３３２８ ３２８３２６８ １７１５３５ １５５９９ ５５３６１５３ ５６８３２９ １４３１４３

３９４５４７１ ３０９００７４ １７６１５７ １９４０１ ３７２７７０５ ４０７８７５ １１２１４３

２２９５２７１２ １８９１１５６８ ７９１４５６ ６８５７５９ １８６９８７６４ １９３７５７２ ６８２５３３

５６５９５５５ ４６６１６３０ ２６２２４９ １４７０４ ４４４１２５８ ４７３４１５ １３０１９４

２１７２４６１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８１９０２６ ３７３９３ ６９２８９０４ ７８１９７３ １６０７２６

１３９４６２９ １０４７２８４ ８８９０１ ７００４ １７６６６９５ １９１２００ ４６５４３

６２５２３９ ４９５１８７ ７５２７ ２０３７ ５６８１８７ ５９６７６ １２８５６

２２４９２１５２ ２１０５５９８５ ４４１９ １２８３９１ ２２８９４０６５ ２３８５４８５ ６３４７５９

１４８４６８１ １３４５９８９ １６６０３ ４０４１ １５２５１３６ １９１２５４ ３４５１８

３７１８０７ ３９０４０８ ５１５ １３６８ ６６７４７６ ３６０６４ １０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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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工业

项　　　目
工业经济效

益综合指数

企　业

亏损面

总资产

贡献率

资产保值

增值率

资　产

负债率

流动资产

周转率

（次）

合 计 ２５０．１１ １５．６４ ８．０６ １１３．１３ ４９．９５ １．７１

在合计中：

　中央企业 ３５３．６ １６．１３ ５．８３ １１０．０６ ４７．３２ ２．０７

　地方企业 ２２９．４２ １５．６１ １０．１３ １１６．４５ ５２．３８ １．５８

在合计中：

　内资企业 ２２６．９４ １４．１９ ６ １１０．８４ ４８．８６ １．５７

　　国有企业 ４１７．２３ １９．８３ ４．３８ １０９．１４ ４６．５３ １．１３

　　集体企业 １３２．８ ２２．９７ ７．０４ ６１．７２ ６４．８２ １．２

　　股份合作企业 １１６．４４ １６．０５ ５．５６ ６２．２１ ７３．８６ １．４８

　　联营企业 ３２５．４２ ０ １１．１３ ８７．２９ ３１．７２ ０．７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３．０２ １５．８８ ５．０８ １０９．８１ ５２．７９ １．７１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１．７２ １３．２３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６６ ４２．８８ １．７５

　　私营企业 １５９．０５ １０．９２ ８．８５ ９１．１２ ５７．９９ １．４４

　　其他企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２２９．２２ １６．０５ ９．３５ １４７．７７ ５８．９４ １．５

　　港澳台合资经营 ２２７．２４ １１．９ １３．５２ １１４．３２ ５３．８４ ２．０３

　　港澳台合作经营 ２２３．０２ １４．２９ １４．８５ ５１．０７ ３３．９６ １．２

　　港澳台商独资企业 ２３２．３８ ２１．７８ ９．４８ １１９．２７ ６６．０３ ２．３４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２．６１ １１．１１ ５．７４ ２５３ ５６．２９ ０．５

　外商投资企业 ３２９．６３ ２１．１５ １９．０１ １１８．８ ５２．６６ ２．１７

　　中外合资经营 ４１９．１５ １７．１１ ２５．８３ １２９．６１ ５６．６４ ２．３６

　　中外合作经营 １９４．９４ １６．６７ １３．２１ １１９．９５ ５８．０９ １．６３

　　外资（独资）企业 ２４５．２７ ２４．７４ １１．７２ １１２．５６ ５０．４４ １．９８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１．５９ １６．６７ １１．８１ ９８．０６ ２７．７３ １．１６

在合计中：

　农村企业 １４７．９２ １８．０２ ８．９２ ７３．７２ ６４．１５ １．３３

在合计中：

　国家控股 ３００．７６ １８．３３ ６．８７ １１４．７７ ４８．７５ １．７１

　集体控股 １６４．８ １７．９９ ８．０８ ９４．７１ ５５．２ １．１２

　私人控股 １８７．４６ １２．１２ １０．１４ １０９．７２ ５２．８２ １．３３

　港澳台控股 ２１２．９９ １７．８４ １０．２１ １１１．５９ ６２．６３ ２．１８

　外商控股 ２５９．９１ ２１．１２ １４．５７ １０７．９４ ５１．８９ ２．１６

在合计中：

　轻工业 ２１６．６８ １８．７８ １３．８ １０８．１ ５０．４７ １．５

　重工业 ２７０．７５ １４．０３ ７．３２ １１３．７７ ４９．８９ １．７５

在合计中：

　大中型企业 ２６９．７２ １６．５２ ７．７４ １１５．１４ ４９．３４ 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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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要经济分析指标

单位：％　

成本费用

利 润 率

全员劳动

生产率（元／人）

产　品

销售率

增　加

值　率

人均销售

收入（元）

流动比率

（倍）

速动比率

（倍）

７．６ ２４５９５１ ９８．９２ １９．９７ １３３６４８７ １．２８ １．０１

７．１４ ４２１０６６ ９９．５５ １９．１９ ２２７０７７４ １．０５ ０．８５

７．８２ ２０５５１１ ９８．６１ ２０．３７ １１２０７３２ １．３８ １．０９

６．８７ ２２１４００ ９８．８６ １９．８１ １２０８１１５ １．２３ ０．９８

１７．１２ ４８３８１４ ９９．７６ ２４．４７ ２０１９８８９ １．１８ １．０８

４．６７ ９１５７３ ９９．５４ ２５．１２ ３７３４６６ １．２２ ０．８９

２．３ ７６６７９ ９７．９１ １９．２６ ４１９８５１ １．１１ ０．７２

２９．６３ ２４６４９４ ９５．４４ ６４．４６ ３６３９２１ ２．９３ ２．２７

４．０２ ２００５２３ ９８．４ １７．７８ １２６７７５０ １．１８ ０．９３

６．９４ ２６８２５３ ９９．７２ ２０．８７ １３７５２６０ １．３６ １．０４

６．２８ １１０９９２ ９７．３９ １９．３５ ５６７４４６ １．３ ０．９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６７ ２１５５１０ ９７．４２ １９．０２ １４８００４６ １．４ １．１

９．５ １７４０４５ ９８．９４ ２３．４７ ７９８４１９ １．１６ ０．８６

１１．４７ １７８４１３ ９７．１７ ３７．２３ ５４９７１３ ３．１１ ２．０８

３．１５ ２２６７９３ ９６．９５ １５．７７ ２１９７３６５ １．２ １

９．９３ ３６４３３５ ９６．０４ ２０．１７ １９２５０９５ １．８１ １．４

９．７２ ３２１３１１ ９９．４ ２０．５１ １６３０６０３ １．３８ １．０７

１０．９ ４３４９７１ １００．０３ ２０．１７ ２２２６９１０ １．３７ １．０８

８．１８ １３５７６３ ９６．４３ ３８．４ ５７６４４７ １．４４ １．０８

７．１８ ２２５１７５ ９８．２６ ２０．１３ １１７３８６０ １．３８ １．０６

２２．９３ ２６８８４０ １００．１１ ３６．１ ７４７８５３ １．５２ １．１９

７．０７ ９１５４５ ９８ ２１．２７ ４３８１５６ １．２６ ０．８５

７．７８ ３３１４９０ ９９．２９ ２１．０３ １７０９２１７ １．１９ ０．９７

６．１４ １２８１７１ ９７．０８ ２０．３２ ６４８７６４ １．５ １．０９

８．６ １３７３１９ ９７．０６ ２１．３６ ６５１４１０ １．４５ １．１

４．２２ １９１２３０ ９７．５７ １７．３ １５３８５０１ １．２ ０．９７

７．８５ ２３４１７６ ９９．５ １７．３１ １４１５２３７ １．４４ １．０９

９．６５ １６５２３７ ９６．７９ ２７．８ ６３６１３１ １．３９ １．０１

７．２４ ２８３５７３ ９９．３１ １８．５６ １６６２９３７ １．２６ １．０１

７．７３ ２７６９６２ ９９．０４ ２１ １４３７４６５ １．２４ １

·３７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主要指标

项　　目
企业个数

（个）

从业人员

（人）

工业总产值

（当年价格，万元）

合 计 ３００４７ ３４３６０１ ６９９０１６９

　法人工业企业 ２１２１１ ２９８５３９ ６６０１３１６

　个体经营工业单位 ８８３６ ４５０６２ ３８８８５３

２０１１年北京现代制造业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工业增加值

（当年价格）

合 计 １２１８７６２５

　电子信息业产业 １９３２０２５

　机电产业 ２５２８３２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５４７０５９０

　医药产业 １９９９５９２

　其他产业 ２５７０８８

２０１１年北京高技术产业情况

单位：亿元　

项　　目
工业总产值

（现价）

合 计 ２９０４．９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

　　国有 ４２．７

　　集体 １．１

　　股份合作企业 ３．２

　　联营企业 ０．５

　　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５．８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５．８

