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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郑伟伟

编者按：在奋斗者匆忙而坚实的步履中，2018年落下帷幕。回

望这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

务，焦作全市上下始终保持坚定的战略定力和拼搏的奋进姿态。

1月10日至12日，中共焦作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扩

大）会议对2018年全市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本报对过去一年经济

社会发展亮点进行简要梳理，并适当拉长“时间轴”，以期广大读者

能从中看到焦作全市上下围绕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

市，迎难而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态

势，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怀川大地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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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

戏剧周推动思想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文博）2018年 12月 25日至 31日，

由河南省社科联、焦作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中水寨
村戏剧周在武陟县嘉应观乡中水寨村新时代文化广场
成功举办。

河南豫剧院一团等参演的五个剧团，在大戏开演之
前，开展了戏曲进校园活动，到行走不便的贫困户家中
慰问演出。所到之处，中水寨小学、农家庭院里响起了
乐器演奏和艺术家优美动听的唱段，教室、庭院里欢歌
笑语，其乐融融。

戏剧周2018年 12月 25日暖场演出，武陟县夕阳红
戏迷协会时小利与中水寨村艺术团组织了 10多段折子
戏和综艺节目，有艺术特长的群众登台表演，文化广场
变成了群众的大舞台。

在中水寨村新时代广场举办的戏剧周开幕式上，王
喜成、孙春永、白全贵、殷江林等出席嘉宾兴致勃勃地观
看了曲剧《三女拜寿》，《梨园春》擂主陈奇光着脚丫在寒
风中的露天舞台上精彩演绎了“王员外”的喜剧形象，脚
冻得通红，让在场观众深为感动。

在乌鲁木齐演出后连夜赶回郑州的河南豫剧院一
团团长王惠专程来到中水寨村贫困户马战秋家慰问演
出。王惠说：“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天，河南豫剧院一团
到中水寨村乡亲的家中，给大家演唱、加油鼓劲，我们感
到非常高兴，祝愿贫困户早日脱贫实现小康，生活得红
红火火，一年更比一年好！”

7天时间，河南豫剧院一团等 6个单位义务演出 12
场，演职人员500多人次参与演出和保障，22000多人次
到场观看演出，观众被演员的精彩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故
事情节所吸引、感动，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据了解，2018年 1月 12日至 17日首届中水寨村戏
剧周，河南豫剧院二团、三团、河南小皇后豫剧团等 6个
剧团到中水寨村连续演出 9场，豫剧名家李树建、贾文
龙、丁建英、李金枝等悉数到场，一年中举办了两次戏剧
周共演出 21场，平时演出 4场，全年演出 25场，通过戏
剧文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广大群众传递了满满正
能量。

“中水寨村戏剧周内容丰富，群众喜爱，接地气、聚
人气、扬正气、长志气。在物质扶贫取得成效的同时，通
过戏剧文化推动群众思想脱贫，激发内生动力，既扶志
又扶智，努力做到贫困户脱贫不返贫，快步奔小康。”省
社科联人生与伴侣杂志社总编辑、中水寨村驻村第一书
记马应福说。8

沁阳

“空心村”整治顺了民心
本报讯（通讯员 牛耕）1月 18日，走进沁阳市西万

镇景明村，随处可见因拆除旧房留下的一块块空地，而
多年前散落在村内各个角落的破房子不见了，狭窄拥挤
的小路也消失了……

“我盼望11年的房子终于看到希望了。”景明村村民
吴歌激动地说，“我家 11年前扒掉了老房并划拨了宅基
地，但宅基地牵涉到别人家的老房没有扒，致使我家的
新房一直没有盖。现在村里给我家划拨了新的宅基地，
这打心底里的高兴啊！”

景明村是西万镇唯一一个贫困村，全村有 1103户
4905人。由于村级班子管理、历史遗留等多种原因，该
村 300余处老旧房屋闲置，120多户需新划宅基地的农
户无建设用地可划。2018年 9月，分包西万镇的沁阳市
委副书记刘明胜要求该镇党委要将景明村“空心村”治
理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攻坚克难。3个多月以来，西
万镇按照“政府指导、党员干部引领、群众参与”的工作
模式，已拆除“划新不交旧”的老旧房屋 210余处 630余
间，腾出建设用地30亩。

整治工作如何顺应民心、顺利开展？俗话说，村看
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西万镇下了一招“党员干部先
行整治”的妙棋。

