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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努力更精彩

蓄势布局添新彩
历史上的焦作是出过重彩的焦

作。焦作是太极文化的发源地，是“竹
林七贤”、司马懿、韩愈等众多历史文化
名人的诞生地和生活地，厚重的中原文
明绘就中华民族鲜亮底色。

今天的焦作是蓄势待发的焦作。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
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人力资
源、市场空间、区位交通等比较优势持
续上升，巨大的发展潜能正一步步释放
出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时下，走创
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打造转型升级

“焦作版”的号角已吹响，革故鼎新的浪
潮在怀川大地风起云涌。

转型升级添活力。促进转型升级，
深入开展“三大改造”，以十大工业项目
为龙头，带动实施转型升级项目 495
个，完成投资 1093亿元。启动大企业
集团培育工程，支持佰利联并购四川龙
蟒，推动风神轮胎与意大利倍耐力成功
整合，促成新开源收购美国BV生物科
技，超百亿元、50亿元以上企业分别达
到2家、12家。

科技创新添动力。推动科技创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与浪潮、华为实现
战略合作，浪潮云计算中心、蛮蛮云一
期建成投运，成功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示范区成功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全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
产 投 资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21.1%、16.6%。

全域旅游添魅力。通过深入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加快培育休闲养
生、疗养度假、体育健身等康养新业
态。云台山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中
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获评中国

体育旅游精品项目，全域旅游全息信息
系统建设经验在全国推广，焦作市成为
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国
家智慧健康养老示范基地。

环保攻坚添潜力。近年来，焦作市
着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全面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力度，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国家
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绿色廊道”，开
展大沙河生态治理等。通过良好生态
吸引人才、资本、技术、产业集聚，让焦
作的城市资产更加“值钱”、更能“赚
钱”，并成为支撑发展的“王牌优势”。
今年上半年，焦作是全省唯一一个省控
责任目标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 6个月
达到100%的省辖市。

一次办妥添魄力。今年 4 月份以
来，焦作市扎实推进国家级行政审批服
务标准化试点市创建，“一网通办”前提
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政务服务集成综办，审批效率不断提高，
平台整合加快推进。在全省率先探索容
缺审批，试点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平均压
减 30 天。目前，焦作市、县、乡三级
10495项权力事项全部纳入“一网通办”
平台管理，成为全省唯一实现四级联动
应用的省辖市，平台覆盖范围、活跃度、
办件量等指标持续居全省首位。

脱贫摘帽添定力。精准扶贫风帆
劲，脱贫攻坚战正酣。焦作市投入真金
白银，坚持真抓实干，让人民群众在携
手奔小康的路上有更多获得感。民生
保障持续改善，社会事业蓬勃发展。成
为全省第一批全民健身示范市，“智慧
养老服务模式”“百姓文化超市”“探索
大病补充保险的焦作样本”让群众幸福
感明显增强。

四十年，是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
树的时间，是一个稚子长成社会栋梁
的时间，是一座城市实现辉煌蜕变的
时间。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让怀川
大地在“历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沧海
桑田，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欣
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过去辉煌可堪铭记，未来愿景让
人期待。

循着中共焦作市第十一次代表大
会确定的今后五年工作指导思想和奋
斗目标，我们欣喜地看到，一座经济实
力不断增强、创新动能快速集聚、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城
市建设日趋美好、管党治党更加有力
的现代化城市正快步走来。

这是一座工业强市。2017年，地
区生产总值达 2342.8亿元，年均增长
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
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9.4%，工业经济跻身全省“第一方
阵”。

这是一片创新热土。全市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87家、省创新型龙头企业
9家，省院士工作站 19个、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75个，均居全省前列。多
氟多、健康元创新成果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在全省首家设立改革创
新奖，综合医改等领域改革走在全国
全省前列。

这是一块民生福地。居民参保覆
盖面扩大，十万就业岗位虚位以待，健
康养老工程进展顺利，“百姓文化超
市”上档升级，脱贫攻坚持续深入，4.5
万名贫困群众今年有望实现高质量脱
贫。

这是一方实干平台。北山治理、
南水北调城区段征迁、绿色廊道建设
等多年未解难题得到解决。面对困难
敢于亮剑,面对机遇敢于决断,面对责
任敢于担当,争做时代的劲草真金,正
在成为焦作广大党员干部可贵的精神
品质。

