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化为焦作产业插上腾飞翅膀
地方传真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雒迎冬）印
发《社保费降费政策解答》《社保费降率来了》宣传图页
40000份，制作《焦小乐的税生活》动漫，《H5.360度带你
看看社保费新政》；基层各单位通过办税服务厅、举办培
训辅导会、发放宣传单、入户点对点宣传、微信群推送等
方式广泛宣传……近日，焦作市税务局组织开展多形式
的培训和宣传辅导，积极推进社保费降率工作有序开展，
为确保降费红利落地见效打牢基础。

焦作市税务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
习会议，会议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要切实扛起责任，亲自部
署抓落实，确保降率政策和服务措施不折不扣执行到位。

同时，积极主动与市人社局沟通，共议社保费降率工
作部署，联合转发上级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有关文件，
明确部门职责和工作要求，畅通社保降费问题解决渠道，
做到工作有序衔接。

积极开展培训，及时普及降费政策。该局组织对
12366坐席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每一名坐席人员能够准确
快速地解答缴费人提出的降率有关问题，基层各单位积极
组织全员培训，强化对办税服务厅窗口人员培训学习，确
保能准确把握社保费政策变化，指导实际工作。7

焦作市税务局

社保费降率工作有序开展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通讯员 郑治国 安
良浩）近日，农行焦作分行推出小微企业纯线上信用贷款
产品“纳税 e贷”，这是继“微捷贷”后推出的第二款面向
小微企业的纯信用方式线上融资产品。

据了解，“纳税e贷”是以企业涉税信息为主，结合企
业及企业主的结算、工商、征信等内外部信息，运用大数
据技术分析评价，对诚信纳税的优质小微企业提供在线
自助循环使用的网络融资产品，具有覆盖广、纯信用、放
款快、利率低的特点。小微企业主凭借农行企业网银、个
人掌银，线上申请、线上授信、线上审批、线上放款，线上
最高可申请100万元。

为做好“纳税 e贷”宣传推广工作，该行组织专人对
网点主任、客户经理、大堂经理进行专题辅导培训，提高
产品知晓率，并通过邀约目标客户，办理“纳税 e贷”，加
快产品推广。截至5月底，已有73户小微企业成功办理

“纳税 e贷”，合计金额 4812万元，为民营和小微企业减
轻融资负担。7

农行焦作分行

小微企业发展添“利器”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杨英杰）为
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推动主题教育高起点筹划、高质量
展开，6月 18日下午，焦作市农信办组织召开全市农信
社（农商银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从“五个坚定不移”助推主题教育活动落地。

坚定不移学懂弄通做实，力促理论学习有新收获。
着眼“学懂”抓消化，全面系统学习新思想，着眼“弄通”抓
落实，联系地、系统地理解新思想，着眼“做实”抓转型，学
以致用践行新思想。

坚定不移旗帜鲜明讲政治，力促思想政治受新洗
礼。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记使命担当，回归本源主业，
坚定初心信心和决心，坚守转型定力。

坚定不移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力促干事创业有新担
当。激发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集
中力量防控化解风险，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坚定不移践行党的宗旨，力促为民服务解难题有新
进展。聚焦“为客户服务”，着力发展普惠金融，聚焦“为
员工服务”，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聚焦“为基层服务”，精心
打造大平台。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力促清正廉洁作新表
率。驰而不息正风肃纪，下大气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全力以赴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将不断强化政治自觉，加强组织领导，始终秉
持‘初心’‘信心’和‘决心’，把主题教育与防风险、抓清
收、促发展等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新气象、新担当奋力
谱写焦作农信社（农商银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焦作市
农信办负责人卫龙奎说。7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武术少年献上了精
彩的开场秀、太极功夫与古琴伴奏相得益彰、太极名家的
表演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掌声不断……6 月 15 日上
午，首届“豫见太极”云台山太极拳交流大赛开幕式在云
台山百家岩广场举行，来自国内各地及英国、澳大利亚等
海外的千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共襄盛会。

据了解，此次大赛依托云台山景区，以太极为媒，融
比赛交流、旅游摄影、名师讲堂、千人展演等活动为一
体。大赛从15日开始至18日为期4天，设套路、器械、推
手等多个项目。此次大赛，组委会结合“互联网+太极”
传播热潮，将开展“寻找豫见太极形象大使”网络展播活
动，届时广大参赛选手可通过网络向世界展示云台山上
的太极英姿。

云台山以独具特色的峡谷景观闻名海内外，“豫见太
极”以“太极拳”和“云台山”两大品牌为依托，融体育赛
事、文化旅游为一体，是“太极+赛事+旅游”的一次完美
融合，将为打造“太极圣地·山水焦作”的世界级旅游品牌
贡献一分力量。7