　　私营企业 １２８．２

　　港澳台商投资 ４８６．４

　　外商投资 １６４１．２

　　其他

　按高新技术领域分

　　核燃料加工 ０．０

　　信息化学品制造 ７．３

　　医药制造业 ４５２．９

　　航空航天器制造 ９７．６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１６１３．７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４３８．４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２９５．１

·４７４· 北京工业年鉴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总量

主要工业品名称 本年生产量

原煤（万吨） ５００．１

发电量（万千瓦小时） ２６２８３３１．０

精制食用植物油（吨） ３８９４４．８

白酒（折６５度，商品量）（千升） ２０５６９３．３

啤酒（千升） １６４７８６９．４

卷烟（万支） ２０８９１５１．０

纱（万吨） ０．３

布（万米） ３３９．０

家具（万件） ７５０．２

汽油（万吨） ２５１．２

柴油（万吨） ３５５．７

焦炭（万吨） ０．０

氢氧化钠（烧碱）（折１００％）（万吨） ６．４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折纯）（吨） ０．０

乙烯（万吨） ８９．６

初级形态的塑料（塑料树脂及共聚物）（万吨） １１３．１

合成橡胶（万吨） ２１．９

合成洗涤剂（万吨） ６．７

化学纤维（万吨） ０．１

硫酸（万吨） ０．０

交流电动机（万千瓦） １４６．０

机制纸及纸版（万吨） １０．０

化学药品原药（化学原料药）（万吨） ０．１

橡胶轮胎外胎（条） ３７５４３５１．０

水泥（万吨） ９１１．５

平板玻璃（重量箱） ０．０

生铁（万吨） ０．０

粗钢（万吨） ２．９

钢材（万吨） ２８７．０

金属切削机床（台） １９５３０．０

汽车（万辆） １５０．５

　载货汽车（万辆） ６１．７

　轿车（万辆） ６７．１

家用电冰箱（万台） ７３．６

房间空气调节器（台） ０．０

程控交换机（线） ８５７５３５．０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万台） ２５９６２．３

微型电子计算机（万台） １０８３．７

集成电路（万块） ３２００７８．５

家用摄录像机（台） ０．０

照相机（万台） ２６．６

·５７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主要财务指标

净利润
净利润增

长率（％）

净利润现

金含量（％）

资产负债

比率（％）

每股收

益（元）

每股净

资产（元）

净资产收

益率（％）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７２．３０ ７．８９ １８７．２３ ２７．７７ ０．３０ ８．２４ ３．６７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８９９．８６ １．７１ ９６．７０ ２８．５２ ０．９２ ７．４５ １２．４２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８８．７９ ４．９０ ７９．４０ ３９．７４ ０．１８ ２．７９ ６．６０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２５．８６ １８．４７ ２５．２３ ５９．９４ ０．５０ ５．２５ ９．４４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０８６．６５ １２７．９８ １３８．８１ ４９．０３ ０．０４ １．８９ ２．１９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７４２．８０ ４７．５１ ３０．９６ ６７．４３ ０．３６ ４．２９ ８．２９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７５７２．１２ ７２．８３ ７５５．６１ ６０．１５ ０．３９ ０．２９ ５．６０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７１．５５ ５．３４ ６．５８ ４８．２８ ０．０５５ ２．０３ ０．２７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３３５ ３３．４０ １５１．３４ ５５．１４ ０．４５ ２．５０ １８．１０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６６６．１５ ４１．１０ ２４．００ ２２．０４ ０．５４ ６．６７ ７．９９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４５３．９６ ４３．４６ ４３．７２ ４３．９０ ０．３７ ３．８４ ９．５３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２６６．４８ ２５．４３ ２１２．８９ ５６．０４ ０．９１ ５．２４ １７．３３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５５．８５ ５．２１ ４０４．４４ ８２．８０ ０．１４ ５．６４ ２．４３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９８７０６．０５ ８．７２ １２１．０２ ２３．５９ １．０７ ５．１８ ２０．６２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３１．５２ ３．２６ ４６．６７ １０．８８ ０．６５ ８．１９

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４８．５５ ４５．３２ １５３．２８ ２６．４８ ０．１６ ３．５４ ４．３８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３７６．３１ ６１．８６ １３２．０９ ２４．２ １．２６ ８．６８ １４．４８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８６２３．３８ ７３．６０ １１３．８７ ２９．３５ ０．６７ ７．４０ ９．０７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３３４．５０ ９１．９０ ４３．６８ ２．９０ １．３８ ４．２７ ３２．２３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４２２．２３ ３６．９０ ６．４０ ３．９５ ０．９１ １０．２１ ８．９３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６４．１９ １９．８２ ９６．１６ ５．５４ ０．６６ ６．３１ ７．８０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４３９．０５ ３８．６３ １２．２３ ６．２５ ０．３０ ４．２５ ７．１５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９．７８ １１．７８ ９９８．５ ３６．６８ ０．０３ ３．５２ ０．８２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１６．６５ ７．５８ ２９．１０ ３９．１１ ０．２５ ４．２４ ５．９５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５４．９９ １６．１２ ２１２．７６ ３４．７４ ０．１０ ２．２７ ４．３３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８９．１０ ３７．４０ ８．５０ １２．６６ ０．４７ ５．７４ ７．９１

北京泰诚信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２．４７ ３０．１５ ３６．２１ ５８．８ １．１９ ２．１３ ３１．６５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４５０．５１ ９４．６７ １０４．５１ ２３．１７ １．０７ １０．０９ １０．５６

