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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都说，关书记不仅是贫困
群众的亲人，也是俺社区发展
的领路人。

岳村街道办工茂街两委干部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闫杜娟

“党的扶贫政策改变了俺家的生活条
件，关书记的关心让俺对以后的生活有了盼
头。现在关书记虽然不在俺村里驻队了，但
他和俺们这些贫困户的亲情可没有断，还是
和以前一样，隔三岔五就会来家里看看！”7
月31日，在温县岳村街道办工茂街贫困户刘
文香家中，满头大汗的该县供电公司职工关
朝阳正忙着整理线路，旁边的刘文香一边递
送工具，一边感激地说。

今年 78岁的刘文香与智力残疾的儿子
相依为命，由于缺乏劳动力，且身体不好，家
境非常贫困。为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驻村
帮扶队积极与居委会结合，为刘文香争取低
保政策，并安排其可以做简单劳动的儿子帮
助清扫垃圾，让这个家庭每月多了一份收入。

“年头的一天晚上，俺突发心脏病。当
时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经常来家里帮忙的
关书记。我赶紧叫儿子到村委找关书记，关

书记立即和村委干部开车把俺送到了医院
看病，还帮俺申请了大病医疗补助。”刘文香
说，“也就是那一天，看着关书记忙里忙外
像是亲人一样照顾俺，俺一家也把他当成了
自家的亲戚。有啥难处就找他，他也从来没
有给俺放下过。家里多了这一门亲戚，俺也
多了个说知心话能依靠的人。”

“绿色廊道建设中，俺的鞋花厂也划到
了拆迁范围，但由于拆迁补偿款没能达到俺
核定的金额，俺也不甘心就这样把辛辛苦苦
建成的厂房拆掉。这事儿一拖就是好几

年。”该社区石保军说，“关书记了解这件事
儿后，几乎天天到俺这里走访，给俺讲国家
政策，讲补偿标准。还多次和俺家人、亲戚
进行沟通交流，借助亲戚朋友力量给俺做思
想工作。后来，俺看到现在全县上下都是讲
风格、比奉献、争帮扶，想到绿色廊道也确实
是惠及民生的好事，就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对
厂房进行了拆除。”

据悉，关朝阳自2015年担任岳村街道办
工茂街第一书记以来，以居委会为家，把街道
的群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共召开工作会议
38次，走访群众 600余人次，慰问困难群众
6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6起，有效解决信访事
件3次，消除用电安全隐患50余处，并争取到
近百万元新建改造线路工程，投资6万余元改
造群众入户线，架设路灯 50盏，投入 10000
元改造村内监控设备，筹资3万余元用于党员
群众活动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

“群众都说，关书记不仅是贫困群众的
亲人，也是俺社区发展的领路人。”该街两委
干部说，“他提出了‘招商引资强村，二三产

业富村，文明和谐兴村’的发展思路，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发展农村合作社，通
过各种渠道吸引爱心企业关注村里，并以党
建凝聚人心，以家风润民风，净化了淳朴相
逢，让全村经济得到发展。”

情系帮扶村，离岗不离心。2018年，由
于工作岗位的调整，关朝阳离开了驻村第
一书记的工作岗位，但他离岗不离责，心里
依然牵挂着帮扶村的群众。“不久前，村民
由于土地纠纷，引发一起打架事件。关朝
阳知道后，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又是从换
位思考的角度劝说，又是组织第三方评议
说理，通过不厌其烦地调解，终于化解了矛
盾纠纷。”

如今，每到休息日，关朝阳都会来到工
茂街，到贫困户家里看看缺啥少啥；来居委
会和党员干部交流发展大计；同时，他还积
极引导社会上更多的人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来，用他的话来说，“只要干群同心，各方协
力，一定会打赢这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战。”6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郭春晖）
急救怕什么？堵车！生命垂危，周围道路却水泄不通，
怎么办？在好莱坞大片中，常常为这样的场景所惊叹：
命悬一线时，及时赶到的直升机飞过林立的高楼大厦
把病人快速送达医院迎来完美结局……然而现在，空
中急救不再只是电影里的场景，炫酷的“空中 120”走
进焦作。

7月 26日，焦作市相关部门联合上海金汇通用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简称金汇通航）举行“紧
急航空救援”启动仪式，由此开启了焦作市“空地一体
立体救援”新模式。

据了解，金汇通航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布机并
专注于直升机医疗救援的通航企业，已在全国20多个
省（含直辖市、自治区）布机并开展救援业务，联合全国
600多家“120”急救中心和医院，形成全国化的空中医
疗救援网络。