云台山

首届太极拳交流大赛开幕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经济是城市的发展命脉，产业集群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智能化是产业发展的
重要方向。

近日，《关于河南省第一批智能化示范
园区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印发，焦作市工
业产业集聚区、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等 10个
产业集聚区入选首批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
试点，焦作市入选数量与郑州市并列全省
第一。

走进焦作各个产业集聚区，一条条道路
宽敞笔直纵横交错，一个个园区横空出世整
洁有序，一座座生产车间“只见机器不见
人”……处处涌动着一股股创新智能的热
潮，产业集聚区踏着高质量发展的节拍，聆
听着中原崛起的号角，勠力同心，破浪前行。

提质增效
智能化产业集聚区的“焦作探索”

6月 6日，站在中内凯思年产 180万只
国 VI发动机钢质活塞项目车间里，一只只
钢质活塞从毛坯加工到成品检测合格、包装
出厂，每道工序通过智能化操控的机械手快
速灵活地运转来完成，一改人们对传统机械
行业重体力劳动的印象。

该项目是中原内配集团与德国莱茵金
属集团强强联合的项目，引进了全球领先的
智能化钢质活塞制造生产线。“现在一条全
自动智能化柔性生产线的产量相当于 9条
传统生产线，节约了对能源的消耗，提升了
人均产值。”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氟化工向新能源进军的多氟多，坚持
以智能制造支撑企业转型发展，着力建设智
才聚集、智能制造、智慧企业，形成了智能制
造系统构架。

“多氟多新能源动力锂离子电池智能化车
间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综合标准化与新
模式应用项目’。”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说。

这是焦作产业集聚区智能化的生产场
景，更是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试点的一个缩
影。

记者采访获悉，智能化示范园区创建工
作是为了贯彻落实《河南省智能制造和工业
互 联 网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8-2020
年）》，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区企业生产运营、
园区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全力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说，该市高度重视
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坚持把建设工作作为
加快实施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从政策、资金、人才、设施等方面引导支持企
业参与智能化建设。

目前，焦作各个产业集聚区正以实现园
区管理服务信息化、企业生产运营智能化为
主攻方向，以企业智能化改造、企业上云、工
业互联网平台培育为主要途径，以智能制造
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全面提升企业生产运
营、园区运行管理和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

积极探索有创新、有特色、有价值的先进技
术和业务模式。

转型升级
智能化产业集聚区的“焦作实践”

6月 2日，厦工北方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签约仪式在焦作举行。

厦门海翼集团总经理谷涛说，把新型装
载机产能转移到焦作基地，是厦工产能布局
的重大战略调整，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
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为焦作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为提升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发展水
平，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建设中原经
济区高端制造业基地、河南工业互联网重点
综合平台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去年11月份，
该市制定了《焦作市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智能化改
造、网络、平台融合应用推广为重点，打造线
上线下全面安全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工业竞争力。”焦作市发改委主任唐毅
说。

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说，到2020年，焦作
在全省率先建成完善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
础设施，推动工业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新技
术、新模式实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
级，智能制造由点到面实现整体提升转变，
智能转型格局走在全省前列。

时下，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孟州市
产业集聚区智能化示范园区建设工作进度
如何？

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智慧政务基本
建成，智能用电已上线运行，35家企业开展
了智能化改造，拥有1个国家级智能车间和
1个省级智能工厂，130家企业开展了企业
上云。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管理服务综合系统
（一期）已完成内测，21家规模以上企业实
施了智能化改造，拥有1个省级智能车间和
8个省级示范项目（企业）、2个市级示范项
目（企业），持续实施了“孟州上云工程”。

不仅如此，尚未被列入首批智能化示范
园建设试点的集聚区也动作频频：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实现了网络无缝隙
覆盖，90%的企业建立了企业网站，30%的
企业建立了电子商务平台。园区重点企业
重视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其中晋煤天庆、永
威、兴发、超威等企业是两化融合贯标企业。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着力推动信息技术的
集成应用，提高信息产业支撑融合发展能力，
促进结构整体优化升级，并在焦作市范围内
率先建设了产业集聚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

…………
如今，聚力“智能化”，着力推动动能转

型，焦作各个产业集聚区正以崭新的雄姿，
扶摇直上，展翅翱翔，迸发出高质量发展澎
湃强劲的新动力！7

用绿色“灌溉”蓝天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推广绿色能源防治大气污染工作纪实

□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乔桥 李晓光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能源工作的要求放
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的重要位置予以重点阐述，国网焦作供电公
司作为“国计民生的先行者”，正以主动担
当、勇于履责的先行官身份，推动这一能源
变革走向深入。