·６７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１）

单位：万元　

资产与负债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流动

负债

货币

资金

应收

账款

其他

应收款

股东

权益

股东权益

比率（％）

流动

比率（倍）

速动

比率（倍）

３．６７１０４５７０．３３ ２９０４６．９１ ２９０３６．８７ ３４７６０．７４ ２７６２７．８７ ７５４６９．９２ ７２．１７ ３．００ ２．３５

１２．４２６０７６９６．８５１７３３６６．６７１６５１８４．４１１１０４５０．８４ ９６１８２．３０４２５７６８．０４ ７０．０６ ２．２４ １．８１

６．６０１０１４２８．８５ ４０３１２ ３８８４２ ２１３３９．６１ ２０６８７．８４ ６０４１１．２３ ５９．５６ １．７８ １．２３

９．４４２２０３６８．６８１３２１０８．７２１２６２５１．１６ ２２８３９．８６ ４９２４３．１３ ６０６７８．８１ ２７．５３ １．１１ ０．７２

２．１９６８７６９４１．５６３３７２３９３．１７１６９５６０９．４４２０３２５４６．９１２５６０７９．５５２５５８５８９．２３ ３７．２０ １．６５ １．５２

８．２９３０１７０９５．１８２０３４５３９．３３１７８６６３８．４４５１７９００．０２４１１５０２．１３８５３５９８．３８ ２８．２９ ０．９８ ０．７１

５．６０３４７８５２９．２１２０９２３８５．４９１６２９４５２．１３９６６７７７．５４１１８６５４７．１８１３８６１４３．７２ ３９．８４ １．９７ １．４２

０．２７３４７２１２．１３１６７６３９．４２１２６００３．７９ ５４１２８．５３ １９７９７．９０１７９０２９．２４ ５１．５６ １．０１ ０．８１

１８．１０３２２４０４．１０１７７７８９．２７ ９４６５６．１０ ３３３９４．８１ ２１１５３．７３１２８８９２．５７ ３９．９７ １．２５ ０．６６

７．９９３５１７４３．２４ ７７５４８．４３ ７６７４７．２６１６０８７８．９４１０２５８９．２５２７１１６５．１３ ７７．０９ ４．２１ ３．６４

９．５３６９２２２５．３１３０３９１４．７９１８９９３１．２６ ９２３４０．５２ ６６９９５．７２３２９８７７．５０ ４７．６５ ２．０８ １．３６

１７．３３８５１４７６．０６４７７２１１．９３３５００４６．４９ ７９２１３．５７ １６３３９．０６３０１５７８．１６ ３５．４１ ０．６７ ０．３６０９

２．４３１８０９８９８．１８１４９８７３２．８３１１２７２９９．０８ ８０７６２．３８ ８０９１０．６０２９４６６６．３２ １６．２８ ０．５７ ０．３７

２０．６２７２２１５０．１８１７０３７３．９１１６５４７７．８５４２４６３６．９５ ４１７９２．０７４７８７６８．４４ ６６．２９ ３．６６ ３．２４

７７１５９．５２ ８４０１．８６ ３６６１．８６ ４４９０３．３８ １３３７１．３１ ６８７５７．６６ ８９．１１ １８．６１ １７．４３

４．３８ ６６７５１．５８ １７６８２．３５ １６４０４．０７ １５４９５．２０ １１３８３．９７ ４９０４５．０５ ７３．４７ ３．４１７ ２．０２

１４．４８４７３６７０．１３１１４６５６．８１１０５１６７．９８２１４９６５．５９ ８４９３．５９３４７９４４．６５ ７３．４５ ３．１９ ２．２８

９．０７１３８４５４．４２ ４０６４３．６２ ３９５８２．２０ ６３１．４９ ２７４１１．８４ ９５０７２．７５ ６８．６６ ３．０５ ２．５４

３２．２３１７３６１４．１０ ５０５１．６９ ４５２１．６９ ５７２７８．２８ ２１００４．０３１６２３９７．８８ ９３．５３ ２６．３０ ２４．８７

８．９３２３８３７１．５３ ９４２１．０７ ７７８８．６７１５７７０７．４７ ２５６７４．４４２２８６８６．４８ ９５．９３ ２５．８０ ２４．９０

７．８ ３０７３１．７５ １７０５．２８ １７０５．２８ ２０９５９．４９ １８９１．３５ ２９０２６．４７ ９４．４５ １５．５０ １３．７５

７．１５ ９６０８６．６３ ６００７．７１ ５１６２．７１ ５７５５４．８１ ６４４０．３６ ９００７８．９２ ９３．７４ １６．０７ １５．０９

０．８２１２１０２６．１５ ４４３９９．１９ ３９３９０．６０ １５５８６．７５ ８５３７．８３ ７６６２６．９５ ６３．３１ １．４９ ０．８８

５．９５１２４５１０．０１ ４８７０７．３５ ４０６５１．１５ ２１９６５．２８ ２９１７７．０８ ６４１８８．６０ ５１．５５ １．７２ １．４４

４．３３１２１０７５．３０ ４２０７０．４８ ４０１０２．１６ ５７０２７．５５ １８３１２．０７ ７５１５８．８１ ６２．０７ ２．６０ ２．０９

７．９１１３３００８．７０ １６８４５．１７ １６８４５．１７ ６９０４７．１４ ２４４４５．１３１１６１６３．５３ ８７．３３ ６．４７ ６．０３

３１．６５ ７７６４．４９ ４５６５．８６ ４５６５．８６ ２５８７．８１ １５６６．２２ ３１９８．６３ ４１．１９ １．５６ １．２４

１０．５６４４１１７９．９５１０２２５２．３０ ９８１４８．６２２３２７７３．１２ ２８２３３．９２３２６３８５．６８ ７３．９８ ２．８１ ２．７０

·７７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主营业

务收入

经营

费用

管理

费用

财务

费用

营业

利润

投资

收益

营业外

收支净额

北京梅泰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６８５．４０ ６４８．４７３４１６．８９ ７７５．８４２６５５．８５ ２８．８８ ６４１．６７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８３３７．５３１００４５２．３５３６４６５．４０ １６３．７７６５５２２．３５１２５１．３５ ４７７６．８２

北京万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８８０．５２８２１９．５５７０７６．４３ ５９５．３５３７２６．３６ １５８．８８ １５２３．７１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６７１．０９８６５１．１４１２８３６．５８４６４８．２１８６７０．１４ １２４８．２７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７４１４１．３６４３９２９．０９１８００９６．３６２９６８．２１１５６９０．６０４６０４４７．５１ ６８９１８．１３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９６２０４．９９１２０９０２．４９１２４１５９．０１３７２２２．０５８５２３１．０３２４５５７．６９ ２０３３８．９９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３５５１．６４２９５８５．０３４０５２６．７０２６６６．５９５２９２１．５６１２２４．２２ ２１０２２．４８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７０２５．０４６０１２０．４７１６０４１．１８２５２０．６８９９４７．７９１０８３２．２８ １２１６５．３９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９４３９．５３１８６４７．２７２４２６２．０２４６７２．４４３３２０２．３７ ４３０．００ ９９５．０４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８６５５．９６３２２９２．９８２８３８９．３５２８９１．６２１７００７．５８ ８２４５．２５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３０６９．８５９２８８．０４２０３６７．６４２４６７．０６４３４３３．７７ ３８．１２ ４６３．１６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６９１２．４１１８８３９．８０３０３８３．１７１０５０２．５４７４７３２．０６ ４４０．６６ ８８４８．６５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９４９１．６４１９３６７．９０４９７０４．２０３２４５１．８１２２０６８．２９ ３３４９０．４９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３９７７．６６２８２８０．９０７１３５７．５０５３０７．８６１４３６５８．４３２４５７．３１ ５８８５．８３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９０２．２３２４５６．８９５０６１．３８ １８７．７８３９９０．９２ １７５６．５８

北京中创信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７４３．０２２７９５．０８１０００２．７１ ３１７．１１１５２７．５６ ５２．０８ ３２９５．８４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３５９９．９８６８３６２．７４４０４３０．５６３３１７．０２６０４７１．９４ １２９．７４ １８４２．０６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９２２２５．５０１２５５３．５８６７３３．２８ ７０６．４２１０５２３．８９ ２４２．１０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２７７．２２１８０２．８５７８６４．５９ ８５４．７４５９３０４．３０２２３３０．１８ １１４０．９０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１５３．２７７５９０．３３１１９０１．６３４００８．５１１６５９６．６６ ２３４．００ ４５０８．４７

北京汇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６２．３４１１１１．３４２２６３．１１ ５１．８６２４６２．７１ １４５．１０

北京钢研高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９４７．３６ ９５．６５３５８５．５２１６２５．６７７３５４．１４ １７０．７３

有研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８１９．３７ ５７０．０８３７０８．１７２３１９．５４ ５５７．１５２２５１．１９ ２３．４３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４７７．２８４８４７．２３６４７２．４８ ５５０．４０４４１３．８３ ９．４７ ６７０．１３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１９５．７１３５６０．１４１１１２２．１５ ８０９．８１４２９３．８８ ５５．３５ ３５４．１９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３９６．９９２０４９．９７５４７３．６０１１０４．８４１０３５１．５２ ５１．３２

北京泰诚信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１７．４３ ２６０．６５１０２６．５５ ９．４５１１０９．９６ ８４．７９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６００．８２１２８５．３６１０２６５．１８３６５４．２８４０９１０．５６４２２３．９８ ４８４．３３

·８７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１）（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经营与发展能力

