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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面积之大、动迁群众之多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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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据焦作市统计局近
日发布的信息，今年上半年，焦作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增加值620.5亿元，占GDP比重达56.9%，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达62.9%，拉动经济增长4.7个百分点。

今年年初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经济发展持
续下行压力，全市上下铆足干劲，拼搏奋进，及时采取

“保增、促稳、攻坚”一系列针对性举措应对经济下行，取
得明显成效。

在外围经济形势严峻的条件下，焦作工业生产逆势
而上，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3128.6亿
元，同比增长9.7%；实现增加值620.5亿元，同比增长
8.8%，增加值总量和增速均居全省第四位，这也是该市
近10年来增速首次位居全省第四位。

此外，该市企业效益大幅提高。1~5月份，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20.2亿元，同比
增长1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四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166.1亿元，同比增长10%。4

为了服务好修武县城市规划、道路建设，修武县供
电公司对涉及到的120余条线路加紧拆除、搬迁。图为
7月28日，该公司员工顶着高温在10千伏城西线路搬
迁新建工程现场施工 4 李建强 摄

服务城建 迁建线路

焦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居全省第四位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这是一场激情担当的攻坚战，这是一
份凝聚汗水的成绩单——

历时4个月，拆除房屋 176万平方
米，动迁群众4008户1.8万人，协议签订
率、搬空率、拆除率实现三个100%，拆迁
面积之大、动迁群众之多前所未有，整个
过程无一户遗留、无一强拆事件、无一安
全事故，创造了焦作城建史上的奇迹。

这场漂亮的战役，这份堪称完美的成
绩单，标志着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
建设这一国家工程、政治工程、民生工程
的征迁工作取得全面胜利。

此刻回首，让我们来看一下，焦作城
建史上的这一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奇迹的创造，得益于市委、市
政府的科学决策

这是一个奇迹诞生的时刻。
7月9日深夜，从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征迁一线

传来喜讯：南水北调绿化带集中征迁工作全面完成，实现了
协议签订率、搬空率、拆除率三个100%。

焦作，唯一一个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从中心城区穿越
的城市。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和改造提升工程，是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项目，是提升城市品位的生态项目，更
是保护总干渠水质、保障国家利益的政治工程。

面对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工程搁置时间长、环
境脏乱差、安全隐患多、群众反映强烈等问题，焦作市委、市
政府不回避、不推诿，于去年11月份召开南水北调城区段
建设指挥部第一次会议，全面启动绿化带征迁和综合改造
提升工程，下决心把这道城市“伤疤”变成连接新老城区、提
升城市品位的亮丽风景线。

4008户，1.8万人，征迁房屋面积176万平方米，按照
时间节点，整个征迁工作必须于今年6月底全面完成。这
足以表明，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和改造提升工程是一块
难啃的“硬骨头”，需要付出更多智慧、心血和汗水。

“不折不扣落实国家、省、市各项惠民政策，依法依规、
阳光操作，坚决按时完成征迁安置任务，优化生活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展示焦作形象，展现焦作风采。”市委书记王小
平说。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勇于担当、
科学安排、深入一线、扎实工作，特别是要情系群众、务实为
民，一定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补偿、征迁、安置等关键问题。

焦作市南水北调绿化带征迁工作全面展开，担负南水
北调绿化带征迁任务的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特别是作为
主战场的解放、山阳两城区，立即召开会议，对困难户协议
签订、房屋搬空和拆除进行部署，研究具体措施，破解工作
难题。

焦作市南水北调城区段建设指挥部连续在山阳区新城
街道定和村，解放区王褚街道东于村、士林村等村召开南水
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征迁安置工作推进会，解决征迁安置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各有关部门主动作为、合力攻坚，
全面加快征迁安置工作的推进速度。

王小平、徐衣显多次现场办公，听取汇报，调研指导工
作；各级各部门始终坚持“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
变”的工作要求，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全市上下众志成城，
凝智聚力，形成了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强大合力。

这一年，注定不会平凡。举全市之力、聚全市之智，全
力推进集中征迁工作的强大态势，在几乎“不可想象”的形
势下，打了一场漂亮战役，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4个月时间，拆除房屋176万平方千米，动迁群众4008
户1.8万人，协议签订率、搬空率、拆除率实现三个100%，
拆迁面积之大、动迁群众之多，实现了和谐搬迁、平安搬迁、
文明搬迁，创造了焦作城建史上的一大奇迹。

7月15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鄂竟平批示：焦
作市讲大局，敢担当，不畏艰辛，破解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遗
留问题，难能可贵。国调办要给以全力支持，确保清水北
送，造福民众。

7月13日，省长陈润儿批示：注意总结运用焦作的经验
做法。

奇迹的创造，靠的是各级各
部门的务实重干

这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团队。
焦作市南水北调城区段建设指挥部抽调100余名市直

