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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

张家口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出炉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市档案馆设立冬奥会专库

10月27日，记者从张家口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2021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形
势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以来，张家口市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扎实推进“三
重四创五优化”活动，勠力同心，攻坚克
难，决战决胜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经
济运行总体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224.4亿元，
同比增长 7.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7亿元，同比增长7.4%；第二产业增加
值 347.7 亿元，同比增长 3.6%；第三产业
增加值719.0亿元，同比增长9.4%。

农业生产形势良好

前三季度，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完
成 292.8 亿元，同比增长 8.7%，两年平均
增长 6.1%。其中，农业产值同比增长
2.0%，林业产值同比增长4.0%，畜牧业产
值同比增长 16.6%，渔业产值同比增长
4.9%，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同比增长
17.8%。

蔬菜生产稳中有增。全市蔬菜种植
面积 117.9 万亩，同比增长 5.5%；产量
475.8万吨，同比增长1.2%。畜牧业生产
态势良好。全市猪、牛、羊、家禽出栏分别
达 162.6 万头、24.9 万头、185.4 万只和
2387.9 万只，同比增长 28.3%、7.7%、8.6%
和1.8%；奶产量78.4万吨，同比增长3.1%。

规上工业运行平稳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4.6%，两年平均增长 3.1%。从规模
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9%，中型
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小型企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7.5%，微型企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5%。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增
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9%、2.9%和 7.2%。
制造业中，烟草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同比分别增长2.7%、14.2%。从产品产量
看，卷烟同比增长 8.1%、乳制品增长
30.8%、饮料酒增长 17.5%、发动机增长

39.3%、矿山专用设备增长14.9%、原煤增
长11.5%、发电量增长13.9%。

服务业增势强劲，信息
服务业支撑有力

前三季度，全市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
收入150.1亿元，同比增长40.4%，连续11
个月居全省第1位。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支撑有力。全市20家
规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91.9亿元，占规模以上
服务业比重61.2%，营收增速达57.7%，高
于全市规上服务业17.3个百分点，拉动全
市增长31.4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2.9%，高于前8个月1.1个百分点。其
中，建设项目同比增长8.0%，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下降 8.6%。从产业看，第一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44.1%，第二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27.1%，第三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5.5%。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27.3%，比
上月末提高2.6个百分点，列全省第1位，
其中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同比增
长 25.5%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56.3%，比上月末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
大数据项目投资同比增长58.9%。

市场销售快速增长

前三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实现474.5亿元，同比增长22.0%，高于全
省水平 12.3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10.2%。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实现
446.4亿元，同比增长23%；餐饮收入28.1
亿元，同比增长 8.1%。限额以上单位消
费品零售额实现 287.7 亿元，同比增长
74.8%，增速高于全省水平61.9个百分点，
两年平均增长58.9%。

消费升级类商品较快增长。限额以
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金银珠宝、通讯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211.7%、

78.3%和 13.2%。基本生活类商品增
势稳定。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
零售额同比增长 7.1%，服装鞋帽类
同比增长12.9%。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前三季度，三次产业结构为 12.9∶
28.4∶58.7，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3.2%，拉动全市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
全市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0%，高于规上工业6.4个百分点。可再
生能源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其中
风力发电增加值同比增长15.0%。现代制
造业主要产业较快增长。高端（装备）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拉动全市增长
1.2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产业（不含烟草制
品业）增长 26.6%，拉动增长 0.9 个百分
点；化工医药制造产业增长3.0%，拉动增
长0.1个百分点。

张家口市统计局二级调研员李永宽
介绍，前三季度全市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
势，主要经济指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供

给需求形势向好，结构调整稳步推进，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对此，相关的统计
指标也予以了印证。据统计，前三季度全
社会用电量较快增长，累计达151.5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12.9%。二是金融中长期
贷款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全市企（事）业
中长期贷款余额2025.7亿元，比年初增长
14.7%。三是客货运快速增长。前三季
度，公路客货运总周转量同比增长13.7%，
铁路客货运总周转量同比增长12.4%。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袁
海涛)近年来，阳原县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
兴，牢牢抓住基层组织这一重点，盯紧“头
雁”队伍这一关键，通过抓组织、建制度、强
产业，厚培基层组织凝聚强大合力。

