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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原文钊 徐帅帅

年终岁尾，马村区农村公路建设工程
经过前期紧张施工已有多条道路建成通
车。工程建成后将形成“七纵七横八联一
环”的区域性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解决
群众出行难、运输难问题，真正让沿线群
众享受到“交通红利”。

与此同时，城区绿化工程、公路绿色廊
道建设以及扶贫工程也在加紧进行中……
遍地开花的民生工程快速推进，不仅让城
市更加美丽，也让群众切实得到了实惠。
而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生根，正是马村
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写照，也是全区
民生工作的一个缩影。

百姓所望，施政所向。“民生事业关系
百姓福祉，马村区将紧紧围绕建设美丽焦
作的总要求，满足广大群众的安居之盼、
乐业之需、舒适之愿，为建设富裕、美丽、
和谐、幸福新马村提供坚强保障。”马村区
委书记翟耀南说。

加强生态建设 打造宜居城区

12月27日，位于南水北调干渠马村
区段北侧的西北街游园内，一棵棵景观树
整齐排列，休闲步道、活动广场等布局合
理。“这里曾是一个大垃圾场，如今变成美
丽的游园，不仅美化了城市环境，而且为居
民提供了一个锻炼身体的好去处。”马村区
马村街道阳光社区居民魏金莲高兴地说。

垃圾场变成游园是马村区加强生态建
设、打造宜居城区的一个缩影。全市“污染
围城”集中整治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后，该区
将其作为改善城市环境、夯实发展基础的难
得机遇，不等不靠、迅速行动，将整治范围扩
大到整个辖区，推进治理工作向纵深开展。

致力于打造城区“绿肺”和“加湿器”，

该区投资150万元在南水北调干渠两岸
建成昌盛游园、桥东游园，累计栽植法桐、
碧桃、木槿、红叶李等苗木5277株，新增
绿化面积4.4万平方米，并投资170万元，
在颐春路以西规划建设了绿化面积约1
万平方米的滨河游园。

该区还将依托时代广场、绿园公园升
级改造工程，规划建设颐春游园、中兴游
园、演马游园等城市游园，实现公园数量、
质量和空间结构整体优化，形成以公园、
游园、休闲广场为主，多点布局、连点成
线、连线成片的城市生态园林绿化体系，
全力构建“三百米见绿、五百米见园”的城
区绿化新格局，有效解决群众缺少休闲娱
乐场所的民生难题。

完善基础设施 提高生活品质

从完善交通框架、建设公共设施、优

化城市服务功能等方面着手，今年以来，
马村区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城
市功能进行全面完善，让群众体会到城市
建设带来的变化和实惠。

该区坚持将道路建设作为改善民生
的基础性工程，投资1.48亿元建设东海大
道跨南水北调总干渠大桥工程；投资
8700万元，基本完成建设路项目一标段
（银河路—待九路）建设任务；投资1.56亿
元，实施全长4.7公里的解放东路拓宽工
程。这些工程的建设，将缓解群众出行
难、运输难问题，使公路建设成果惠及该
区千家万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道路交通支撑。

该区进一步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力度，
投资380万元完成3300米人民路供水管
网延伸工程和1600米解放路供水管网工
程建设；投资300万元完成文昌路（待王
路—人民路—亿祥美郡）燃气管网延伸工

程建设；投资2100万元实施全长4.1公里
的供热管网二期项目，目前已铺设供热管
网2.5公里。

该区坚持把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改善群众生活、提升农村发展水平的
重要抓手，共计投资1.3亿元在辖区内上
马一大批县乡道路、农田水利、环卫设施
等项目；投资168万元建成3座农村区域
垃圾中转站，在全市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处
理城乡一体化，农村环境卫生社会化服务
实现全覆盖。

落实惠民政策 共享发展红利

全面解决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卫生、
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才能真正保证党的
各项惠民政策不缩水、不走样。

马村区把扶贫攻坚作为改善民生福
祉的一项重要工作，筹集各类扶贫资金
970万元，为辖区16个贫困村实施了道路
硬化、打井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
时，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色资源和产业基
础，因村因户分类指导，努力让扶贫变“输
血”为“造血”；投资入股700万元作为扶
贫基金，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该区积极完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248万元为部分中小学校配备了图书、
教学仪器和器材等教育装备；投资40万元
完成焦作六中等两所学校的少年宫建设，
使该区全部学校的教室、辅助用房、操场等
场地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达到省定标准。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也得到了全面
加强。该区通过争取国家、省医疗卫生项
目资金，不断加强各级医疗机构基础设施
建设。同时，全面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完
成新农合补偿24.24万人次，完成新农合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补偿22人次，与784户
贫困户签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以契
约的形式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5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春来)12月20日，修武县小营工贸区党
委、管委会和小营村两委联合给捐款人刘纬毅先生出具了捐款荣
誉证书。