为了推动空中救援在我省大力发展，让客户享受
到更高端的服务和生命守护，焦作中旅银行与金汇通
航签订了战略协议，成为我省首家与金汇通航签约合
作的银行。该行携手金汇通航推出了“空中救援卡”“i
旅游卡”，客户不同程度地获赠金汇通航救援旅游专供
服务。6

炫酷“空中120”
走进焦作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通讯员 徐春浩
马娜）7月 29日，河南理工大学迎来了来自108个国家
的 134名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都是第十七届“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观摩夏令营营员，他们将在焦作
度过为期3天的夏令营生活，学习汉语言文化知识，体
验河南的民俗风情。

当天，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河南理工
大学承办的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观
摩夏令营在该校开营。“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旨在激发各国青年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增进世界对
中国语言与中华文化的理解，被誉为连接世界的“文化
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是国际人文交流领域的重
要品牌活动和广受关注的“汉语奥林匹克”。

据了解，此次“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主
题是“天下一家”。为了进一步让各国青年们了解中国
的语言和文化，今年的观摩营特地安排了北京、河南、
湖南三站。河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小林在致辞中说，这
项观摩夏令营活动，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外国文化走进
来的重要途径，能够让各国文化进一步汇聚、融合，对
于进一步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深化中外文化交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都具有积极
作用。6

本报讯（通讯员 程芳）今年上半年，云台山景区入
境旅游市场持续火爆，1-6 月份境外游客同比增长
37%。其中，台湾游客同比增长50%，成为云台山景区
第一大入境市场，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
市场也增长明显。

今年以来，云台山景区加大境外市场开发与宣传
力度，针对主要入境客源市场认真研究市场规律和游
客需求，主动对接实力较强的国际旅行社。多次走访
郑州、西安、洛阳、北京等入境游热门城市的国际旅行
社，介绍云台山入境旅游产品及优惠政策。并与省直
入境地接旅行社联合，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研究制
定不同的参观线路，更好地满足入境游客的需求。

同时，景区不断提升对入境游客的服务质量，尽力
为每个大型入境旅游团队提供全方位服务。对境外游
客专门开辟了贵宾通道，邀请太极名师现场教授太极
拳招式，全程提供专车服务，赠送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宣
传品。优质的旅游服务不仅极大提升了境外游客的旅
游舒适度和满意度，也更加增强了旅行社与云台山合
作开拓国际客源市场的信心。

此外，景区加强针对入境游市场的宣传推广，先后
参加了 2018香港欢乐春节文化庙会旅游宣传推广活
动、2018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2018海峡旅
游博览会、台北两岸观光博览会等，取得了良好的市场
开拓效果。6

上半年云台山境外游客
同比增长37%

第十七届“汉语桥”
观摩夏令营开营

图片新闻

为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7月29
日晚，武警焦作消防支队举办“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纪
念建军91周年联欢晚会, 来自11个基层单位和支队
机关的官兵、家属600余人，齐集一堂，共同欣赏精彩
的文艺节目。6 袁方 摄

情系帮扶村 离岗不离心
——记温县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记关朝阳

创造“出彩”成绩
做好“四则运算”
焦作明确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主攻方向

7月 31日，雨后清晨，站在焦作市
城区北部北山之上的缝山针公园放眼
望去，宽阔笔直的迎宾大道上车流涌
动，南水北调干渠内波光潋滟。身后，
经过两年多持续治理的北山铺满了绿
色的植被。手机屏幕上清晰的显示：天
气：多云，温度：26℃，空气质量：良。

北山是这座城市发展的见证者。
焦作拥有我省第一个煤矿企业、第

一个发电厂，是全省最早使用电灯、路
灯的城市，也是全省最早供自来水的城
市，被誉为河南省近代工业发祥地。

“七五”“八五”期间，焦作抓住改革
开放的政策机遇，重点发展了风神、中
铝、中轴、制动器等一批企业，奠定了工
业发展基础。随后，又抓住本世纪初全
球制造业流向中国的机遇，确立了“工
业强市”理念，实现了经济腾飞。

受多重因素影响，过去一个时期焦
作市发展动力一度有所减弱，但近年来
特别是近两年来，焦作市重塑政治生态，
重建自然生态，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城乡
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发展前景有了更高期待。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过去的辉
煌、曾经的地位赋予了焦作更加出彩的
历史使命，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我们
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增强焦作更加出彩
的思想动力，激扬起怀川儿女砥砺奋进
的磅礴力量，努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焦
作篇章，交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答卷。”王小平说。