发展无止境，整装再出发。焦作
人民将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
子解困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建设“四个焦作”、早日跻身全
省“第一方阵”，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示范城市，奋力谱写高质量发
展的焦作篇章，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
出重彩、更精彩而努力奋斗！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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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指导河南时殷殷嘱托：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

中原更加出彩。

殷殷嘱托，照亮焦作发展前

行之路;亲切关怀，点燃怀川儿女

奋斗激情。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

史起点上，焦作正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一步

一个脚印，在中原更加出彩的征

程中，当好急先锋，不但要多出

彩，而且争取出重彩，还要努力做

得更精彩。

还有不到一个月，孙其伟到焦作工
作就满一年了，“刚刚结婚半年就被公司

‘下放’，一开始还是很抵触的。”
孙其伟说，到了焦作之后发现，“双

城”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堪。“我每天早上
坐第一班城际列车来公司上班，下午再
坐车回去。虽是两城往返，但一天花在
路上的时间也就个把小时。这都托了城
际列车开通的福！”

孙其伟的“双城”生活还会有新的变
化。今年全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指出，继续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推进郑焦深度融合。郑焦深度融合正式
上升为省级战略。

加快郑焦融合，焦作已主动出击，顺
势而为。

今年 6月，武陟产业新城迎来两周
岁生日。两年时间，从华夏幸福进军中
原的第一座产业新城应运而生，到武陟
产业新城一幅产业发展、幸福宜居城市
图景走向现实，焦作打造了“郑焦深度融
合”的产业示范区。

从武陟产业新城西行数公里，一条
新修的公路笔直延伸至黄河岸边，黄河
之上，焦作至荥阳公路大桥正飞架两岸，
为郑焦融合再添通衢大道。

不止于此。孟州黄河大桥、焦唐高
速温巩黄河大桥、焦平高速焦作黄河大
桥、S228武陟詹店黄河大桥、S232东海
大道南延黄河大桥、焦温快速通道南延
黄河大桥等项目有序推进，焦作火车站
南广场已投入使用……围绕建设郑州大
都市区门户枢纽城市，构建高铁、高速、
国道、省道和跨黄河大桥综合交通体系，
焦作持续提升战略地位。

行棋当善弈，落子谋全局。
顺应国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势，焦作产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一批科
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新项目落地怀
川：中内凯思国六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风
神全球工业轮胎研发中心等项目已启动
建设，蒙牛乳业液体奶扩建、中铝中州降
耗技改等项目即将竣工，超威正效一期
等项目已建成投产。项目建设处处呈现
出你追我赶、竞相发展的良好势头。

抢抓郑焦深度融合上升为省级战略
的机遇，焦作加快构建“一枢纽、一中心、
两新城、两走廊、三平台、四绿带”发展格
局，积极与郑州航空港实现战略合作，推
动一批郑州外溢产业项目落地焦作，郑
焦在空间、交通、产业等方面的融合发展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推动郑焦深度融
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河滚滚东流去，纵横当有凌云笔。
焦作将以郑焦深度融合为牵引，着

力打造“四城四区”（建设中原城市群和
豫晋交界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郑州
大都市区的门户城市、国际知名文化旅
游城市、宜居宜业生态文明城市，打造城
乡一体化发展先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辐射区、康养产业发展示范
区、中原经济区先进制造业先导区），加
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
市，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

借势谋局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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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综合竞争力
居中原经济区

第4位

焦作群众安全感
进入全省

前3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38.8%
较年初下降3.6%

截至今年6月底

稳妥处置非法集
资，资金清退率达

90%以上

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
公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

支出累计达

657.9亿元
年均增长

8.6%

财政民生领域 城镇、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2.92万元、1.62万元
年均增长

7.8%、9%

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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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质公园——焦作云台山红石峡蜚声国内外。 赵耀东 摄

“四好公路”建设让沿途都是最美的风景。 赵耀东 摄

紧张有序施工中的焦作至荥阳公路大桥将成为郑焦深度
融合新纽带。 蒋鑫 摄

解放区新店花园住房钥匙集中发放仪式上，搬迁户高兴
地展示领取到的分配房钥匙。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