陈小印是景明村委会副主任，当他拿到整治方案那
一刻，就下定决心带头把自家的老房子拆掉。“俺是村委
副主任，就应该带头给大家伙看！必须按照‘一家一户’
整治方案，把自家不用的地腾出来给需要的人。”

为了使本次整治工作公平、公正，西万镇“空心村”
整治领导小组张贴了两张公告：一张是拆迁名单顺序公
告，拆迁顺序按照“村两委干部—小组长—党员—群众”
依次进行；另一张是宅基地划拨名单，划拨顺序按照“群
众—党员—小组长—村两委干部”逐个进行。两张公告
一上墙便稳定了民心，凝聚了人心，赢得大家交口称赞。

走访最后，记者在村委会门口见到了王天亮、苏小便
二人前来办事。据陈小印介绍，二人是30多年的邻居，20
年前，因宅基地纠纷，两家人产生激烈的矛盾。然而，如今
两家喜笑颜开，也正是重新划拨宅基地的原因。

“都有房子住了，大家也没矛盾了，村里更和谐了！”
陈小印说道。8

修武县供电公司

查隐患保安全度冬
本报讯（通讯员 李建强）“大爷，您家取暖电器多，

我帮您检查一下家里的线路吧。”1月 17日，修武县供电
公司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来到郇封镇大位村村民薛万
昌家，帮助他排查安全用电隐患。这是该公司保障群众
度冬的一个场景。

随着城乡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网度冬形势严峻。
修武县公司对照历年来冬季负荷情况，加强对电网冬季
负荷进行预测，完善电网迎峰度冬预案，进一步细化硬
化量化各项措施，以保证电网安全度冬。该公司全面开
展配变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对供电区线路设备设施进行
拉网式排查，集中力量开展配网设施迎峰度冬存在问题
和隐患整治工作。定期对辖区配电设备进行测温、测负
荷。加强冬季配变设备巡视工作，增加特巡次数，尤其
是夜间巡视，通过日常巡视及特巡发现设备存在的异常
和缺陷，及时组织消缺等。

此外，该公司还向客户积极宣传安全用电知识，发
放用电服务指南、安全用电手册等资料，不断增强客户
的安全用电意识，确保广大群众安全度冬。8

2018 年，民生支出 209 亿元，同比增长
13.7%；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7.7%，同比提高
0.8个百分点。预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 7.5%、8.1%。农村道路新改建及“白
转黑”182 公里，城区新改建燃气管网 186 公
里、燃气普及率达97%，新增供热面积350万平
方米、市区供热普及率达 85%。新增城镇就业
7.56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07万人。

加快构建社会健康养老体系，打造“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 77个、日间照料中心 72个、农
村幸福院 468个。力促教育公平惠民，新建中
小学、幼儿园 30所。织密织牢社会保障网，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 99.5%、医疗保险参保
率 99.7%，城市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500
元，农村低保提高到每人每年3480元。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体现。在全省率先完成全民参保登
记，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受到国务院督导组肯
定。平安建设绩效近三年分别位居全省第6、第
4、第 3位，排名持续上升。社区“334”楼院协商
治理模式被评为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并
在全国推广。8

保障民生增进群众福祉

焦作“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再进一步

拼搏进取又一年

2018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7.8%，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7.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
别较年初增加64亿元、129亿元。夏粮单产全省第
一，受到省政府通报表彰。郑焦深度融合扎实推进，
与郑州签订融合发展协议，“一枢纽、一中心、两新
城、两走廊、三平台、四绿带”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二三产业比重达94.7%，同比提高0.5个百分
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8%，税收收入增长
18.7%，同比提高6.4个百分点；税收占比70.3%，创
十年来最好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6.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服务业增加值增
长9%，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2个百分点。高新
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预计分别增长
10.6%、1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个、
5.4个百分点。引进省外境内项目数量、进出口总额
均居全省第3位。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从焦作市第十一次党代会
确定的坚持“三大战略”、建设“四个焦作”、力争早日
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到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确定
的“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
重彩、更精彩”的奋斗目标，焦作的发展思路一直在
不断完善、发展目标一直在不断提升，综合实力稳步
增强，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动能转换步伐加快。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2018年，焦作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定自觉扛起

“两个责任”，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为焦作在中原
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提供坚强保障。

