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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
——焦作市2018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活动综述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高耸的塔吊挥动着长臂、工

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紧张有

序地作业……初冬时节，走在焦

作重点项目建设工地，处处呈现

出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一大批

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辐射带

动强的新项目、好项目正在怀川

大地落地开花。

项目是做大做强经济总量的

基础、推动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

依托。今年以来，焦作坚持把项

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

型、增后劲的关键举措，立足实

际，积极上项目、谋发展、增后劲，

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呈现良好势

头，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当下的怀川大地，正掀起凝

心聚力抓项目的滚滚热潮，激发

起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动力。

1 项目建设好势头

11月 19日，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市长
徐衣显分别带队，对全市10个县（市）区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产业集聚区、服务业

“两区”项目和城市三年提升改造项目观摩
评价。

蛮蛮云计算技术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
中心为“三新一高”和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
了借鉴；中内凯思年产180万只国VI发动机
钢质活塞项目将填补国内钢质活塞设计、研
发、批产的市场空白；多氟多高纯晶体六氟
磷酸锂智能化车间项目可实现生产效率提
高 20%以上；火马双创生态谷项目将成为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创业平
台……

11月 20日，王小平在焦作市重点项目
建设暨产业转型攻坚工作推进会议上说，各
县（市）区把加快重点项目及“三区”建设作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和重要
措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呈现出发展势头
良好、发展成果显著，主导产业更加突出、集
群态势更加明显、专业招商更加有效的态势。

“此次观摩项目以集群、创新、智慧、绿
色、转型发展为导向，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
体现了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焦
作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该市把重点项目建
设作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采取领导分包、观摩评价、集中
开工等举措，强力推进了重点项目建设。

据统计，截至 10月底，34个省重点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的 131.5%，220个市重点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的 145.9%，省、市重点项目均
提前完成年度投资目标。

2 创新招商新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观摩情况
和外地经验来看，抓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有模式可借鉴。

相对于政府部门，运营商或中介机
构不仅熟悉当地产业发展，还拥有企业
资源，能促进项目联动、区域联动、服务
联动，加速项目落地。

有例为证：温县新兴科技产业园采
用“飞地经济”模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招
商团队，开工不到两年，已成功入驻 36
个项目，其中8个已投产达效。

“要着重培育对接招商中介机构，形
成以商招商、以商带商、招一商带一片的
连锁效应和集群效应。”焦作市商务局负
责人说。

11 月 18 日，龙蟒佰利联集团年产
3 万 吨 钛 合 金 新 材 料 暨 分 布 式 能 源
项 目 开 工 。 项 目 投 产 后 ，该 集 团 将
成 为国内首家构建“钛矿—钛渣—四
氯化钛—海绵钛—钛合金”完整产业链

企业。
“产业集聚区的竞争力，集中体现在

主导产业突出、关联企业集聚、规模效应

彰显的产业集群上。”徐衣显认为，焦作
要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成龙配套，推动产
业链上下游对接，推进大企业集团培育

“1020”工程，鼓励有实力骨干企业做大
做强。

11月 16日，焦作市与郑州市签订融
合发展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市融合发展
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焦作正
紧紧抓住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焦
深度融合发展等重大机遇，按照协同、互
补、共享、融合的原则，主动承接郑州辐
射，用好用足溢出效应，争取更多企业、
项目、基地落户，加快延链补链，力促产
业规模壮大、上档升级。

更为重要的是，焦作紧盯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项
目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密切关注
政策导向，谋划一批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大项目好项目，形成高质量发展的
强力支撑。

焦作丽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高端精密制品项目施工现场，挖掘
机不停地舞动着巨铲

3 转型发展高质量

焦作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促进
产业集聚区上档升级，加快服务业“两
区”提质发展，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武陟生物医药产业引入了国药容
生、辅仁药业、豫兴康等行业龙头，建设
医药针剂生产基地；蒙牛焦作公司引进
养殖、包装、仓储等配套产业和企业，发
展乳制品全产业链经济；新开源对美国
BV公司收购后转型为PVP应用领域的
全产业链企业……