单位人员，组建13支市直单位驻村工作队，与解放区、山阳
区区直分包单位征迁工作人员组成1000多人的征迁大军，
夜以继日，克难攻坚，用汗水和泪水成就“天大的事儿”，全
力开展征迁安置工作。

焦作市南水北调城区段建设指挥部多策并举：统筹谋
划征迁安置，上下“一盘棋”、左右同发力，实现了集中征迁
推进有序、进展迅速；实施小切口大突破，探索出一套解决
安置小区遗留问题的工作模式；实行任务集中交办，瞄准问
题精准发力，解决了安置房手续办理等问题；坚持一线工作
法，以实际行动、真情奉献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主战场的解放区、山阳区统一部署，积极创新征迁
安置工作机制，主动作为、克难攻坚。

解放区党员干部组成7个征迁工作队，进村驻扎，以不
怕委屈、不怕吃苦、不怕麻烦的“三不怕”精神，设身处地为

征迁群众着想，为征迁群众负责，让征迁群众搬得舒心、放
心、安心。

山阳区由党政一把手挂帅指挥，建立区委常委牵头、县
级干部包村、区直部门和街道包户、村组干部联系到人的四
级责任落实体系，迅速部署征迁工作，形成了上下一股劲、
齐心抓落实的强大合力，加快了征迁安置进度。

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划桨开大船。焦作各有关部门
坚持同一个信念，担负同一种责任，盯准同一个目标，合力
攻坚、真抓实干，努力为征迁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为和谐征
迁营造了良好氛围。

房管、质监、电力、水务、燃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主动作为、克难攻坚，迅速成立攻坚突击队，日
夜奋战在施工一线。施工过程中，各单位协调推进，不怕辛
苦、加班加点，确保了各征迁村安置小区建设的顺利推进。

交警、城管、消防、派驻单位为搬家群众协调车辆，印发
征迁群众搬家车辆通行证，服务保障群众搬家。市、区、村
三级征迁干部通过微信、QQ、网站等媒体寻找过渡房源，
帮助群众过渡安置。

针对年龄偏大、体弱多病、难以租房过渡的征迁居民，
购买商业开发房、建设活动板房进行安置，切实维护群众利
益，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配合。

人社部门多次为南水北调征迁群众举办“春风行动”专

场招聘会，并在招聘会现场还设置求职登记、技能培训、创
业培训等展板和政策咨询服务台，解决征迁群众的就业难
题。

一切为了征迁群众，一切依靠征迁群众。征迁干部扎
根基层没日没夜、无怨无悔，“磨破嘴皮子、跑烂鞋底子”，以
真心换取群众的理解，以真情融化群众心中的坚冰，打开了
被征迁群众的心锁。

正是靠着这种务实重干、为民服务的情怀，靠着这种不
畏艰难、勇于攻坚的精神，一件件难事被破解，一道道难关
被攻克，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演绎出了焦作征迁工作速
度与和谐之美。

奇迹的创造，离不开党员干
部的奉献、广大群众的支持

这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群体。
征迁的过程是一个奉献的过程。为了完成征迁安置工

作，征迁干部真情付出，无私奉献、以心换心，赢得了征迁群
众的理解和支持。

“走尽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
辛万苦”，是征迁干部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成百上千的群众，始终坚持以情化人、用爱暖心，
带着真心诚意到群众中去，用最优惠的政策、最诚挚的感情
去宣讲、去推动，实现了群众从‘不理解’向‘理解’转变，从

‘要我签’向‘我要签’转变。”焦作市直驻东于村工作队队
长、焦作市公安局车管所所长杨道华深有感触地说。

解放区西王褚村分包牵头负责同志、该区副区长王大
青每天带领征迁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与征迁群众促膝谈心，
尽最大努力为征迁群众解决后顾之忧。王大青因过度劳累
导致眼底出血，仍坚持奋战在一线，用实际行动激励身边每
一个人。

征迁群众张喜梅的爱人张本绿去年被查出患了白血
病，欠下了几十万元的外债。驻山阳区小庄村市直工作队
积极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中心支公司联
系，争取了10万余元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解放区委政法委驻东于村的2名同志，父亲病重，交给
兄弟姐妹照顾，一心扑在征迁一线，直到父亲生命最后时
刻，也没有在床前尽孝，成为遗憾。

市直驻恩村三街工作队常务副队长翟立军，上有80岁
的老母亲，下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在妻子出车祸最需要
照顾时，他也没有因为家事耽误工作。

端午节期间，征迁工作人员带着香甜的粽子，分赴
4000余户征迁群众家中，为每一户征迁群众送去党和政府
的关怀。

征迁干部不辱使命、任劳任怨、担当作为：有的老父亲
去世，没能最后见上一面；有的受伤骨折，仍坚持拄着双拐
进村入户；有的刚做过手术，不顾身体虚弱依然坚守一线；
有的自己购买慰问品看望住院的征迁群众……