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三股劲”，组建党性教
育讲师团，开展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培训党员3
万余人。强化反面警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意识
得到增强，组织 400余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和家属
参加“廉洁从家出发”活动。举办 3期“乡镇党委
书记论坛”，围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内容对352
名第一书记进行培训。全年组织观摩 66个基层
典型，有效提升了县（市）区基层党建水平。对10
家市直单位领导班子、7500多个党组织和21.5万
余名党员进行评议，评出了压力、评出了动力。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在全省率先探索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103个软弱涣散和后进党组织
得到转化提升，1189 个基层党组织实现晋位升
级。整合下沉一批服务群众事项，在服务群众中提
升政治引领力。截至目前，全市共打造党建综合体
133个。建成“焦作党建e家”云平台，把8378个基
层党组织、21.9万名党员全部纳入平台管理，实现
了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党建抓在“掌上”。

高质量党建提供强保障

全面开展“三大改造”，417个项目完成投资
345亿元。深入实施大企业集团培育工程，30家重
点培育对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蒙牛产业集
群主营业务收入突破百亿元。以十大工业项目为龙
头，强力推进210个重大工业转型升级项目，全年完
成投资299亿元。

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文化旅游城市，旅游综合收
入增长12.3%。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家、四板挂
牌企业64家，新引进金融机构5家，全市上市企业
和新三板、四板挂牌企业数量分居全省第3、第4和
第3位。建成全省首家政府主导的智慧金服平台，
注册机构39家、企业1103家，实现放款108亿元。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焦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不
断牢固，活力不断增强。“大个头”企业更加突出，主
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企业已达2家、50亿至100亿
元企业已达12家；农业集群效益更加凸显，打造了9
大类18个农业产业化集群，其中14个为省级集群、
数量居豫北地区第一。高新技术企业从66家激增
至110家，增长66.7%；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67
家增至88家，增长31%；高新区6家单位被选定为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批辐射点。在全省首家
设立改革创新奖，旅游综合收入稳居全省前列。

转型升级蹄疾步稳

出台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
开展贫困村高质量整村推进等活动，狠抓产业
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等重点任
务，“两定制兜底线”健康扶贫新模式作为国务
院第五次大督查推广的河南五项典型经验之
一，受到国务院通报表扬。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67个，建成就业基地
62个，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1.2万人，1.31万人
脱贫。认真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为嵩县落实项
目资金 1297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5307个。全
省健康扶贫现场会、电商扶贫现场会、旅游扶
贫工作推进会和“中国社会扶贫网+电商扶贫”
现场观摩培训会在焦作市召开，多项工作走在
全国全省前列。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建立完善脱贫攻
坚调度机制、“四个一”工作机制、市级领导带队
督导机制和五级责任体系，创新实施贫困村高
质量整村推进专项行动，在全省率先探索建立
产业扶贫考核评价体系，对重残、重病、重度精
神病等贫困对象兜底保障，100个贫困村、5.8万
余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扎实推进

2018 年，全市 PM10、PM2.5 平均浓度分
别为116微克/立方米、67微克/立方米，分别低
于省定目标10微克/立方米、6微克/立方米，下
降率均居全省第 3。前 11个月，4个省控责任
目 标 断 面 累 计 达 标 率 为 95.4% ，同 比 上 升
11.3%，达标率全省第三；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连续稳定在 100%；连续
10个月获得水环境质量生态补偿金，成功创建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水环境治理工
作走在全省前列。

入选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全
国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
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攻坚“1+3+9”制度体系。完
成森林资源培育 16.8万亩，“四好农村路”和绿
色廊道创建工作全省领先，建成公路绿色廊道
306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32%。

拉长时间轴：三年来，焦作市坚定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突出“三个
优化”，持续强化“三个管控”。抓好北山治理恢
复，着力打造焦作的生态屏障。以“绿色廊道”为
载体，加快森林焦作建设，已完成526公里。实施

“四水同治”三年行动计划，聚焦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强力推进总投资235
亿元的八大类75个重点项目建设。

生态文明开启新画面

投运不久的焦作站南广场。随着太焦铁路的开通运营，高铁经济片区将成为焦作市新的经济增长极 赵耀东 摄

太极成了焦作最为靓丽的文化名片 赵耀东 摄

总投资 14.3亿元的中内凯思年产 180万只国VI发动机钢质活塞项目是
中原内配集团与德国莱茵金属集团的战略合作项目。2018年 12月 13日，该
项目首条智能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 赵耀东 摄

由于连日低温，云台山出现壮观的冰瀑景观。形态万千的冰挂一簇簇的依
附于崖面上，层层堆叠倾泻而下，好一派璀璨夺目的梦幻世界 冯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