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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住建系统1至8月经济运行数据出炉

我区商品住房均价 8913 元/平方米
9 月 11 日，
记者从自治区住建厅了解到，
在房地产业投资方面，
我区本年度计划投资 70 亿元，
截至 8 月底，
完成投资 91.3 亿元。1 至 8 月，
我区商品住
房均价 8913 元/平方米（其中：
住宅均价 7572 元/平方米，
非住宅均价 10542 元/平方米），
涨幅 13.19%，
价格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另外，
根据相关部署，
我
区计划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摸底工作。目前，
正组织各市（地）进行进一步梳理，
力争在下月完成全面摸排和改造计划申报工作。
记者 李海霞
记者了解到，我区住建领域本年度
重点项目计划投资 137.8 亿元，截至 8 月
底，
完成投资占年度计划投资的 97.66%，
超计划进度 25.93 个百分点。另外，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是广大老百姓最关心的
事情，
从投资完成进度来看，
我区已经超
额完成了阶段性目标。据自治区住建厅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
我区计划投资
31.29 亿元建设保障性安居房 3.89 万套，
截 至 8 月 底 ，完 成 投 资 占 全 年 计 划 的
70.28%，
占1至8月计划投资的140.6%。
房地产行业投资方面，我区本年度
计划投资 70 亿元。截至 8 月底，完成投
资 91.3 亿元（其中非公企业完成投资 36
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 130.4%，占 1
至 8 月计划的 186.3%，比 2018 年同期增
长 55.7%。8 月，我区完成房地产开发投
资 18.5 亿元（其中非公企业完成投资 1.97
亿元）。
“ 全区共有房地产开发企业 173
家，在建房地产项目 159 个。”自治区住
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房价了。记
者了解到，1 至 8 月，我区商品住房均价

8913 元/平方米（其中：住宅均价 7572 元/
平方米，
非住宅均价10542元/平方米），
涨
幅为 13.19%，价格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
此外，
我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
西藏文化广电艺术中心项目大提速推进。
从建筑业发展来看，截至 8 月底，我
区共有建设类企业 1290 家（其中建筑施
工企业 916 家、监理企业 92 家、造价咨询
企业 27 家、
勘察企业 64 家、
设计企业 129
家、
规划编制单位 15 家、
质量检测机构 25
家、施工图审查机构 22 家）、农牧民施工
队 1103 家。另外，116 家央企和区外大型
建筑企业在西藏设立独立法人子公司。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和自治区部
署，
自治区住建厅会同发改、财政部门对
我区 2000 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进行摸
底排查，拟定了 2019 年中央补助支持老
旧小区改造计划，先期提出了申请中央
补助资金，对我区 5 个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根据住建部近期部署，
目前，
正组织
各市（地）进行进一步梳理，力争 10 月底
前完成全面摸排和改造计划申报工作。
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方

重点项目计划投资完成 97.66%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完成 70.28%
房地产行业投资完成 130.4%
商品住房均价 8913 元/m2
商品住房均价涨幅为 13.19%
住宅均价 7572 元/m2
非住宅均价 10542 元/m2
面，按照自治区的统一安排部署和工作
要求，目前自治区住建厅已完成《西藏
自治区房屋建筑市政工程项目“多规合
一”指导意见》
《关于全面推进房屋建筑
和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的指导
意见》
《关于进一步简化优化供排水、燃
气报装接入的指导意见》
《关于工程建

设审批制度改革中分类减免审批事项
的指导意见》四个意见及《西藏自治区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
联合审查管理办法》
《西藏自治区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
收管理办法》两个办法的编制工作，并
将在审定后实施。

北京通州区人社局赴拉萨城关区调研对口支援工作

捐赠东西部协作资金50万元

图由城关区人社局提供

商报讯（记者 索南措姆）为充分发
挥地区间资源互补作用，确切落实东西
部扶贫协作，9 月 9 日，北京市通州区人
社局代表团赴拉萨市城关区开展对口
支援工作调研，并举行了座谈会。
会上，城关区人社局局长邬杨汇报
了 2019 年城关区人社局的基本情况、
重点工作开展情况、东西部协作工作开
展情况及下一步援助需求。随后，代表
团向城关区人社局捐赠了东西部协作

资金共计 50 万元，并签订了对口支援
协议书。
会议最后，代表团分别就如何落实
好东西部扶贫协作等相关工作作了详
细介绍，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代表团
表示，还会继续加大支援力度，进一步
精准对接、积极谋划，将每一件事、每一
个项目落到实处，让援建工作在雪域高
原落地生根、绽放出光芒，切实给居民
群众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全国五城 中信银行联合麦当劳推出线下主题店
近日，中信银行携手麦当劳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五座城市，以跨界合作的方式正式推出了“中信银行&麦当劳主题
店”
。全新主题店的亮相，
吸引了众多亲子客群前往体验。
此次中信银行与麦当劳携手打造主题店
是继 2018 年 12 月推出联名卡之后的又一重大
合作，旨在进一步为亲子客群提供优质、贴心
的服务。据悉，此次中信银行与麦当劳以主题
店为平台开展了更深度的创新合作。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少儿智商、情商的教
育已十分普及，但如何教育孩子们认识金钱的
价值，培养少儿“财商”，正逐渐成为家长们关
注的话题。着眼于此，中信银行与麦当劳联合
打造“财智好少年”主题派对，内含中信银行自
主研发的版权课程，通过趣味互动方式让孩子
在快乐轻松的氛围下学习金融小知识，提升
“财商”。同时，孩子们通过拍照打卡、体验美

食等活动，与家长们在店内实现亲密互动，沉
浸在温馨的空间与氛围中。
中信银行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携手麦当
劳推出主题店、开展联合派对活动是一次创新
尝试，希望未来可以用更加有趣、好玩的方式
助力孩子们快乐成长，期待能给孩子们带去欢
乐与梦想。”
“做有温度的银行”是中信银行始终贯彻
的服务理念，从新奇有趣的联名卡，到寓教于
乐的主题店与联合派对，金融与餐饮的跨界合
作碰撞出巧妙的创意火花。未来，中信银行将
继续秉持“信守温度”的初心，让更多贴心服务
惠及万千家庭。

政府采购小知识：
政府采购小知识
：
政府采购如何支持脱贫攻坚？
政府采购如何支持脱贫攻坚
？
一、
支持贫困地区哪些产业？

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是指国家级贫困县域内注册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

答：
农副产品和物业服务。

农场等出产的农副产品。优先采购注册地在国家级贫困县域内，且聘用建档立卡

二、
有哪些支持的方式？

贫困人员达到公司员工（含服务外包用工）30%以上的物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
开

答：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采购、预留采购份额。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预留单位

具扶贫部门出具的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具体数量的证明。

食堂采购农副产品总额的一定比例定向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优先采购贫困县

详见《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通知》
（财库〔2019〕27 号）。

域内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的物业公司。
三、
享受政策要满足哪些条件？

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