推动组织引领与队伍建设融合。以村
党组织“评星晋级、争创五好”活动为抓手，
对照村党组织五星级 10%、四星级 20%目
标，立足实际，细化评定标准，从争创目标、
评定标准、奖惩举措3个层面发力，按照“适
当提升先进指标、巩固扩大中间存量、集中
整顿转化后进”思路，锁定乡镇政府所在地、
公路沿线、产业聚集地、人口集中村等重点
村，兼顾中间村，排查后进村，打造四星级村
级党组织62个、五星级31个，整顿软弱涣散
村级党组织11个，基本消除二星级以下村

党组织，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水
平，以四星级以上村级党组织为引领的高效
组织体系全面铺开。

推动健全制度与规范运转融合。始终
突出村党组织在落实政策、议事决策、实施
项目中的政治引领、把关定向、谋划动议、
综合协调的作用，在全县301个村全面推行

“三务”公开制度，每季度至少公开1次，围
绕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把10大

类41小项村级事务纳入议事范围，设立民
主决策议事清单，实行“四议两公开一监
督”民主决策制度。结合落实“月计划、周
安排”管理制度，全面推行“主题党日+阳光
议事”活动，村党组织每月至少开展1次主
题党日，拓展党员群众参与村级事务平台，
把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

推动产业振兴与稳步发展融合。坚持
“一村一品”，深挖资源禀赋，加大政策支持，

创新发展模式，举全县之力推动“狠抓以市
场化手段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落地见效，引
导各村形成各有特色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路子。瞄准全县毛皮等特色产业，充分发
挥华北地区驴产业龙头企业桑阳牧业等多
个企业带动作用，推行订单帮扶、生产托管
模式，全县共有56个村由集体领办合作社，
重点扩大特色种植和特色养殖规模，实现村
级集体经济增值270多万元。

抓组织 建制度 强产业

阳原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整体水平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马丽芳）冬奥档案是冬奥会
申办和筹办过程的真实记录，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张家口市积极
做好冬奥档案的规范留存和接收进馆工作，目前冬奥筹办文书档
案、实物档案、图书资料1.1万多件（册），照片档案6.6万张已集中
进入市档案馆，并建立起冬奥会档案专卷、冬奥会专题档案数据库
和冬奥会音像档案库。

日前，笔者在市档案馆冬奥会专库看到，一排排档案架整齐排
列，一盒盒档案盒有序摆放，档案盒封面印有“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张家口档案专卷”字样，侧面清晰标注着档案的形成时间、
保管期限和专属编号等信息。该市档案馆管理人员介绍，“这些档
案盒是我们专门设计印制和集中配发的，这样更容易整理收集和
分类存储，提高了冬奥档案工作科学性和规范性。”

为进一步规范冬奥档案管理，成立了工作专班，出台了进馆方
案和工作规范，选派专业人员进驻张家口赛区一线场馆开展档案
工作。持续深入冬奥场馆及30多家重点筹办单位，进行具体指
导、实地培训、专业服务、技术支持和质量把关，与各单位分管负责
人和冬奥档案骨干进行对接交流，建立长期联络机制，为各单位、
各部门冬奥档案留存工作提出具体可行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形成
的文件材料，在初步整理后，统一装入冬奥会专用档案盒，定期移
交至市档案馆，由市档案馆进行数字化扫描和进一步规范整理，严
格按照规定对纸质、电子、音像以及标志性实物等资料进行集中存
储和有效利用，为确保冬奥会文书档案和声像档案收集齐全、整理
规范、管理到位、安全有序提供了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 通讯员朱广涛、郭书明）近日，由省
应急管理厅联合张家口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张家口市举办一场特
殊的“云”演练，该市万全区、张北县、尚义县等6个地震灾害重点
防御县区组成现场应急小组，在统一指挥下，同台开展“云”竞技。
此类演练在全省尚属首次。

为适应冬奥会应急管理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提升张家口市县
两级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省应急管理厅创新形式，与该
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联合举办了此项竞赛活动。竞赛背景模拟张家
口市某地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启动地震应急Ⅲ级响
应。演练中，应急演练“云”系统会同时弹出先期处置、力量调度、
抢险救援、舆情应对等竞赛科目，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开展全
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竞赛。此次竞赛依托应急演练“云”系统，开
展无脚本“盲演”，避免了参赛人员照本宣科，检验了参赛队应急处
置能力。参赛人员表示，这种竞赛形式新颖、贴近实战，每名参赛
者都能参与其中，既掌握了应急响应流程，又锻炼了部门协调应对
能力。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孙力彬、明月凯
记者李艳红）近年来，宣化区供电部门以推
进城乡服务一体化为主线，以“村网共建”
为载体，大力推进全方位营销服务，使农村
用户享受到城乡一体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今年以来，宣化区供电分公司持续推
进乡村振兴电气化提升工程，规划推进“十