利润

总额
所得税 净利润

净资产

收益率

（％）

存货

周转率

（％）

应收账款

周转率

（％）

总资产

周转率

（％）

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

率（％）

营业利润

增长率

（％）

税后利润

增长率

（％）

净资产

增长率

（％）

总资产

增长率

（％）

３２９７．５２ ５３４．４９ ２７７２．３０ ３．６７

７０２９９．１７１５０４７．４３ ５２８９９．８６ １２．４２ ６．０５ ７．８６ １．１２ １８．９４ １０．５５ １．７１ ９．３０ １４．４８

５２５０．０７ １１７８．０４ ３９８８．７９ ６．６０ １．８３ ２．９１ ０．５８ ２．３１ ２．９９ ４．９０ ４．２３ ０．５５

９９１８．４１ １５７６．９３ ５７２５．８６ ９．４４ ２．６５ ３．５５ ０．７３ ６５．３１ ２７．２２ １８．４７ ６．９６ ３４．２６

８４６０８．７３ １５２４１ ５６０８６．６５ ２．１９ ７．８７ ６．６６ ０．２１ ５８．７６ １０６．７６ １２７．９８ ２．５２ ２６．８１

１０５５７０．０２１８７１７．４６ ７０７４２．８０ ８．２９ ３．８３ ５．１９ ０．７６２０９６２０５ ３４．９７ ４７．５１ ６．８７ ２１．３４

７３９４４．０４ ３６２８．０８ ７７５７２．１２ ５．６０ ０．８７ １．００ ０．３３ ４８．６５ ８３．１ ７２．８３ １８８．９７ ２１．５１

２２１７．６ １９５．６１ ４８７１．５５ ２．７２ ９．８６ １７．５５ ０．９８ １９．３５２５１．１３ ５．３４ ２．７７ ２４．９

３４１９７．４１ ５０１３．７８ ２３３３５．００ １８．１０ １．０１ ８．０５ ０．４９ １５．９８ ３２．１７ ３３．４０ ２２．１７ ３１．３５

２５２５２．８３ ３７８７．５５ ２１６６６．１５ ７．９９ ２．３１ １．７７ ０．４７ ２５．１４ ５６．３６ ４１．１８ ９．０１ １．９１

４３８９６．９２ ６４７２．５２ ３１４５３．９６ ９．５３ ３．３２ ７．９５ ０．７４ ２８．５４ ４６．０８ ４３．４６ ８．２２ ２８．２３

８３５８０．７１ ８３９３．４５ ５２２６６．４８ １７．３３ ４．７２ ３５．０９ １６．４３ ３６．６２ ２１．９１ ２５．４３ １６．４３ １５．７３

７１５５．８５ ４５１０．６５ ７１５５．８５ ２．４３ ５．１３ １５．２３ ０．６８ １７．７５４５３．６８ ５．２１ ２．６５ １８．３２

１４９５４４．２６ ２１３７４．７ ９８７０６．０５ ２０．６２ １３．３２ ２６．０６ １．６８ ２２．０９ １１．５８ ８．７２ １４．２８ １１．１１

５７４７．５ ７１５．９８ ５０３１．５２ ７．３２

１７６８．２８ ３５５．４６ ２１４８．５５ ４．３８ ０．６２ ２．１９ ０．３８ ８．２７ １５８．９ ４５．３２ ５．５７ ５．１４

６２３１４ ９５２６．７３ ５０３７６．３１ １４．４８ ６．９１ １１１．０４ １．７８ ４９．３ ６９．４１ ６１．８６ １２．９ １７．１０

１０７６５．９９ １７５０．１７ ８６２３．３８ ９．０７ ３．８０ ３．８２ ０．７３ ６２．８５ ７６．１２ ７３．６ ６．８ ２２．６６

６０４４５．２０ ８００６．１１ ５２３３４．５０ ３２．２３ ３．２５ ３．５７ ０．４２ ３６．０２ １１０．６１ ９１．９ ３６．３８ ３９．０５

２１１０５．１２ ６１４．２５ ２０４２２．２３ ８．９３

２６０７．８１ ３４３．６３ ２２６４．１９ ７．８０

７５２４．８７ １０８５．８２ ６４３９．０５ ７．１５

５８０．５７ ４９．２０ ６２９．７８ ０．８２ ２．１７ ５．７１ ０．４９ １０．５１ ２４．０９ １１．７８ ０．８１ １．７０

５０８３．９６ １２４２．０４ ３８１６．６５ ５．９５ ３．９９ ２．０３ ０．４５ ４７．１２ １．３６ ７．５８ ０．４３ ３５．４８

４６４８．０６ ９１１．７９ ３２５４．９９ ４．３３ ４．６０ ６．７５ ０．８９ １３．８９ ４４．９５ １６．１２ ４．１ ５．３８

１０４０２．８５ １２１３．７５ ９１８９．１ ７．９１ ３．９５ １．９７ ０．７２ ３６．２９ ３７．４３ ３７．４ ３１９．９９ １８５．１７

１１９４．７４ １８２．２７ １０１２．４７ ３１．６５ ２．４９ ５．９０ ０．９７ ６８．５７ ４３．４０ ３０．１５ １３０．７５ ９１．５５

４１３９４．９０ ５３４８．７９ ３４４５０．５１ １０．５６

·９７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主要财务指标

净利润
净利润增

长率（％）

净利润现

金含量（％）

资产负债

比率（％）

每股收

益（元）

每股净

资产（元）

净资产收

益率（％）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８３．７０ ５１．６３ ６４．４７ ３０．００ ０．９４ ２．６４ ３５．６６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０６．３０ ６５．３４ ２１２．５５ ３９．９８ ０．４９ ５．８７ ８．３３

北京中讯四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５．０８ ３６．８８ １４２．６１ ２４．７７ ０．３９ ２．７０ １１．３２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１２．０４ ３４．８４ ５７．００ ４９．１９ ０．６７ ２．７８ ２４．５１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５０．９２ １６．４５ １５２．０８ ９．４２ ０．３１ １０．２６ ３．０１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０３．１２ ２９．５２ ３５７．３１ ５８．１８ ０．２１ ３．８９ ５．３７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７２１．７８ １２．６９ １０９．６６ ４６．５８ ０．２５ ３．１０ ７．９２

北京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７５．０６ １９．６１ ２６．８８ ４１．８６ ０．４６ ３．０３ １５．３０

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３１．２３ ３１．９６ ４７．４３ ７．２０ １．４５ ２０．０４ ７．２２

北京君德同创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６．７３ ５．９０ １７４．４７ ４５．１７ ０．３０ １．７５ １６．９１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８１．４０ １５．９５ ４５．９７ ３３．２０ ０．７５ ３．１２ ２３．９２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１．１１ ２３．２８ ５９８．６９ ９．２５ ０．４４ １０．７２ ４．１３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４．４７ １０９．６２ ２１９０．２１ ５９．５２ ０．０２ １．８６ １．０２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０９０．２６ ４５．３８ ８４．１７ ２６．１３ １．１６ ４．７５ ２４．３４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８０６．６７ ２８．６７ １２４．３９ ３４．３６ ０．３４ ２．６７ １２．５０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３．９０ １０２．１３ ３１２３．８６ ９．２５ ０．０１ ５．１８ ０．０９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７９．３９ ４１．９５ ２．２４ ７１．１５ ０．４７ ３．９９ １１．９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０６．１６ ９６１．６０ １２１．１０ ２６．６６ ０．１９ ２．０２ ９．５５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７４．５２ １．９６ ９４．９５ ７．９４ ０．６８ ７．４９ ８．９４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７７．６３ １７６．９９ ２２４．２０ ４６．２４ ０．２２ ４．９０ ４．５３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７８．２８ ９６．６３６１９３．９６ ５１．９５ ０．００４ ２．５６ ０．１６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７４３．５６ ６．９７ １３２．２９ ６７．６８ ０．３７ ３．８５ ９．４８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８６８．０５ ２７．７３ １１９．８６ １８．９３ ０．５２ ５．９４ ８．７９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１８４．７０ ４９．１９ ７７．７７ ２８．１６ １．３０ ６．３８ ２０．４０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８８．３０ １１．５６ ３３．６３ ７．０８ ０．４４ ６．７１ ６．１２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６８３．８３ １５．６３ ８．８３ ７１．０２ ０．７０ ６．７０ ２．８１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５３．０２ ０．６６ １７９．７６ ５２．７８ ０．３０ ３．１７ ９．６１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４０２８．７３ １０．０６ ３３１．０６ ４７．０３ ０．７０ ７．３４ ８．２８

·０８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２）

单位：万元

资产与负债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流动

负债

货币

资金

应收

账款

其他

应收款

股东

权益

股东权益

比率（％）

流动

比率（倍）

速动

比率（倍）

１５１５６．６９ ４５４７．６９ ４５４７．６９ ７７７９．７１ ２９５１．３８ １９０．２１ １０６０９．００ ６９．９９ ３．１５ ２．７２

１９０２２９．２５ ７６０５８．２０ ７２２７１．０９ ６８０１９．０４ ４３８６９．９６ ３８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７１．０５ ６０．０１ ２．０６ １．９０