几天前，小营工贸区管委会收到来自山西太原的一笔20万
元捐款。经过了解，捐款人为太原市刘纬毅老先生。

现年86岁的刘纬毅先生，祖籍修武县小营村，1949年2月离
开家乡参加革命，一直在山西省工作，曾任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副主任、《山西省通志》副总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高级专家。
刘纬毅先生虽然早年离开家乡，但一直心系家乡。2016年12月
6日，刘纬毅先生给小营村小学写信，表示愿意捐献两年的工资
20万元设立“育英奖学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小营小学收到刘纬毅先生的信件后，向小营工贸区党委、管委
会进行了汇报。12月18日，工贸区党委和小营村党支部等一行七
人专程赴山西太原拜访看望刘纬毅先生，介绍了目前家乡的基本
情况，就捐款事宜与其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将其捐款一部
分与工贸区原“爱心助学基金”合并用于小营小学品学兼优学生奖
励和贫困学生救助，一部分用于小营村公益事业建设。5

本报讯（通讯员 李有富 李进良）今年以来，焦作市人社局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平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落实“保
就业促创业防失业”等9个专项计划，全年组织上百场巡回招聘
会，在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服务转型发展的同时，也为
全市平安建设夯实了基础。

关注社会问题，为返乡农民工送出“温暖礼包”。近年来，随着
外出务工人员逐渐增多，带来了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地分居等诸
多社会问题。该市人社部门利用春节农民工集中返乡之机，在全市
组织就业创业“春风行动”，让返乡农民工享受到了岗位推荐、就业指
导、创业培训的“温暖礼包”。据统计，“春风行动”期间有1.6万余人
现场达成就业意向，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选择了就近就业。

助力脱贫攻坚，让零就业贫困家庭实现脱贫致富。自8月份
起，市人社系统在188个贫困村开展了一村一场招聘会活动。截
至11月底，全市共入村举办就业招聘会194场，通过现场招聘、
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就业基地吸纳、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措施，全
市贫困劳动力就业14452人，占全市有就业愿望和能力的贫困劳
动力总人数的66.4%，每个贫困劳动力月均收入达到2000元，实
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5

焦作市人社局

“春风行动”助力1.6万人就业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12月22日，记者从武陟县公
安局签注制作权下放工作首发仪式上获悉，该局成为全省首家发
放电子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的县级公安机关，不仅节约了成本，
还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更好地便民惠民。

据了解，武陟是人口大县，外出旅游、探亲、务工、就学人员较
多，办证量常年居焦作地区首位。今年5月，武陟县公安局完成
预受理系统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成为继郑州、洛阳、信阳等地市
之后首个预受理系统应用模块最全的县级公安机关。同时以微
创新服务公安出入境工作大格局，实现出入境业务通过手机微信
直接办理，进一步拓宽业务办理渠道，方便人民群众。

在权限下放前，申请电子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群众需到县
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受理业务，经系统上传电子材料，再将证件及
纸质材料邮寄至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审批，并统一在市局出入境
集中制证，前后需要5个工作日。权限下放后，不仅免除了证件、
材料双向邮寄的往返环节，节约了成本，还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
实现了“立等可取”。

武陟县公安局局长闫拥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武陟县共
办理赴港澳签注3000余枚，按照每个证件压缩工作时限3个工
作日、双向邮寄证件费用31元计算，就可为群众节省办证时间
9000余天，节省邮寄费用9万余元。5

本报讯（通讯员 徐宏星）圣诞节前夕，在太极拳发源地——
温县陈家沟学拳的“洋弟子”们纷纷回国，而希腊姑娘罗莎却选择
继续留在陈家沟学太极。

出生于希腊雅典的罗莎，自幼体弱，青年时患上了一种神经
过敏的病症，让她全身疼痛难以忍受。她尝试过练习瑜伽、空手
道、舞蹈等都不见效。

结缘太极让她的生活有了转机。2010年她在英国留学读博
士期间，偶然跟随一位英国拳师上了一节太极拳课，她感觉内心
平静、舒畅，生活瞬间感觉变美好了。让罗莎欣喜的是，习拳一段
时间后，感觉体质改善了，疼痛也缓解了。自此，学练太极拳成为
她的生活方式。

2014年，她从家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雅典慕名
来到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在陈家沟国际太极院拜师学艺。
近三年，她每年都要来到陈家沟专心学拳几个月。

2015年，她在家乡雅典开办了太极拳培训班。“我是太极拳
的受益者，我要把所学贡献出来，在我的家乡雅典教更多的人学
习太极拳，让更多的人受益，享受美好生活。”罗莎对未来的生活
做好了规划。5

武陟

赴港澳再签实现“立等可取”