四五”配网改造项目，着力建设坚固耐用的配电网。同时稳步推动
农业大棚、农业排灌等用户的电气化改造工作等。积极推进农村农
业产业的电气化改造，在2021年积极争取专项资金用于农产品种
植养殖、农副产品加工、特色农业等供电设施建设，扶持区域内小微
企业、乡镇企业发展。大力保障扶贫电站运行稳定。自2017年以
来，宣化区供电分公司并网村级光伏扶贫电站52个，合计并网容量
1.60万千瓦。实现了电网配套工程与光伏电站工程同步建成，并网
后要求各乡镇供电所运维人员定期巡视并网设备、线路，保障扶贫
电站可靠运行。同时按时结算上网电费，及时转付光伏补贴等。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10月中旬以来，崇礼最低气温已降
至0℃以下，但在崇礼云顶、太舞冬奥临时设施保障项目现场，来
自张家口建投集团的施工人员战严寒、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加
速推进工程建设。

据介绍，为保证冬季施工项目质量，推进项目进度，张家口建
投集团领导班子全员上马，与200名施工工人一起驻扎工地，全程
跟进项目建设，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难题。倒排工期，加班加点、
争分夺秒，快速抢抓项目施工，全面保障建设进度。从10月3日开
工以来，已平整场地4万余平方米，挖填土方20万立方米，浇筑混
凝土1500立方米。该项目预计于11月20日建成并交付使用。项
目建成后，将为冬奥志愿者提供1154间保障住房，配套超市、理发
店等保障设施，可保障入住人员约3600人。

地 震 应 急“ 云 ”
演练技能竞赛举办

宣 化 区 推 进 乡 村
振兴电气化提升工程

冬 奥 临 时 设 施
保障项目加速推进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赵伟、石炎夏 记
者李艳红）今年以来，张北县聚焦短板、攻坚
克难、持续发力，文明城市创建巩固提升工
作呈现出良好态势。

立足“长效提升”，切实加大保障力度。

及时调整巩固提升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组织机构，确保“10个创建工作部+10个牵
头单位+113个成员单位”的创建工作格局
常规常态。印发《2021 年巩固省级文明城
市创建成果“十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进

行任务细化分解。
立足“硬件提升”，全面打造宜居城市。

总投资5300万元，实施七大类15项市政设
施工程，新建改造道路4条，加固2座桥梁，
更换井盖800套，清掏各类检查井及排水管

道50余公里等。投资1672万元改造12个老
旧小区。投资 1350 万元建设 2 个“口袋公
园”，对8条城市道路实施绿化。开展“十项
清理”城区环境卫生“攻坚月”行动，大力整
治交通秩序，施划交通标线 21000 多平方
米，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活动500次，清理“僵
尸车”110辆，处罚交通违法行为112867起。

立足“素质提升”，营造浓厚创建氛围。
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并充分统筹
各类阵地资源，成立“理论宣讲、普法宣传”
等志愿服务队，深入到群众身边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500余次，受益群众达1.5万人。

聚焦短板实施“十大提升行动”

张北巩固提升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近 日 ，宣 化 区
检察院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深入超市
进行检查。今年以
来，张家口市检察
机关联合市场监管
部门，对各地主要
消费服务场所进行
督导检查，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

河北日报通讯员
曹晓宇摄

▲张北阿里巴巴庙滩云
联数据中心。
河北日报通讯员 袁玉清摄

◀在领克汽车张家口工
厂总装车间内，工人在对即将
下线的整车做最后的检查。
河北日报通讯员 崔银娇摄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金风科技张家口智能工厂的
生产车间。近年来，张家口市
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加快推
进风电、光伏等重点项目建设。
河北日报通讯员 马佳琦摄

前三季度，全市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1224.4 亿元，同比
增长 7.5%。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157.7亿元，同比增
长7.4%；第二产业
增加值347.7亿元，
同比增长3.6%；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719.0亿元，同比增
长9.4%

并网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
52 个，合计
并 网 容 量
1.60万千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