９３３２．８５ ２３１２．１８ ２３１２．１８ １３３５．１５ １９７８．０４ １．８ ７０２０．６７ ７５．２２ ３．６０ ２．６９

４４９６３．４６ ２２１１８．３４ ２１９４１．４９ ８０５０．５０ １５７７２．２２ ２５７１．２２ ２２４９１．８１ ５０．０２ １．６６ １．２２

１６８３４６．５６ １５８７１．１５ １５７６４．５４ ８３５７０．７９ １７３４４．５８ ２３３９．９３１４７６８２．９７ ８７．７２ ７．８６ ６．９０

２１３１０９．７８１２３９９６．２５１１６１６４．８４ ４２０７５．９５ ３９４９８．３１ ５６９７．４５ ８００９１．６５ ３７．５８ １．１０ ０．８１

３２８２３５．２０１５２９１３．９０１４９５２２．９８ ８６０４８．４６ ３４０５０．７０ ８７１１．５５１３５３６３．０９ ４１．２３ １．６９ １．０７

１６５８６．６３ ６９４３．２８ ５２９３．２８ ２９５７．８３ ３２７８．４６ ２１１．６１ ９６４３．３５ ５８．１３ ２．４１ １．６２

１２０８０４．２３ ８７００．７８ ８５３１．５５ ７４５７４．４０ １７３３０．５６ １２０４．９６１０９８２９．０１ ９０．９１ １２．７３ １１．３９

２５５３．５７ １１５３．６５ ６５３．６５ ３２４．４２ ２６９．８８ ４１．５４ １３９９．９２ ５４．８２ ２．７７ ２．２９

１４３４６．８７ ４７６３．８０ ３８６３．８０ ２６５０．１７ ２２６５．５０ １６４９．０１ ９５８３．０８ ６６．７９ ３．０７ ２．６８

７３５７８．４３ ６８０８．５０ ６２３１．３７ ２９０７０．３３ １３３４０．０１ ３８９．７４ ５９３７５．１０ ８０．６９ ９．７２ ８．５１

１２０４４３．７８ ７１６８９．５４ ７１６８９．５４ ９２００．２３ ４９２９７．４０ ４８９９．３２ ４８６８１．９５ ４０．４１ １．４７ ０．９４

２７５６１９．２０ ６９２０２．８９ ６０３７６．３７ ７４４９０．７７ １３３２３．５４ ５８３７．７１１８５６７９．５７ ６６．１９ ２．２３ １．６２

７３２９８９．９４２５１８８３．９７２４１９９８．６０２０７８９９．３５ ２９５３８．７６ ５９９４．００３４７６８５．００ ４７．４３ ２．４６ １．１５

９１３４８．２３ ８４５２．９３ ７７０８．７８ ３０９６９．７７ １３０４８．４０ ３２９．１８ ８２８９５．３０ ９０．７４ ９．７４ ８．０４

２１０６３１．６４１４９８７１．５２１４８９９０．４３ ２１１６４．５５ ２１１６４．５５ ８６６．７４ ５９４７４．６４ ２８．２３ １．２９ ０．８１

３７８９８．３２ １０１０６．６１ ９５６３．００ ３８５８．３１ ３５５７．３１ ６３．５０ ２６２３０．８７ ６９．２１ １．８３ ０．９２

８６２６２．１１ ６８５５．６３ ６８５５．６３ ３９８５５．７８ ２３５８７．０５ ５２８．０６ ７９１６１．９５ ９１．７６ １０．５９ １０．１２

２０６７３５．２９ ９５５９９．２３ ９４５５２．０６ ２０２９９．４１ ６６６６．１１ ３８７８．２１ ９８７７３．６ ４７．７７ １．５６ ０．３５

１６４９１５０．７３８５６７３７．１０４８３６８７．４５１２９８２３．６０ ３５４７８．３２ ５０１９．３２７５８６５１．４５ ４６．００ ０．９０ ０．５８

１１３５３３０．３３７６８４２０．２３３８７０２３．２５１７０６５５．００ ３５９６６．１３ ４１９６．４４３０３３４４．１０ ２６．７１ ０．５９ ０．５７

１８１６３１．５３ ３４３８５．１８ ３４３８５．１８ ５９９６６．０１ ３９０１５．９５ １７３８．６１１４６３１５．８１ ８０．５５ ４．３３ ３．２３

１０７６０２４．２８３０３０５２．１５２９９７６５．９２２３２３６８．２５ ２７１８０．６０ ２０６９．１６６３８２３９．１５ ５９．３１ １．３２ １．１６

７７１６２．２３ ５４６９．３２ ３７９０．５８ ４８０３１．６６ ９３７４．４５ １５２．００ ７１６９２．９１ ９２．９１ １８．０１ １６．６４

１０３３２８６．７１７３３９０１．７８７１４３８８．３４１５６３８１．９８ １３０７０．４０ ３２７５．５８２８５４２８．９９ ２７．６２ １．０１ ０．４１

２３２６３５．８８１２２７９５．７６１２２７９５．７６ ３５８６３．９２ ７２２１７．４２ ４６１１．９０１０８８２７．３１ ４６．７８ １．５１ １．０７

７７５５７４．３９３６４８１８．５５３５５８３９．４３１７０６５６．７１３０１１７８．３４ ２０５５５．２４４１１１５６．５６ ５３．０１ １．９５ １．４３

·１８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主营业

务收入

经营

费用

管理

费用

财务

费用

营业

利润

投资

收益

营业外

收支净额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５３１．０１２０１７．５０３１７０．１８ ５５．４８２６７０．３３ １５６８．０８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７．７４４６０３．２１５６２７．９９２４２６．７２１１２５４．９９ １０３．７５

北京中讯四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７６．６０ ２３３．０３ ８６８．２３ ２９．５５ ８１４．０３ ５０．３０

北京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６０３２．６５４１３２．６９２９４８．５０ ５０４．４０６４０１．７２ １８３．４６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１３１．８３５５４５．１０１０６６８．９４１９６８．６１３９７９．９４ ４．４１ １３７６．７０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１５０８．４６６７４３．３７５２４７．５６３２９８．９６５５７３．８８３３０１．４８ ２．６６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８４４８．４８１９９４８．１５２４３０８．６３２３７１．７２８９１９．９９１１８１．６９ ８０５１．９８

北京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９３６．２３２５４０．０３１５９０．１２ １７３．３６１６３７．１２ １８１．０２

北京福星晓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４０６．２５１１９６．３７３４７５．７８１７２６．３０９２８１．７９ ３０２．２５

北京君德同创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０４．３３ ５３９．８０ ５２３．５５ ９．９０ ２１２．７８ ６７．２７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７３．５６２６６３．４１１８６５．０２ １４８．２１２６２１．１４ １．７４ ４６．２１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４０４．５４２２５７．８７３５６２．４０ ５０８．１７２０６０．９７ ９８２．４７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４７８．４２１０８５９．８５９１２７．７３１２５２．６４２１９７．３７ １６００．２０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４２３０．５４２９８７８．９５２６２７６．２９ ７７８．７２５３２４５．３１１９２４３．９９ １３４７．９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０８３８．３７１０４２１８．８９５３３１２．３５ ２７１．４０７８９５３．１１１２６６．４８ １２１０．２４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８４８．３９１０２２．４１２９６５．４４ １３６．７９ ２２７．１０ ５．４４ １２７．５８

北京金自天正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８７１．６６２０９４．３１８４１５．６５ ３１０．１６７８１９．１５ ２４．８５ ６５１．５６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１７．７１１３７３．６１３１７５．２６ ３３１．８１３３３８．９８ １０．２６ １８．２３

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８９６．０６３８６３．６９４１１６．３８ ８４７．２６６４１２．２９ １０２２．０６

国投中鲁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４７３．８３９１２８．６２６１３７．２３５７１０．６５８０９０．１３ ７２．３２ ３６９．６７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５１６４８．６２３５６６５．５２１５２７７．１６１９３９０．０８２９０３９．４３４８２０１．８８ １２３５５．２９

北京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９９０４．６４ １５３３９．２１２２０１０．６５３４８６０．３１１３２０６．３８ ２４６４．２０

