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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头是澄澈瓦蓝的天空，远
眺是宽敞整洁的马路，眼前是竞
相绽放的鲜花……不是世外桃源
却胜似世外桃源呀！”2月 22日，
春日暖阳下的博爱县人民公园
内，68岁的退休教师张小喜妙语
连珠。

立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近年来，博爱县大
力推进“旅游+农业、商贸、工业”
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以业态融合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实现了生态环
境由“半城煤土半城灰”向“半城绿
色半城水”转变、人居环境由“黑色
灰色”向“湖光山色”转变，走出一
条旅游引领、多产融合的高质量发
展“蝶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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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通讯员 申磊）
“这次线上培训太给力了！从思想教育、能力提升、视野
开拓等方面全方位‘充电’‘造血’，新春不打年盹儿，元气
满满地开工啦！”2月 23日，焦作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功凯
说。

人勤春来早，笃学提素质。在“十四五”开局之际，焦
作市税务局组织开展“怀川春学”全系统综合视频培训，
为全系统干部收心鼓劲，加压奋进。此次培训为期 2天
半，全系统1400余人分项参加专题培训。

焦作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秦基选在开班仪式上
说，辛丑牛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开好头、起好步
至关重要。全系统要将思想统一到总局、省局、市局确
定的工作目标上来，将上情下达与狠抓落实结合起来，
实现全系统方向一致、目标一致、节奏一致；要将顶层
设计与工作实际完美融合，在党的建设、税收征管、纳
税服务、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形成整体构架，扬长补
短、统筹谋划、统一推进；要发扬“三牛”精神，在为民服
务中把责任扛在肩上，在创新发展上谋新篇，在艰苦奋
斗中解难题，以更好状态、更强信心、更高水平推进各
项工作稳步提升，向总局、省局和各级政府交出一份满
意的答卷。

据悉，该局 22个科室和稽查局按照总局、省局工作
会议精神，紧密结合焦作税务工作实际，已组织开展 26
项专题讲座，分解分析了 2021年工作重点，明确明晰了
目标要求，突出强调了方法措施和实现路径，为实现全
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通讯员 吴
柯）记者日前从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1年 1月份全省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获悉，1月焦作市空气质量迎来“开门
红”，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第一。

1月份空气质量的改善来之不易，在持续开展“蓝天
保卫战”各项举措的基础上，该市坚持“治、建、调”并举，
以“四大结构”调整和“三散”治理为重点，既强化管控，又
加快治本，持续扩大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成果。

据了解，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排名情况由好到差
的前六名依次为：焦作、鹤壁、郑州、安阳、洛阳、驻马
店。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2 月 22
日，记者从焦作中旅银行获悉，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
该行资产总额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12.15 亿元，较
2015 年同期增加 595.09 亿元，增幅 142.69%，年复合
增长率 19.40%。至此，该行成功进入了城商行“千亿
元俱乐部”。

2020 年，该行依托集团产业链，将目前单点和局
部的旅游金融服务升级形成服务于整个旅游供应链
的金融服务，依托真实场景提升风控能力。截至去年
12月末，共向客户提供商旅服务逾 4.8 万人次，商旅权
益交易总额达 674.63 万元，商旅专线客户满意度达
99.77%。

站位新起点，焦作中旅银行有了新的谋划。“省政府
已经把文化旅游工作放到全省发展战略全局中审视谋
划，这为焦作中旅银行未来的工作方向提供了充分的畅
想空间。”该行行长游翔说，焦作中旅银行目前正与河南
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洽谈合作。

据介绍，双方将根据省政府构建的“一带一核三山
五区”文化旅游发展布局，通过“一揽子”综合融资服
务、旅游全产业链咨询服务、基于中国旅游集团总部支
持的旅游资源共享服务等内容，打造全方位贴合文旅产
业发展的生态圈，推动河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8

焦作 1月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全省第一

焦作中旅银行跻身“千亿元俱乐部”

致力打造文旅产业新高地

“怀川春学”集中培训

开启元气新一年

项目建设“犇”出开门红

焦作市纪委监委坚持抓实抓细、纠建并举

靶向发力深化作风建设

2 月 21 日，国网温县供电公司青年志愿者来到
该县文化广场，向放风筝的小朋友及家长们宣传放
风筝一定要在空旷地带，远离供电线路的安全常
识。8 云霞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通讯员 郑治
国 宋国娟）2月 22日，记者从农行焦作分行获悉，今年
以来，该行因地制宜，全面谋划，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适
应性、普惠性和主动性，各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为2021
年业务经营开好局、起好步。

该行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支持重大项目和
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服务新发展格局特
别是服务“三农”、乡村振兴为己任，探索服务“三农”的新
模式、新思路，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活水。

