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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第二批住房租赁行业重点关注企业名单

北京力争上半年完成燃气电厂成本调查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通讯员
侯晓文 左婧）4月7日， 丰台区税
务局走进北体大冰雪运动运营管
理 （北京） 有限公司， 开展 “助
力冬奥 ， 税务在行动 ” 主题活
动， 深入了解企业经营情况， 点
对点为企业送去冬奥相关减免税
收政策。

在活动中， 丰台区税务局一
行实地参观考察了北体大国家冰
雪运动训练科研基地， 听取了企
业对基地的运营情况、 发展历程
及业务领域等方面的介绍。 随后
双方进行了沟通座谈， 丰台税务

干部详细宣传了冬奥会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 询问了税收优惠政策
在企业的落地情况， 倾听了企业
目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困难以
及对税收方面的诉求， 现场为企
业涉税问题解难答疑， 并为基地
在冬奥赛后转型升级提供税收政
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北体大冰雪运动运营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焕刚
表示， “税务部门政策落地， 服
务 ‘升温’， 助力冰雪企业， 服
务冬奥经济， 为下一步冬奥会的
成功举办提供了坚实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4月7
日， 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本市第
二批住房租赁行业重点关注企业
名单。 记者了解到， 第二批名单
中共有42家重点关注企业。

据了解， 北京市、 区住建部
门结合日常监管和信访投诉处理
情况， 梳理出第二批共42家重点
关注企业名单， 提示广大消费者
谨慎选择。 按照 《关于规范本市

住房租赁企业经营活动的通知》
的要求， 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较多的租赁中介企业， 主管部门
将列入重点关注名单向社会公
布。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布17条措施促消费
新华社电 北京城市副中心

围绕大力发展首店首发经济、 提
升便民服务品质、 培育区域市场
消费新热点等方面出台17条措
施，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 促进消费升级， 活
跃消费市场。

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了解
到，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大力发展

首店首发经济， 设立专项资金，
鼓励大型商业载体与国内外知名
品牌合作， 大力发展首店经济，
对在通州区开设品牌首店、 旗舰
店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及授权代理
商给予支持 ； 培育展示推介载
体， 支持首店入驻及品牌新品首
发； 鼓励电商平台、 第三方机构
等引导国际品牌在通州区内开设

首店。
北京市通州区商务局局长李

霞说， 副中心将以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为重点， 加强新兴技术应用
和多元消费业态融合， 培育智慧
导览导购、 沉浸式文体休闲、 虚
拟式娱乐体验、 数字展览展示等
示范场景， 打造智慧消费体验示
范场景。

此外， 副中心将推进传统
商业转型升级， 鼓励传统商场
实施 “一店一策” 升级改造； 推
动老旧厂区升级改造， 培育网红
消费 “打卡地”， 形成新的特色
商 业 街 区 ； 结合重点商圈 、 特
色商业街区改造升级， 开展艺术
展览、 小型娱乐表演、 科普体验
等活动， 构建体验消费空间； 丰

富和发展夜间 消 费 环 境 和 场
景 ， 培 育 “深夜食堂 ” 特色餐
饮街区， 在夜游、 夜展、 夜读、
夜市等方面挖掘消费潜力 ； 在
提升便民 服务新品质方面 ， 副
中心提出实现 蔬 菜 零 售 等 8项
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能的社区
全覆盖， 打造生活服务业示范街
区。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市
民期待已久的京密路工程将有重
要进展。 昨天， 朝阳区交通委相
关负责人做客交通广播时介绍，
2021年， 朝阳区将推进京密路、
京哈高速的改造。 其中， 京密路
按城市快速路标准实施， 总工程
期三年， 计划年底完成地面拆迁
腾退。

京密路和京哈高速是2021年
市级重点工程续建项目， 也是朝

阳区今年大力推进的重点工程，
建设主体为首发集团。 据了解，
本次京密路按城市快速路标准实
施， 南起太阳宫北街、 北至机场
南线高速， 路段全长约为10.3公
里 ， 沿线涉及望京 、 东湖 、 孙
河、 太阳宫、 崔各庄共5个街乡，
按规划实现后 ， 现有道路为辅
路、 新建高架桥， 总工期为3年。
该道路的建成通车， 将极大缓解
机场高速交通压力， 进一步带动

周边区域的发展。
京哈高速公路加宽改造工

程，西起东五环路五方桥、东至东
六环路施园桥，全长约12公里，朝
阳区内约6.3公里，沿线涉及王四
营、豆各庄、黑庄户3个地区办事
处。该道路按规划实施后，主路将
由现况6车道增至8车道， 辅路也
将拓宽， 进一步加强中心城与城
市副中心的连接， 为环球影城的
运营提供道路交通保障。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启动了燃气电厂成
本调查工作。 这是首次对本市燃
气电厂开展系统性的成本调查，
将覆盖本市全部燃气电厂。

北京陆续建成投产了14家燃
气发电厂， 装机总容量约1000万
千瓦。 燃气电厂成本构成主要有
燃料费、 水费、 人工费、 固定资
产折旧、 维修费、 财务费用等。