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９１５０．７１６４９４．４５４４１２．１１１５４６．００１２９２０．１９ ６０９．１６ ２１８３．１３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９５０７０．６３２３４０５．３３６１１８７．８０６１４５．９２１７７３０１．９７ ５７．７４ ８８．７４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５５０．０２２１９２．６８１９９１．６１ ６９０．００５０９９．６６ ９１．５３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８０２０．６５８１１１８．６９４３８２４．１８１２４５１．５９３７８０２．２９１５５０２．６４ ３３５．２５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７３６５．３５２６４９８．１６２２９６６．５３５５５１．７２８４１０．４４ ３２９９．９２

北京江河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６２４９．０５１６４１２．３５５４９７３．９３７４８７．３８３７９３７．７５ ３１１．６１ １７６７．５４

·２８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２）（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经营与发展能力

利润

总额
所得税 净利润

净资产

收益率

（％）

存货

周转率

（％）

应收账款

周转率

（％）

总资产

周转率

（％）

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

率（％）

营业利润

增长率

（％）

税后利润

增长率

（％）

净资产

增长率

（％）

总资产

增长率

（％）

４２３８．４１ ４５４．７２ ３７８３．７０ ３５．６６

１１３５８．７４ １８５２．４４ ９５０６．３０ ８．３３

８６４．３３ ６９．２５ ７９５．０８ １１．３２ ２．０４ ３．０７ ０．７７ ８３．５７ １０７．３８ ３６．８８ １２５．５２ １４５．３０

６５８５．１８ １０３７．５８ ５５１２．０４ ２４．５１ ２．６８ ２．７２ ０．９２ ３５．９ ４３．０７ ３４．８４ ３２．７４ ３４．５２

５３５６．６４ １１５９．９５ ４４５０．９２ ３．０１ １．６２ ３．４３ ０．２７ ９．６１ ０．８９ １６．４５ ０．３６ ８．８３

５５７１．２２ １１３３．０７ ４３０３．１２ ５．３７ １６．８０ １２．６５ ２．５５ ２２．０２ ３６．９１ ２９．５２ ０．９５ ４．９６

１６９７１．９６ ２３５２．７７ １０７２１．７８ ７．９２ ３．８３ １３．０４ １．２９ ３．１１ ２７．０８ １２．６９ ８．５７ ８．２１

１８１８．１４ ３４３．０８ １４７５．０６ １５．３０ ３．０８ ６．１９ １．１７ ２５．９０ ２９．５５ １９．６１ １８．０５ ５４．３５

９５８４．０３ １４２２．２４ ７９３１．２３ ７．２２

２８０．０５ ４３．３３ ２３６．７３ １６．９１ ６．４７ １２．７４ １．５６ ３７．５ ４．１８ ５．９ ２０．３５ ５２．６７

２６６７．３５ ３８５．９５ ２２８１．４０ ２３．９２ １．９４ ５．５２ ０．８４ ３８．２２ ３８．６４ １５．９５ ３１．９３ ４８．７６

３０４３．４５ ３３８．６０ ２４５１．１１ ４．１３

５９７．１７ １１７．６２ ４９４．４７ １．０２ １．６１ １．４４ １７．６３ ９．９２１３７．６９１０９．６２ １．７４ １７．６３

５４５９３．２ ８３６２．２６ ４５０９０．２６ ２４．３４ ４．４７ １６．４３ １．００ ６．８０ ３９．１１ ４５．３８ ２２．２５ ３．４２

８０１６３．３５１４６９８．２４ ４３８０６．６７ １２．６０ １．３３ ２０．０３ ０．９１ ２３．５８ ２９．６１ ２８．６７ ７．０５ ２０．１３

９９．５２ ２５．６２ ７３．９０ ０．０９

８４７０．７１ １０３９．５６ ７０７９．３９ １１．９０ １．１６ ４．９２ ０．５４ ６４．３３ ４４．２４ ４１．９５ １１．３９ １．１２

３３２０．７５ ３３．８２ ２５０６．１６ ９．５５ ２．９３ ６．３１ ０．７２ １２．８８６７９．６１９６１．６０ ８．２８ １１．３２

７４３４．３５ ３９９．０３ ７０７４．５２ ８．９４

７７２０．４５ ４６９．０５ ４４７７．６３ ４．５３ ０．８７ ５．２９ ０．５６ ２２．５８ ２３１．４５ １７６．９９ ４．４０ １．９７

１６６８４．１４ ２８１０．８３ １１７８．２８ ０．１６ ８．２９ ３４．７１ ０．７４ ５５．１４１９４．２３ ９６．６３ ３．５０ ６．０２

３７３２４．５１ ６９９２．０７ ２８７４３．５６ ９．４８ ３７．９４ ９．４０ ０．３０ １９．０１ １６．２３ ６．９７ ８．０６ ２２．８１

１５１０３．３２ ２１９９．８６ １２８６８．０５ ８．７９

１７７２１３．２３４５６０５．０５ １３０１８４．７０ ２０．４０ １０．９３ ２７．７６ ０．７１ ７１．７４ ５３．０７ ４９．１９ １８．４１ ２１．３９

５１９１．１８ ８０２．８９ ４３８８．３０ ６．１２

３７４６７．０４ ５３０５．６３ ３０６８３．８３ １０．７５ １．６７ ５２．９６ ０．７５ ２０．９２ １１．１０ １５．６３ ７．４２ ４．０６

１１７１０．３６ １２９４．４５ １０４５３．０２ ９．６１ ３．７３ ３．９３ １．０９ ２４．８２－２７．１８ ０．６６ ６．８７ ５．８５

３９７０５．２９ ５９９５．５５ ３４０２８．７３ ８．２８ ３．００ ２．２６ ０．８９ １１．１９ ５．７９ １０．０６ １４４．３８ ５１．１２

·３８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主要财务指标

净利润
净利润增

长率（％）

净利润现

金含量（％）

资产负债

比率（％）

每股收

益（元）

每股净

资产（元）

净资产收

益率（％）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６７．２５ １９．２８ ２１８．８７ ３７．８３ ０．２７ ５．３２ ４．９９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２４４．２５ ２９．９８ ４５．５５ ６７．６０ ０．５５ ４．１９ １３．０３

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４６１７．８３ ４．２５ １２６．７０ １１．２９ ０．１８ ５．１６ ３．５６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７６．６７ ８６．５６ １２２．９８ ４４．５８ ０．４０ ３．１８ １２．７３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３１５．７７ １５．２６ ６１．５４ ４．１４ ０．５８ ２．８８ ２０．２１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２４．４８ １２．５３ ２９．４２ １９．２７ ０．２２ ３．５０ ６．３５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２１．１８ ３．３６ １０３．４３ ６．３２ ０．２９ ３．２２ ９．００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２９２．８５ ７６．３２ ２０．７９ ６１．８６ １．５７ １１．８５ １３．２７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０７９．３４ １００．５５ ３３６．５１ ５５．８１ ０．８１ ５．９６ ５．２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８０６．６７ ２８．６７ １２４．３９ ３４．３６ ０．３４ ２．６７ １２．６０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４．６７ ９４．１９ １４９１．３３ ３２．９１ ０．０２ ２．８６ ０．５４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４２．４１ １５．２８ ２１２．２７ ３６．７８ ０．３１ ４．２２ ６．３５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４２５．７９ ８１．３２ ８３．４６ ４．１１ １．７１ １６．５２ ９．４６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４１３．３８ ３４．４９ ２２．７４ １８．５４ １．１８ ８．５８ １２．３１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８．２９ ４８．９０ １８３．５９ ４７．８４ ０．０３ １．７９ １．５０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７．８８ １９７．９８ １００．５１ ４２．５３ ０．５４ １．５３ ３５．４６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３８．５２ １７．２９ １５．１９ ４０．４３ ０．７５ ２．９５ ２５．４８

·４８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３）

单位：万元

资产与负债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流动

负债

货币

资金

应收

账款

其他

应收款

股东

权益

股东权益

比率（％）

流动

比率（倍）

速动

比率（倍）

１８５８９１．０８ ７０３２７．８３ ６５３０３．７２ ５２０７４．８２ ３０２３３．１１ ３６１１．４９１１５５６３．２６ ６２．１６ ２．３５ １．４２

２８１２１４５．４３１９０２９３３．４４１４１６７７４．３６４２１４４６．２６１３６４９８．６２ ４０４２７．９７８８４７０１．３７ ３１．４６ ０．９７ ０．５６

