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

实现历史同期较好水平

今年 1-7 月 484 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 990 . 7
亿元，同比增长 17%;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9 8 1 . 3 亿元，同比增长
16 . 7%；实现利税 69 . 1 亿元，同比
增长 15 . 5% ；实现利润 48 亿元，
同比增长 18 . 5% 。1-7 月全社会
用电量 20 . 57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 1 1 . 6 9 % ；其中工业用电量
1 3 . 9 3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1 . 18% 。全年预计产值、主营业
务收入同比均增长 10% 以上；利
润、利税同比均增长 15% 左右。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技术创新卓有成效

1-7 月，全市共实施工业投
资项目 258 项，完成投资 201 . 2
亿元，同比增长 12 . 6%。重点项目
方面，2017 年全市实施重点工业
项目 78 项，其中续建项目 47 项，
新开工项目 31 项。1-8 月累计完
成投资 82 . 8 亿元，中化弘润催化
重整、吉青化工新材料等 16 个
项目已投产或部分投产。1-7 月，
全市共实施技术创新项目 114

项，完成技术创新投资 3 . 9 亿元，
其中 19 个项目列入了山东省第
一批和第二批技术创新计划；开
发新产品 82 项，其中填补省内
空白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新产
品 26 项；实现新产品销售 50 亿
元，利税 7 . 5 亿元。

科学制定扶持政策

加快工业新旧动能转换

一是今年 3 月，开展了产业
发展情况专题调研月活动，成立
了 15 个调研小组，针对石油化
工、汽车及零部件等 17 个我市
主要产业展开调研，形成了翔实
的调研报告，为制定产业扶持政
策打好了理论基础。二是对我市
现有重点企业按照新旧动能转
换要求进行了分类筛选，初步确
定了新旧动能转换优秀企业、提
升类企业和出清类企业共三大
类企业名单；筛选了 36 家企业
作为青州市下一步重点培育的
成长型企业，在资金、政策、服务
等给予重点扶持，确保迅速做大
做强，做出特色。三是配合开展
产业强市发展规划和品质城市
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提报了重点
项目、产业发展等相关材料，实

化细化了项目建设台账。四是组
织提报了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重点项目。对我市现有重点项
目按照新旧动能转换要求进行
了分类筛选，初步确定了新动
能、传统动能提升两大类项目名
单；组织 30 家骨干高端装备企
业提报了 2017 年-2022 年高端装
备产业研制和产业化规划项目，
争取列入省经信委“高端装备制
造业发展专项规划”。

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散煤清洁化治理取得实效

严格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
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分解
下达至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和重点耗煤企业，严格控制煤炭
消费量。严格控制新上“两高一
资”项目和新上燃煤设施，从源
头上严把项目准入关。对青州市
2015 年以来已拆除、煤改气燃煤
锅炉情况进行了检查，共检查全
市 59 家单位，都已拆除或弃用；
积极做好散煤治理工作，制定印
发了工作方案等一系列通知文
件，对散煤清洁化治理工作进行
安排和部署。组织对全市散煤清
洁化治理相关情况进行摸底调

查，加强散煤经营网点管理，取
缔 33 家，提升改造 21 家。采用
竞争性谈判的方式确定型煤供
应企业。严格落实散煤清洁化治
理目标责任、青州市散煤治理工
作监察考核办法。制定了宣传方
案，通过报纸、电视等多种形式
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加大节能环保炉具推广，
对列入省和潍坊市推广目录的
9 家炉具企业进行了备案登记，
在全市设立了 6 8 处炉具经销
点。组织乡镇建设型煤配送中心
和节能环保炉具使用示范村建
设，确定建设 25 个型煤配送中
心和 70 个节能环保炉具使用示
范村，目前已有 21 家达到验收
条件的型煤配送中心提交了验
收申请。

积极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隐患排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一是建立化工产业转型升
级联席会议制度，组建联席会议
办公室，制定并下发了实施方
案，全力开展工作。二是开展调
查摸底，全市共有 219 家化工生
产企业。三是积极组织市属经济
开发区和高柳镇申报化工园区。

四是组织化工生产企业开展“评
级评价”工作。聘请中介公司开
展评级评价工作，目前已经有
168 家企业完成四项评级，17 家
企业至少完成一项评级。五是扎
实细致开展化工企业大排查及
隐患整治工作。经过摸排甄别，
排查出生产、储存、经营的化工
企业共计 506 家，并在报纸上进
行公示，制定下发了《关于认真
做好全市非危险化学品化工生
产企业安全隐患监督检查工作
的通知》，成立了包靠小组。多次
组织对各镇、街道和开发区进行
督导检查，共查出隐患 678 项，整
改 575 项。各镇、街道共检查企业
162 家，其余为停产企业，共查出
隐患 1025 项，整改 693 项。

推动企业智能化改造

传统企业焕发生机

围绕“四新”、“四化”发展要
求，深化落实装备首台套、电子
商务、智能制造等支持政策。落
实企业“智能工厂”、“机器换人”
等项目补助政策，加大财政资金
对高端装备、生物基材料、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扶持力
度，依托装备首台套政策，重点
支持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高
端能源装备、高端及重大成套装
备、关键零部件及基础件、公共
服务平台和首台套重大装备示
范应用。目前，已与沈阳新松机
器人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组
织江淮汽车、卡特山工、汇强重
工、建富齿轮、云洲钢圈等 13 家
企业开展了智能化改造。同时还
重点引进了北京超同步伺服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迈赫机器人等
项目落户青州，他们将在智能伺
服系统、机器人关键核心部件、
高档精密数控机床、工业机器
人、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驱动
电机等各领域全面提升推进我
市传统企业智能化改造进程。

筹建供应商协会

推动产业集群膨胀发展

受经济持续向好影响，今年
以来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产
品供不应求，部分供应商由于准
备不足，配套供不上，从而影响
了部分订单。为做大做强卡特彼
勒工业园，解决卡特彼勒(青州)
有限公司供应商配套能力不足
的问题，由青州市经信局牵头筹
建行业协会。今年 9 月初召开了
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供应商
大会，拟定了协会章程，协会建
成后将有利于卡特彼勒(青州)有
限公司扩大产能，提高地配率，
实现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膨胀发
展。另外，江淮汽车供应商协会、
石油化工产业产业联盟也将相
继成立，进一步加快推动当地产
业集群大发展。

青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助推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青州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建设

“五强四宜”新青州的
发展战略，深入贯彻实
施“一二四三”工作部
署，以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作为统筹经济发展
的重大工程，着力推动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
加快园区平台建设为
基础，以“四新”促“四
化”，在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新业态方
面谋划布局，用产业智
慧化、智慧产业化、品
牌高端化、跨界融合化
支撑为引领，全市工业
经济运行保持了平稳
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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