希腊姑娘受益太极立志传承

山西老人为修武捐资助学

着力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

焦作营造尊商亲商扶商清商发展环境

陈家沟国际太极院一名拳师在指导罗莎练习太极拳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焦作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坚持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举，坚持招商引资项目
落实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完善用好招商引资
政策，让外来投资者投资放心、干事顺心、生活
舒心，营造尊商、亲商、扶商、清商的发展环境。

11月24日，焦作市荣膺全省唯一的“中
部崛起”最佳投资营商环境城市称号。这是在
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主办的2016中国区
域协调发展与投融资创新报告会暨中国区域
投资营商环境榜发布典礼上，对焦作投资营商
环境最好的肯定。

12月23日，国务院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十三五”规划》。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指出，
焦作将抓住机遇，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提升焦作经济支撑力和竞争力。

马村区：民生工程奏响百姓“幸福曲”

马村区大力实施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2016年，焦作招商引资情况如何？我们先来看一
组数据：

截至2016年 11月底，焦作新增市外境内项目
952个，同比增长20.2%；投资总额1949.8亿元，同比
增长 37.9%；合同资金总额 1940.7 亿元，同比增长
42.6%；实际到位1367.9亿元，同比增长8.2%，完成年
度目标1481.7亿元的92.3%。

其中，新引进省外境内项目458个，居全省第1
位，同比增长53.7%，居全省第1位；合同省外资金
1137亿元，同比增长63.6%，居全省第2位；实际到位
省外资金530.9亿元，总量居全省第4位。

一批块头大、带动性强、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相
继落地：广州恒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115亿元
的焦作恒大城项目；温县投资100亿元的中国太极
小镇项目；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0亿
元的武陟县产业新城（2016—2017年）项目；北京
科林君立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5亿元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项目；百纳利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6
亿元的百纳利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焦作无人机
项目……

焦作市商务局对外经济联系科裴喜聚说，今年以
来，通过强力实施开放带动主战略，推进全市大招商
活动，创新招商方式，探索引资新模式，坚持务实招
商、精准招商，拓宽了招商渠道，推进了招商引资项目
落实。

9月8日，王小平在第十一届豫商大会工作总结会上
强调，要以成功举办豫商大会为动力，深化改革、优化环
境，栽好“梧桐树”，吸引更多“金凤凰”来焦作筑巢安家。

8月28日至29日，在焦作举办的第十一届豫商大会
创造了多项纪录：参会人数历届最多，共计1425名代表与
会；代表商会历届最多，达到142家；海外商会数量最多，来
自加拿大、泰国、日本、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为东道
主焦作带来了投资总额达935亿元的81个签约项目。

记者从焦作市商务局获悉，截至12月10日，81个
项目已全部履约，开工率和资金到位率稳步提高。

此外，焦作还积极组织参加大型招商活动，赢得了

良好的“战绩”：在第十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上，焦作共签约项目24个，总投资175.4亿元；在第13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共签约项目3个，总投资4.2亿
元；在第五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共签约项目4个，总
投资10.7亿元。

焦作市商务局副局长付小文介绍，今年以来，全市共
派出800余支招商小分队，分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杭州、天津、武汉、成都等地，盯紧国内外500强、行业龙
头企业以及商协会，围绕承办第十一届豫商大会这个平
台，重点在文化旅游、科技金融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进行
招商，形成了大招商、招大商、招好商的良好局面。

“‘中部崛起’最佳营商环境城市称号的获得，表明
焦作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做法与经验具有一定示范作用，
也彰显了焦作的城市影响力，必将成为招商引资的一张
闪亮名片，对焦作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将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付小文说。

焦作倾力打造效率政府、阳光政府，着力打造尊商、
亲商、扶商、清商的发展环境，及时帮助客商排除一切困
难和干扰，为企业打造最优越的发展环境。

据介绍，在行政审批上，为入驻的大项目提供个性
化、保姆式的服务；在优惠政策上，不断完善配套支持政
策，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在载体建设上，完善基础设施和
吃、住、行、娱等配套，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生产
生活条件；在市场环境上，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强

化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监督，让每一个到焦作的投资者
都能够放心、安心发展。

新常态下，焦作将创新招商引资方式，狠抓招商引资
项目落实，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带动
能力强的龙头型、科技型、基地型、品牌型的“四型”项目，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打造中原城市群中和谐宜
居、富有活力、具有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当前，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发
布，焦作的战略地位越发突出、发展前景越发广阔，处处
蕴藏着希望，奔涌着商机。”王小平说，“我们坚信，有投
资者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有焦作各级各部门的密切
配合和扎实工作，招商引资项目一定会早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5

招商引资
硕果累累

高效阳光 善待客商

用好平台 招强引优

郑焦高速鸟瞰

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传 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