近日，省社科院《河南经济发展报告
（2018）》蓝皮书发布，在 2017 年中原经
济区30个省辖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排行榜
中，焦作排在郑州、洛阳和许昌之后，位
居第 4位。在构成经济综合竞争力的 3
项指标中，焦作的结构质量指标、支撑要
素指标均高于洛阳、许昌，总得分也仅比
许昌少0.2分。

进入 2018年，焦作全市上下面对严
峻复杂形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全市经济运行呈现出“五个稳步提
升”的良好态势。

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三次产业比重
为 5.2∶59.5∶35.3，服务业比重提高 1.3个
百分点，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财税质量稳步提升。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幅、税收增幅、税收占比分别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0.2、2.1、0.4个百分点。

发展动能稳步提升。从高技术产业
看，增长 11.6%，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4个
百分点；从新主体看，新登记各类市场主
体增长 8.5%，各类市场主体总注册资本
增长20%。

项目带动作用稳步提升。全市在建
项目 848个、同比增加 300个，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 10.3%；其中亿元项目 562
个、同比增加 173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8.8%。

消费需求稳步提升。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速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9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2位，其中发展享受型商品消
费增长较快，如表现为生活品位的服装
类、汽车类分别增长25.8%、14.1%。

站在新发展起点上的焦作，在中原
更加出彩中出重彩，焦作充满自信。

在中原更加出彩
中出重彩，焦作明确主
攻方向

在中原更加出彩
中出重彩，是焦作的使
命担当

在中原更加出彩
中出重彩，焦作有必胜
的信心

焦 作 为 什 么 要 更 加 出

彩？焦作靠什么能更加出

彩？焦作怎么样才能更加出

彩？如何保证焦作更加出彩？

7月 22日，焦作市委十一

届七次全会暨市委工作会议

召开。会上，焦作市委书记王

小平一连作了 4个设问，并围

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话题。

回顾今年上半年，成绩可

圈可点：1-6月份，全市GDP

增长 7.2%，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长 8.4%，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7.6%，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9.8%，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12%，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 14.7%，城乡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同比增

长8%、8.5%左右。努力在中

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

彩，焦作一路向前。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坚持优化存量和扩大增量并
重，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壮大
现代服务业并举，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并行，推动焦作制造向
焦作创造转变、焦作产品向
焦作品牌转变。

王小平
焦作市委书记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对于我
市这样产业结构偏重的城市来讲，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更高、任务更
重。如何迈过两道‘关口’，如何破除传
统发展路径依赖，如何重塑产业竞争新
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实选
择、唯一出路。”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

会议指出，下一步焦作将集中精力
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创新驱动引领，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推进城市转型发展，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特别是在事关焦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精心做好

“四则运算”。
传统产业发展做好“加法”。突出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
向，通过植入新技术、运用新模式、发展
新业态，全面实施制造业创新驱动工
程，老城区工业企业“腾笼换鸟”工程，
名企、名品、名家“三名”工程，制造业增
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工程，“千
企上云”等十项重点工程，多措并举推
进传统产业“三大改造”，加快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式”改造提升，实现“老树发
新枝”。

去产能方面要做“减法”。抓好“三
去一降一补”，持续推进化工、煤电、水
泥等行业的产能结构调整和优化。根
据规划，今年要压减煤炭产能 120 万
吨，关停落后火电机组 5 台，完成沁阳
沁澳铝业长期停产电解铝产能的置换
工作。

发展新经济要做“乘法”。积极抢
抓新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机遇期，学习
借鉴成都等地经验，以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高技术即“三新一高”为重点，

“三步并作两步走”，加快发展新经济，
着力构建具有全省竞争力和区域带动
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发现和培育更多
新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规模迅速扩
张、发展质量大幅提升。

提高市场化程度要做“除法”。市
场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
越低。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让
落后产能所体现的社会负担由市场来
分解和分担，甚至可以用市场价格机
制来处置各种“僵尸企业”，让资源从
过剩产能的行业或部门转移到社会需
要的产业和企业中去，达到“ 消肿减
负”目的。6

温县南张羌街道办事处农民喜收小麦温县南张羌街道办事处农民喜收小麦

焦作市公租房分配现场，住房
困难家庭在查看摇号结果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工人在巡视生产中的煅烧回转窑

博爱县产业集聚区焦作市海
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纺纱车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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