１５３２３８．０４ １７３０５．５５ １７０６５．５５ ２７７６１．４２ １２９９９．７３ １８１．１９１２９５６５．３５ ８４．５５ ３．９８ ２．６５３５

１８９９１６．２９ ８４６７９．６４ ８３９５６．０６ ６８３９５．７４ １２７０２．２３ ７２８．８６１０２７４１．６６ ５４．０９ １．４０ １．２１

２４４２８２．４４ １０１２９．７５ ９１２６．２６１１１５９４．２４ ２９２３１．０７ ２７０２．２０２３４１５２．６９ ９５．８５ １８．３２ １７．０２

２３５５９５．２０ ４５４０８．６５ ４４７２０．６４１０１５５５．６８ ４４８７８．８９ １８８５．８８１８９２２９．４３ ８０．３１ ４．３９ ３．８３

５２４６５．６２ ３３１８．６０ １８９５．１０ ３１９１４．４１ ４８６３．１４ １７６．７８ ４９１４７．０２ ９３．６７ ２１．９７ ２０．７１

２８５３００．３３１７６４９９．４７ ７１５０３．６９ ４３７５２．９７ ３１８３８．５２ １２５０．０４１００１６９．９９ ３５．１１ ２．２０ １．４５

１２９６９８２．８７７２３８５２．４８６８４３５９．８９３９８８１９．００ ４７６０２．８５ ２３１６９．７６３３９８３８．８３ ２６．２０ １．２７ １．０５

７３２９８９．９４２５１８８３．９７２４１９９８．６０２０７８９９．３５ ２９５３８．７６ ５９９４．００３４７６８５．００ ４７．４３ ２．４６ １．１５

３７２０１５．２６１２２４３６．２３１１５８４１．５８ ４６５２９．４９ ６０７５５．４６ ５０７５．１９２１３０４３．８７ ５７．２６ １．８８ １．４２

８８２１４．６４ ３２４５２．３９ ２９４４２．２７ １９４８２．３３ １３０４７．３８ １７５．３３ ５５７６２．２５ ６３．２１ １．５３ １．２５

１１４９４０．０４ ４７３２．１５ ２６６２．１５ ８６８７７．８０ １５０１．６９ ３６９．８５１１０２０７．８９ ９５．８８ ３５．０３ ３４．６６

４５４５５４．７６ ８４２８２．９０ ６７１３４．９３２２９５８８．０２ ６７７７３．１７ １３９０．２５３６９０５１．５１ ８１．１８ ５．３６ ４．７８

１４８５４４．１８ ７１０６９．９２ ６７７７３．０１ １６１８６．６４ １６３９６．９８ １７５８．４ ７５６３８．２３ ５０．９１ １．２１ ０．５８

８８７１．０６ ３７７３．０３ ３７７３．０３ １１５６．２ ３２９２．３０ ２４４．００ ５０９８．０３ ５７．４６ ２．２１ １．３９

２９０９８．４６ １１７６６．２５ ９００９．８６ ２０４５．０１ ３４５３．４９ １１６．８２ １７０２９．２１ ５８．５２ １．３８ ０．９６

·５８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上市公司

项　　目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主营业

务收入

经营

费用

管理

费用

财务

费用

营业

利润

投资

收益

营业外

收支净额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７１０．１６３８２６．６５５７１７．９２ ７１０．００６５２１．９６ ０．２６ １９０．５０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６４５７３．４９１５３３２７．５５１７２５１８．５８１７３２１．４８９７２４２．９２３５２７．５７ ３６９８２．３３

北京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１９２５２８．００１１２３７．９８３８１６．２６ ６２２．１７３９０１．００ １６２２．５９

北京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２６０２．１２２４８６．８７６４８０．０４３４５９．５８１６４２２．２２ ３０７．９４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９８４．６２１４８５２．６６８９８８．６５２７２２．４８５３７４２．１１ ４６５．３７ ５５８．２０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９１９５８．５９９８１９．３６８９３３．９８２５８１．８６１２９４８．２５ １５．３８ ７８２．５４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６７０．２０８４０８．２７１９３０．２４ ６９７．４６４７９４．５５ ５６５．４３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５５９９．３０３９８４．５５１４４１６．１４ ２７４．５２１８５８３．５９ ３．３５ ６７７．５８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７２３６．９８１６４１８．４５２０２２０３．１７７３７６．９６１５２０４６．７６２１６９．０９ ２１３３．８９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０８３８．３７１０４２１８．８９５３３１２．３５ ２７１．４０７８９５３．１１１２６６．４８ １２１０．２４

中兵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８６５４．４０４２７１．５５１９２２２．４５２７２５．８８２２４７．４６ ５５．００ １３５６．４６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９７５．７２１９３０．８４２７６２．９１ ５８２．８６４５０５．９２ ５．９７ ２７２．８１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５８１．６３４９０８．５７２８１６．８８１７８５．３７１１９８８．９１６７．５２ ４０１．６８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７５４０．２３２２６１．７４１３６８４．９１ ６２０．００４８９２９．２２ ４．４１ ２３９６．１０

北人印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３８７．３９５９９８．３９１０９０１．７５ ７９３．７６２９４３．５４ ２０．６９ ４３０９．５３

北京德鑫泉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８９５．９６ ５６９．１３ ５８８．４８ １５８．１４２０３６．１９ １０３．０４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０６７．２６１１４３．３１１６２４．４９ １７６．８７４８４２．４４ ５．４２ ８．８１

·６８４· 北京工业年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３）（续表）

单位：万元　

利润构成与盈利能力 经营与发展能力

利润

总额
所得税 净利润

净资产

收益率

（％）

存货

周转率

（％）

应收账款

周转率

（％）

总资产

周转率

（％）

主营业务

收入增长

率（％）

营业利润

增长率

（％）

税后利润

增长率

（％）

净资产

增长率

（％）

总资产

增长率

（％）

６７１２．４６ ９４５．２１ ５７６７．２５ ４．９９

１３４２２５．２５１８９８６．３４ １１５２４４．２５ １３．０３ ７．４９ ４４．０１ １．９６ ３．４５ ４４．３５ ２９．９８ ９．７４ １４．１２

５５２３．５９ １０７４．６３ ４６１７．８３ ３．５６ ７．４４ １９．２３ １．３０ ３４．０１ １４．４１ ４．２５ ３．６０ ６．３６

１６７３０．１６ ３６７２．２８ １３０７６．６７ １２．７３ １２．７６ １７．２９ １．００ １９１．１１ １０９．３１ ８６．５６ １５．４４ ６５．８４

５４３００．３０ ６９８４．５３ ４７３１５．７７ ２０．２１

１３７３０．７９ １７４５．４７ １２０２４．４８ ６．３５ ３．００ ２．５８ ０．４１ ２９．９２ ３．７８ １２．５３ ４．７８ １２．６５

５３５９．９７ ９３８．８０ ４４２１．１８ ９．００

１９２６１．１７ ３４５３．７０ １３２９２．８５ １３．２７ １．６９ ４．４７ ０．４２ ４２．６７ ７１．９６ ７６．３２ １１．７２ ９．２８

１５４１８０．６５３７７８３．９０ ４９０７９．３４ １４．４４ ４．５７ １６．２１ ０．６０ １４．５８ １５３．５９ １００．５５ １０．９０ １４．３６

８０１６３．３５１４６９８．２４ ４３８０６．６７ １２．６０ １．３３ ２０．０３ ０．９１ ２３．５８ ２９．６１ ２８．６７ ７．０５ ２０．１３

３６０３．９３ １６５０．９１ １１５４．６７ ０．５４ ２．０３ ２．４７ ０．３７ ２２．３５ ９１．３６ ９４．１９ ０．５４ ０．１７

４７７８．７３ １２３６．３２ ３５４２．４１ ６．３５ ５．２１ ４．３３ ０．６５ ６．７５ １６．６５ １５．２８ １５４．３２ ４８．６２

１２３９０．５８ １９６４．８０ １０４２５．７９ ９．４６

５１３２５．３１ ７９１６．４８ ４５４１３．３８ １２．３１ ２．７７ ３．６２ ０．５７ ５５．９１ ２７．８７ ３４．４９ ３４８．６０ １６６．２３

１３６５．９８ ３．００ １１３８．２９ １．５０ １．６６ ４．３８ ０．５５ ２．１２４１５．４５ ４８．９ １．５２ １．９２

２１３９．２３ ３３１．３５ １８０７．８８ ３５．４６ １．１９ ２．３６ ０．９３ １１１．２８ ２３８．１７ １９７．９８ ５２．２５ １２８．９２

４８３３．６２ ４９７．５２ ４３３８．５２ ２５．４８ ２．８４ ７．３４ ０．６３ １５．８９ １８．７４ １７．２９ ３４．１８ １４．２５

·７８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

项　　目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煤　炭 焦　炭 汽　油

合计 ６９９５．４０ ２３６５．５４ ３３．２８ ３８９．７９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０．３３ ４６．５９ ４．７７