早在2013年， 本市就建立了参数
统一、 分厂核算、 动态调整的发
电成本测算机制， 统一了设备使
用年限、 燃气耗用量、 热损耗等
重要参数指标， 并依此核算各电
厂的发电成本。 据了解， 这次成
本调查主要是对本市所有燃气发
电企业2018-2020年度的运营总
成本和单位成本， 按照成本调查
监审法定程序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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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首店首发经济

市住建委：42家住房租赁企业租房时要谨慎

今年本市将推进京密路、京哈高速改造
丰台税务点对点为企业送冬奥政策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
《北京住房公积金2020年年度报
告》 （以下简称 《报告》） 正式
公布。 4月7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对 《报告 》 进行了解
读 。 记者了解到 ， 截至 2020年
末， 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累计缴
存1.8万亿元， 累计提取1.2万亿
元， 缴存余额5491亿元。

2020年， 北京地区住房公积
金实缴单位约35万个， 实缴职工
约883万人。 当年住房公积金缴
存额 2471亿元 ， 提取额 1825亿
元 ， 分别同比增长 12% 、 13% ，
当 年 提 取 额 占 缴 存 额 的 74% 。
2020年， 北京地区发放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8万笔 、 628亿
元 ， 同比分别增长 16% 、 13% ，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83%。 截至2020年末， 累计发放
贷款126万笔 、 7544亿元 ， 贷款
余额4571亿元。

据介绍， 职工提取的住房公
积金主要用于购房、 偿还购房贷
款本息等支出， 2020年提取额中
用于支持住房消费的占89%。 当
年提取住房公积金的428万名职
工中 ， 中 、 低收入群体占85%。
2020年住房公积金发放的个人贷
款中， 90 （含） 平方米以下住房
占71%， 借款人40岁 （含） 以下
占83%， 中、 低收入群体占80%。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序号 企业名称

1 北京鹏基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5 北京恒兴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9 北京中恒建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 北京租好房物业有限公司 16 北京安居恒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0 北京爱吉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 北京荣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 北京中基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1 北京万兴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 北京惠连万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8 北京锦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2 北京市居源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5 城城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9 北京永辉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3 北京东方家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6 北京铸晟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 北京恒远信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4 北京优品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丰台区分公司

7 北京长宏盛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1 北京亚北盛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5 北京乐居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北京众联安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 上海万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36 北京永信盛世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 北京融创怡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3 北京美澳伟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7 北京诚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北京紫燕子科技有限公司 24 北京恒祥嘉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8 北京恋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1 北京平安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5 北京永泰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9 北京安逸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 达人 （天津）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6 北京蕴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 北京华远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3 北京亚北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7 美联美家房地产经纪 （北京） 有限公司 41 北京宇光鼎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4 北京德润家房地产开发中心 （有限合伙） 28 北京众联宜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2 北京中优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接第１版)
在昨天的执法检查启动会

上，市发改委的报告显示，《条例》
实施一年来， 全市315个事项的
“证照分离”改革已全部完成。 其
中， 压减审批时限129个事项，平
均压缩时长9.3天。 下一步，市发
改委将在全市开展打通深化 “放
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落地“最
后一公里”专项行动。要求各区各
部门开展“局处长走流程”，全面
检查国家相关文件落实、 政策宣
传培训、信息化平台建设、窗口服
务等落实情况， 打通一批办事堵

点、畅通一批业务平台、深化一批
重大改革。

在政务信息化建设方面， 将
打造全市统一的数字服务、 数字
监管和数字营商平台 ， 更大范
围、 更高水平推进部门间数据共
享和业务协同， 真正实现 “一网
通办” “全程网办”， 惠企政策
“免申即享、 线上兑现”。

此外 ， 本市还将率先编制
“十四五 ” 营商环境专项规划 ，
将法治环境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建设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化、
法治化 、 国际化营商环境 。 同

时， 以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建设为契机， 抓紧制定落实方
案， 争取形成更多可复制、 可推
广的 “北京经验”， 当好全国营
商环境改革 “排头兵”。

在优化政务服务方面， 市政
务服务局在报告中提出 ， 《条
例》 实施后， 市区两级政务服务
事项申请材料压减74%， 办理时
限压减71%， 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平均跑动次数减至0.16次。 全市
共设政务大厅500个， 同时大力
推进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 社区
（村） 设立政务服务站6000余个。

北京地区住房公积金累计缴存1.8万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记者从市交通委获悉 ， 为
配合做好在建19号线与既有线路
换乘施工改造工作， 自4月10日
起， 2号线积水潭站、 10号线牡
丹园站将采取封闭停运措施。

其中， 2号线积水潭站于4月
10日至6月6日采取封闭措施， 积
水潭站停止进出站， 2号线各次
列车在积水潭站通过不停车。 10
号线牡丹园站于4月10日至6月17

日采取封闭措施， 牡丹园站停止
进出站， 10号线各次列车在牡丹
园站通过不停车。

周六起地铁积水潭、牡丹园站封站停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