焦作坚持抓好主导产业培育、延链

补链强链、企业提档升级等工作，提高产
业整体素质，为转型发展发挥示范带动
作用。

北部生态新城是焦作未来发展新的
增长极。沿太行山的县（市）区探索引入
社会资本，实施区域整体开发，为建设北
部生态新城提供有力支撑。

围绕主导产业，焦作培育发展网络
协同制造、线上线下、柔性制造等新型制
造模式，推动供应链、生产链、服务链相
融合，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增强产
业竞争优势。

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集聚区转型发
展的必由之路。隆丰皮草在生产线扩张
的同时，建设了日处理能力 5万吨的污
水处理厂，采用了革皮废铬液循环利用
等先进技术，实现了污染零排放。

积极践行绿色理念，以打造绿色产
业、推进百企退城、发展循环经济等为
重点，焦作正推动“三区”发展方式转变。

穿行怀川大地，处处涌动着重大项
目高质量发展的热潮，如同一根根坚
实的桩基，支撑起焦作转型的美好前
景。8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岳静

“党和人民心连心，提出扶贫‘六精
准’，具体内容是个啥哩？我来问！”……
舞台上，三个年轻演员敲锣打鼓好不热
闹，一口流利的修武方言瞬间拉近了与现
场观众的距离，在插科打诨中把原本艰涩
难懂的政策变成了容易理解的段子。

舞台下，村民们三五成群，有的抱着
孩子，有的挤在前排，还有个别没占到椅
子的就坐在自己的三轮车上，他们跟着演
员们的节奏或捧腹大笑，或抢答问题，遇
到精彩瞬间，一些时髦的年轻人还拿起手
机拍照，发到朋友圈里晒一晒。

这是11月 18日在修武县城关镇西关
村举办的“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上的一
幕。修武县文化馆梨花苑艺术团演员们
自编自演的节目三句半《打好脱贫攻坚
战》，用风趣幽默的表演方式驱散了原本
属于冬日的清冷。随后，音乐快板《党建
六项制度》、歌曲《千千阙歌》、戏曲《戏曲
联唱》、抖音舞《礼仪之邦》等一个个精彩的
节目轮番上演，现场点燃了一个个高潮。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文艺节目，隔
着电视屏幕感受的快乐都是有距离感的，

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么优秀的文艺演出团
队来到我们身边，除了歌舞表演，还有很
多自创的语言类节目，接地气、有灵气，丰
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真的感觉特别棒！”
活动现场，家住西门村的宋光感慨地说。

周末看演出，现在已经成了很多修武
百姓共同的爱好。9月 23日，由修武县委
宣传部、修武县委党校、修武县文广新局

主办，修武县人民文化馆承办的“快乐星
期天”主题活动率先在全市启动，每到周
末，修武县各个乡镇都会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艺活动。截至目前，第一轮巡演已
经累计在 8个乡镇 34个贫困村开展 60余
场文艺活动，5万余群众观看了演出。

搭好文化台，唱好文化戏。为保障
“快乐星期天”活动顺利开展，修武县各乡

镇村“两委”依托乡村文化超市、村文化广
场等，积极修缮、改造、提升村组织活动场
所，定制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生活套
餐，让广大群众活动有场所、学习有去处。

作为巩固基层思想文化阵地的有益
实践，修武县将“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的
内涵进一步延伸，融入“党的创新理论百
场宣讲进基层”活动、“咱们一起奔小康”
基层宣讲等主题活动，利用演出活动的间
隙，邀请市委党校专家教授走近百姓身
边，用紧贴生活的故事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刻诠释，打通
党的理论宣讲“最后一公里”。

“‘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不仅是一项
集弘扬科学精神、繁荣农村文化、推进智
志双扶、倡导移风易俗、促进乡风文明于
一体的重要活动，更是一次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美好精
神家园的活动。我们将继续用高质量的文
化‘大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
心，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修武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8

焦作市

第四届志愿服务市长奖揭晓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庞玉燕）11月 16

日下午，焦作市第四届志愿服务市长奖颁奖活动举行，最终评
选出十佳志愿者、十佳志愿服务组织、优秀志愿者等奖项，共
有90个组织和个人获奖。

志愿服务市长奖是焦作市志愿服务领域的最高荣誉，旨
在表彰焦作志愿服务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志愿者和志愿服务
组织，已连续开展四届，志愿服务成为焦作闪亮的城市名片之一。