　采矿业 １８９．８７ ５２．３６ ２８．０９ ０．８２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６．１０ １．３２ ０．０７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３０．１０ ０．５５ ０．５７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１４８．７６ ４７．４４ ２８．０４ ０．１５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４．９１ ３．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３

　　其他采矿业

　制造业 １７１４．４７ ４４６．６４ ５．１８ １５．６７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２８．２０ １６．８５ ０．５６

　　食品制造业 ３２．２４ ９．３５ ０．６４

　　饮料制造业 ４６．８３ ３５．０３ ０．３６

　　烟草制品业 ２．３６ ０．０１ ０．０１

　　纺织业 １４．４８ ８．１５ ０．３２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１６．４８ １０．３９ ０．５７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０２ ０．３０ ０．０５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５．８９ ０．７１ ０．１３

　　家具制造业 ８．１０ １．９２ ０．４５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４．９３ ８．７１ ０．３０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７．６１ ３．８１ ０．８３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３．３５ １．３８ ０．０８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６２１．６９ ３．９９ ０．０６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１９１．８７ ８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９２

　　医药制造业 ３０．４５ １２．８６ ０．４９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４７ ０．０３ ０．０２

　　橡胶制品业 １０．２７ ４．１７ ０．１３

　　塑料制品业 ２３．０４ ４．５５ ０．４６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２７１．２２ １８４．６９ ２．５８ ０．９１

·８８４· 北京工业年鉴



能源品种消费量经济指标（按行业分）

单位：万吨　

煤　油 柴　油 燃料油
液　化

石油气

天然气

（亿立方米）

热　力

（万百万千焦）

电　力

（亿千瓦时）

４１９．８８ ２４１．１１ ７４．６５ ４８．６４ ７３．５６ １７５３９．０９ ８５３．６８

５．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７．０４

２３．２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３１ １９６．７８ ２１．０８

０．０９ １．２３ １．６１

１８．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７４

４．４０ ０．０３ ０．２４ １９３．７１ １８．２３

０．６３ １．８３ ０．５０

０．１６ １９．２４ ６９．６９ ４．９５ ８．１５ ４３９４．５０ １６９．９９

０．５０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３４．７８ ３．６３

０．４７ ０．２５ ０．３４ １００．６９ ４．７７

０．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５ ８６．２３ ５．２４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０３ ３１．４５ １．８８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１９．７７ １．４９

０．０１ １．２４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８５ １．２２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２．９３ １．３４

０．１７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６ ６．０７ １．９２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２３ ５８．７０ ５．５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９．４８ ０．３９

０．０８ ６２．２４ ３．０３ ２．５６ １６１７．０１ １８．８０

０．０１ ０．９１ ３．５３ ０．２８ ０．２１ １２６９．８０ １９．５０

０．３１ ０．０２ ０．２８ ９１．３１ ４．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４．５６ ０．３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４４．９５ １．６７

０．２１ ０．１０ ０．０１ ３０．１９ ５．３９

１０．６４ ３．６９ ０．１０ ０．７８ ２９．８４ ２３．１２

·９８４·工 业 数 据



２０１１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和主要

项　　目
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煤　炭 焦　炭 汽　油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６．５３ １．８０ ０．０５ ０．０８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０．０１ １．５４ ０．０７ ０．１４

　　金属制品业 ３４．５１ ６．１９ ０．０６ １．２９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４２．５８ ６．６１ １．９５ １．２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２．９０ １２．５８ ０．０６ １．２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９９．０９ ２０．５４ ０．３７ １．８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８．４０ ６．５１ ０．０２ １．１０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６９．７７ ０．６５ ０．６７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８．４７ ０．５９ ０．５９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８．８３ ２．２８ ０．２１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１．８９ ０．４２ ０．０３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４２５．３２ １２３０．２３ １．７７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８４．６３ １２２９．８０ １．３６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３６ ０．２２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８．３３ ０．４３ ０．１８

　建筑业 １５９．０７ １５．０９ ０．０２ ８．７６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１８５．８９ １８．００ ４４．９９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１２４．００ ２．７７ ３．５２

　批发与零售业 ２１１．４６ １３．３８ ２２．１７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５３．０８ ２９．９７ １．６４

　金融业 ５０．８８ １．０５ ２．５０

　房地产业 ３９１．１７ ９６．３０ ４．１６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１８２．５７ ３０．２４ ９．１４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１４４．７４ ９．６５ ８．５２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备管理业 ４７．０３ ５．７６ ２．０５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４６．２５ １９．７７ １．０４

　教　育 ２０５．７９ ３３．６９ ３．３７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７１．６９ １１．５５ ０．９６

　文化、体育与娱乐业 ６９．８４ ４．７５ １．７８

　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 １１６．１３ １８．１３ ８．６８

　生活消费 １３０５．８４ ２７９．６３ ２４３．４９

　　城　镇 ９５９．４９ ６９．６３ ２３５．７３

　　乡　村 ３４６．３５ ２１０．００ ７．７６

·０９４· 北京工业年鉴



能源品种消费量经济指标（按行业分）（续表）

单位：万吨　

煤　油 柴　油 燃料油
液　化

石油气

天然气

（亿立方米）

热　力

（万百万千焦）

电　力

（亿千瓦时）

０．１９ ０．８４ １０．９３ ４．２７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７．２９ ２．４９

０．４９ ０．５２ ０．１９ ４０．８６ ６．２４

０．０３ ０．９３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１３ １３２．２８ ７．７６

０．０１ ０．４０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４ １０１．１２ ５．３８

０．０９ ２．２７ ０．０４ ０．１３ １．５３ ２３５．２５ １６．４１

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６ ８２．３４ ４．８９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２６ ２２２．８６ １８．７３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４ ５０．２８ １．２４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３８．６２ １．１７

０．１０ ２．８０ ０．４１

０．９８ ３．８５ ４．８５ ２６．４２ ５１０．０９ ９６．１６

０．８３ ３．８５ ０．１１ ２５．９０ ４８３．２９ ８６．８１

０．０７ ４．７４ ０．４１ ６．７２ ０．８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１１ ２０．０８ ８．５５

３３．３１ ０．７３ ０．４１ １３３．８１ ２５．１４

４１９．３５ １３３．８８ ０．１５ ０．３４ ２．３８ ６８９．７０ ６１．９６

０．４９ ０．０４ ０．１２ ４１３．０１ ３３．６８

０．０１ ８．１８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５２ ７０１．７０ ４２．１８

１．１２ ０．０１ １３．６４ ３．９８ ６９８．７７ ４１．７９

０．３０ ０．０５ ０．０７ ２６９．８５ １２．０３

１．５６ ０．８５ ０．１８ ６．５３ １４０６．５７ ５７．８１

３．０８ ０．０１ ０．３４ １．７２ ８５１．２４ ２９．７６

０．３７ １．２２ ０．１２ ２．１８ ８８１．００ ２０．８０

４．７６ ０．１６ ０．１７ ４０．６５ ９．６０

０．６１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８２ １４８．２７ ４．０９

１．６４ ０．４９ ３．２４ １５５９．２９ ２４．９７

０．２５ ０．１９ ０．９８ ４２１．５１ １０．９９

０．４０ ０．１３ ０．５５ ５２５．８５ １２．５２

０．７９ ０．０１ ０．４１ ０．６６ ７８６．５０ １７．３６

０．７７ ２１．２０ １０．４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１４４．７４

１３．８８ １０．２１ ２９１０．００ ９５．４８

０．７７ ７．３３ ０．２８ ４９．２６

·１９４·工 业 数 据



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录

·２９４· 北京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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