践行绿色理念 打造宜居之城

由于燃煤消耗严重，2017年，焦作被生态
环境部（原环保部）列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
通道的城市之一。因此，该公司将“电代煤”的
绿色理念作为降低燃煤消耗的首项措施。

“以电代煤，实施电能替代，是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同时还能满足用户多
样化、个性化的用电需求，将焦作打造成一

座宜居之城。”谈及能源变革的趋势，该公司
党委书记邱型波如是说。但知易行难。该
公司在实施电能替代工作之前，多次来到具
备替代条件的燃煤机组企业，摆事实，讲道
理，但都吃了“闭门羹”。

于是，该公司从社会责任角度出发，扮
演了项目发起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从了解
企业生产成本，研究制订最优方案，到汇报
政府，汇报上级主管部门，再到联系大型发
电厂商讨优惠细节，最后到寻找节能公司开
展市场化交易，每一个环节，该公司都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作，最终，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近日，在焦作市政府办公室下发的
《关于 2018 年度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考核
结果的通报》（焦政办 [2019]34 号）文件
中，该公司取得污染防治攻坚战最高格
次，在通报表扬的 22 家县（市）区及市直
有关部门、单位中，该公司是其中唯一一
家企业单位。

深化绿色调度 加强燃煤管控

2018年12月21日和2019年2月21日、
4月29日，该公司先后三次响应市环境攻坚办
文件，启动绿色电力调度机制，对不能稳定达标
和超总量排污的燃煤机组实施停运限排。

该公司配合市政府环保部门，通过实时
采集数据，实现对地方电厂燃煤机组烟气实
时监测。同时，每日制定并下达地方电厂发
电计划，实时做好电量监测、报送工作，确保
完成控制目标，地方燃煤机组发电平均日负
荷控制率62%左右。

自 2018年 12月份以来，地方燃煤电厂
日均发电量196万千瓦，较正常发电量减少
220万千瓦时，平均降出力约9万千瓦，未发
生发电量及燃煤消耗超指标情况。

为了配合政府做好企业“一户一卡”签
订工作，5月 6日至 31日，该公司对列入重

污染天气预警管控的830家直供企业，送达
预停限电通知书，逐一进行电量监控。同
时，建立日汇报制度，每日将监控企业用电
量情况及时向市环境攻坚办、市工信委进行
报送，时刻做好配合政府执行停限电工作。
目前，已接受政府停限电文件23份，配合政
府完成执行停限电77家企业。

“以前烧煤取暖，到处都是黑乎乎的灰
尘，现在用上了家用取暖炉，卫生、环保。”“我
们采纳了供电公司的建议，实施了油改电，不
但污染环境少了，产品质量好了，而且生产成
本降了。”记者在走访多家居民和企业电力客
户时，电能替代带来的好处真是说不完。

“坚持绿色发展，守护山阳蓝天。国网
焦作供电公司立足实际、深挖潜力，通过全
员、全方位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大力构筑
蓝天工程，在建设美丽焦作、服务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中当先锋、作表率。”该公司总经理
李大鹏说。7

焦作市农信办

“五个坚定不移”
助推主题教育活动落地

今年 49岁的苏新国来自修
武县周庄镇。2014年，他在沁阳
市西万镇邘邰村承包了200多亩
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去年，他又
在该市山王庄镇马庄村承包了
400余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今
年小麦产量和质量都比去年好一
些。我们已经和种子公司谈妥了
收购事宜，每斤1.2元。600多亩
地能收入 50多万元。”估算着今
年的收成，望着手里籽粒饱满的
麦穗，苏新国难掩丰收的喜悦。

喜悦的背后苏新国也有烦
恼。去年受气候变化和病虫害影
响，他种植的大豆亏损严重。“随着
农业机械化的推进，需要干农活的
人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是不需要人
才，而是需要更具备专业知识的人
才，希望有关部门能多送专业技术
到田间地头，保障粮食增产和农民
增收。”苏新国说。7
本报通讯员 邓晓芳 摄影报道

种粮大户的
新期盼

河南晋煤天庆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过程全程采用DCS计算机控制 本报资料图片

图① 劳作之余，苏新国和农
户算收入账。

图② 为确保颗粒归仓，苏
新国要不时提醒农机手注意收
割路线。 ②②

①①

地方观察/焦作│162019年6月25日 星期二
统筹 张华君 陈学桦 组版编辑 李岚 美编 党瑶

●● ●● ●●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 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2.00元（今日郑州市、商丘市、焦作市为 16个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