一大批优秀的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活跃在文明创建、
大型赛会、支农支教、社会救助等各个领域，帮助他人、奉献社
会，极大地推动了志愿服务事业的进程。特别是在焦作“四城
联创”中，全市志愿者包路段、进社区，用辛勤的汗水和优质的
服务为创建活动助力，“小红帽”“红马甲”已经成为创建活动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次评审活动历时四个月，共收到近 200份个人、组织
(团队）和项目的参评资料，首次采用网络投票形式，共100余
万人次参与投票活动，参与组织和人数创历届之最。在延续
往届设置个人奖和组织奖的基础上，首次开展志愿服务项目
的评选，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项目化。8

焦作市税务局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申磊）完善纳税

信用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信用共治，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在深
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中，焦作市税务局坚持服务先行，持
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维护纳税人和缴费人合法权益，进一步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焦作市税务局扩大纳税信用评价范围，增设
M 级纳税信用级别，让更多纳税人拥有了税务领域信用资
产。全市共有 33038户企业参与评价，共确定A、B、M级纳
税人25455户,占参评户数的77.05%，同比增长3.4倍。在全
市开展“银税互动”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今年为小微企业
提供贷款支持281笔 8590万元。

截至目前，全市各单位基本实现了国税地税业务在实体
办税服务厅“一厅通办”、网上税务局“一网办理”和 12366纳
税服务热线“一键咨询”，让纳税人尽早享受改革带来的便
利。对原国税、地税共有业务逐项对接、整理合并，对非共有
业务逐项清理、梳理整合，发布了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
单，涵盖5大类168项办税事项。8

智慧综治为平安温县护航
□本报通讯员 李明

在温县网格化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一面15平方米的数字
化电视大屏不停地闪烁着各种信息。屏幕可以随意的分割成
若干板块，指挥中心的管理员可以随时调看公安、城管、食药
监、环保、交通路况等各个部门的监控信息。记者在现场随意
抽取了某中学的食堂后厨、某工地的扬尘防控，现场画面几秒
钟就呈现在了大屏上。

近年来，温县依托互联网，以智慧平安建设为主调，以数
字化管理平台为依托，把综治、城管、公安、交通、教育、住建、
环保、食药监、信访等职能部门的网络化信息融为一体，打破
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极大提高了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的工作效率。

放置于温县群众来访接待服务中心的“一键通”矛盾纠纷
调解专家咨询系统平台，是温县实现智慧综治的重要一环。
来访群众可以通过专家调节一键通，选择自己信任的矛盾调
节人，沟通需要调节的矛盾信息，咨询相关问题。

成立于今年 5月的温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集法律援助、
人民调解、法律咨询、公证、司法鉴定、社区矫正、安置帮教
等多项法律服务于一体，目前也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一站
通办”，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材料、手续，
简化审查程序。群众享受到了一站式服务，以往群众可能
一周要跑三四个单位办事，如今一个地方当天就可办完。

据介绍，温县先后投资3000余万元，把综治中心、矛盾调
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三网融合的综
治平台及一系列维稳良方，夯实了基层维稳根基。8

11月 28日，走进位于焦作市中站区的北朱村村民张乐
意家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以前我们烧煤取暖，家具上总落一层煤灰。”提起“煤改
电”，张乐意脸上笑意盈盈。“现在可得劲儿了，村里家家户户
都用电采暖，自从‘煤改电’之后，温度自己控制，屋里总是暖
和的。”

据悉，焦作地区今年的“煤改电”工程已于 10月 26日全
部完工。工程共涉及6个县、623个村庄（社区），共计改造客
户15.13万户，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296千米，新建改造配变
台区823个、容量188.8万千伏安。8

李晓光/文

图片新闻

“煤改电”开启采暖新模式
修武精心定制文化“大餐”

“快乐星期天”引领群众乐生活

中内凯思年产180万只国VI发动机钢质活塞项目将填补国内钢质活塞设计、研发、批产的市场空白

城关镇西关村开展“快乐星期天”主题活动 姬姣姣 摄

博爱县供电公司员工正在向群众介绍“煤改电”采暖季节
电价优惠政策 程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