如果说南水北调城区绿化带集中征迁是一座矗立在焦
作人民心中丰碑，那么，顾全大局、舍家为国的征迁群众当
之无愧就是它坚强的基石。

五一假期期间，驻山阳区恩村二街市直工作队入村了
解情况，看见村民柳小孬独自坐在家中院里，一脸落寞。

“小孬，你家的东西都装完了吗？”征迁干部上前问道。
柳小孬只是摇头，一脸泪水。
再三追问下，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真的要搬走了，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再坐坐，再看看。”说完，他已泪眼婆娑。

善良纯朴的群众，舍小家，为大家，搬离了祖祖辈辈生
活的家园，用无声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献给“美丽焦作”的奉
献之歌。

公职人员郑跃进不仅第一个签下协议，还将自己的房
屋提供给工作队办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主任薛战线率先
带头签协议，第一个搬空拆除，还动员家人带头征迁；恩村
一街党支部书记赵卫平，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三个月
体重就下降了8公斤。

征迁群众苗文莲为配合征迁，提前在老宅办了95岁生
日宴；征迁群众81岁王秀芬给已故的老伴提前在老宅办了

“三周年”忌日纪念；有些群众舍不得搬离世代居住的老宅，
为了顾全大局，含着眼泪和兄弟姊妹一起吃搬迁团圆饭。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拆迁、大建设必将带来大变
样、大发展。南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集中征迁，可谓是创造
了城建史上的伟大奇迹。

站在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立交桥上，远远望去，一条
“以绿为基，以水为魂，以文为脉，以南水北调精神为主题的
5A级景区”的南水北调焦作城区段绿化带，逐步呈现在世
人面前，亮丽的风景线令人期待。

下一个奇迹，焦作人民拭目以待！4

6月23日，山阳区新城街道定和村，正在搬迁的群
众 赵林峰 摄

4月27日，解放区王褚街道新店村66户村民欣喜
地领到了安置房钥匙 刘金元 摄

4月7日，南水北调绿化带东于村征迁区域，人们正在忙着搬拆 赵林峰 摄

传 真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程芳）8月2
日，云台山景区与中国人寿河南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确定双方将在全国客养基地项目、养生养老项目以
及各类保险业务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市场化运作的
长效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今年以来，云台山景区把握旅游产业发展趋势，顺应
大众出游需求，加快推进体验性旅游产品的开发和项目建
设，充分挖掘山水、文化、太极、体育、养生等品牌内涵，打
造“中原养生地 大美云台山”。云台山景区此次牵手中国
人寿，将立足国民对旅游、休闲、康养与保险资管、养老、健
康的共同需求，接下来，双方将在养老养生项目、健康医疗
服务、政策性经办业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这是一次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引领性的重大战略
合作。中国人寿集团将充分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和保险
资金优势，利用云台山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与景区联
合打造全国性客养基地，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新养
老养生产业模式和运营方式。云台山景区将在项目建
设、市政配套、医护服务等方面给予资源全对接，共同推
进双方商定的重大项目顺利实施，打造“旅游+保险”的
产业合作新模式。

“此次云台山景区与中国人寿强强联合会形成1+
1＞2的效应，势必在多个领域如虎添翼，实现共赢，必将
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开创跨界合作的新典范。”云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认为。4

云台山牵手中国人寿

打造全国客养基地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8月1日，焦作市交
通运输局正式向滴滴出行颁发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证》，这标志着滴滴出行成为在焦作市首个具备
线下服务资格的网约车平台。

这是滴滴出行在我省获得第一张网约出租车经营
许可证，也是我省发出的第二张网约出租车经营许可
证。今年7月5日，河南省首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
简称网约车）经营许可证在洛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发
出，由神州优车（福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取得。

据了解，按照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发布的《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简称“网约车新政”）
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具备线上、线下服务能力。

数据显示，作为领先的一站式出行平台，滴滴出行
平台每天完成2000万次以上的出行服务。其中，属于网
约车服务的专车、快车已经覆盖了全国400多个城市，
2016年全年有超过1750万司机通过滴滴专车、快车获
得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每天有207万专快车司机在滴
滴平台上获得平均超过160元的收入。

业内人士高度评价焦作颁发首个网约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证：通过科技创新，滴滴在促进焦作市的经济发
展、有效吸纳就业、便捷群众出行等多个方面都将发挥
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经济模式，网约车满足了消费者
的潜在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尤其在减缓
交通压力和增加就业等方面，滴滴平台以灵活就业、新
就业形态承担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已经成为拉动出行
产业升级的新引擎，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4

焦作颁发首个《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聚“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