围绕优势行业、产业集群，以“惠农 e贷”、聚合码为
切入点，综合营销掌银、理财、信用卡等产品；通过推广

“纳税e贷”“抵押e贷”等线上产品，主动做好跟投跟贷，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推行“线上+线下”办贷模
式，通过网捷贷、“教师e贷”、“医护e贷”等产品，全面满
足个人客户差异化融资需求。8

农行焦作分行

多措并举开好局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一年之计在于春，项目建设正当时。2
月 20日，河南奋安铝业有限公司年产 10万
吨高端工业铝型材项目、衡水泰华教育综合
体项目、金玉米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开工，拉开
了焦作市总投资达 968亿元、171个重点项
目加速建设的序幕，努力“犇”出新春开门红。

“项目是发展的强力引擎、硬核支撑。”
焦作市发改委主任唐毅说，此次项目集中开
工将稳定扩大就业、拉动有效投资、促进消
费升级，形成巨大的综合带动效应，为实现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快融入新发展格
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孟春时节，怀川大地到处可以见到热火
朝天的建筑场面、机器轰鸣的厂房车间、繁
忙奋战的项目建设者，焦作干部群众正以坚
定的决心和满腔的热情，强力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演绎着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抓发展必须抓经济，抓经济必须抓项
目。经济社会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要想不
断前进，都需要有项目支撑。”1月 13日，焦
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
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说，该市坚持项目为王，做到了以项目建设

稳增长、提质量、增后劲。
近年来，焦作牢固树立项目为王观念，

2016 年举办豫商大会，2017、2019 年连续
举办“一赛一节”，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签约
项目370个、总投资4270亿元。

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焦作创新开展云

招商，签约项目127个、总投资1324.4亿元；
狠抓项目建设，全年 67个省考核重点项目
完成年度投资目标的161.2%，337个市重点
项 目 完 成 年 度 投 资 目 标 的 164.2% 。 在
2020年全省重大项目“四比四看”考核中，
二、三季度分别居全省第二、第三位。

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焦作市市长
徐衣显说，全市上下坚持“项目为王”不动
摇，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补短板、惠
民生的有效途径，以“高质量项目攻坚行动”
为抓手，加强谋划储备，精心组织调度，优质
高效服务，推动全市项目攻坚实现“五大倍
增”，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压舱
石”的关键支撑作用。

同时，焦作持续推进重点项目暨产业转
型攻坚观摩，“一季一观摩、一点评、一通
报”，2019年全市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 651家、占全市 54.3%，数量较 2015年
增长近1.2倍。

2016、2017年，焦作获省表彰产业集聚
区数量与郑州市并列全省第一，2018年位
居全省第二，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西部园
区以综合评分全省第一被商务部认定为国
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2020年焦作市省级
经开区新增4家、达6家，新增数量和总量均
居全省第一。

时下，行走在怀川大地，如火如荼的施
工现场，机器轰鸣的马达声不绝于耳，建设
者们挥汗如雨，吹响了项目建设集结号，释
放着催人奋发的干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
展景象，为焦作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新动能。8

“我们以全域旅游创建为契机，以壮士断腕的
勇气，关停小散乱污企业近 1000家，并鼓励其向
旅游等三产相关行业转移，推动产业向绿色环保
转型升级。”博爱县委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旅游引
领，该县实现了产业发展由“黑色经济”向“绿色产
业”转变。

生态环境从“半城煤土半城灰”到“半城绿色
半城水”。博爱县在大力治理废弃矿山、复垦土地
的同时，同步开展绿化美化行动，建成了 6大公
园、12个街头绿地、18个节点游园，实现了“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城区绿地覆盖率达40%，森
林覆盖率达31.26%，成功创建了省级森林城市。

人居环境由“黑色灰色”到“湖光山色”。近年
来，通过不间断的植树造林，该县累计栽植苗木
250万株，绿化面积 1333.34公顷，初步形成了以
青天河景区为龙头，东部现代农业体验、西部竹林
水乡观光、南部乡村休闲、北部四季花果采摘的全
域旅游大美景观。

如今，博爱县绿廊相连、水网相通、文脉相续、
城园相融，以全域旅游创建为引领成长的脉络清
晰可见。在这片古老与现代交融的大地上，全域
旅游正带动这座豫北小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上行稳致远。8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王璐

“会上被点名批评，提出的问题直戳痛
处，真是如坐针毡呀。”一家单位负责人在被
约谈时袒露心声。

前不久，在焦作市会议中心召开了一场
“辣味”十足的会议。该市纪委监委对环保
攻坚和“四城联创”工作不力单位进行了集
中约谈，并对相关单位启动了问责程序。

认真碰硬的作风检验，让一些行动不力
的单位负责人“红脸出汗”，让参会的其他单
位负责人压力山大。

像这样通过约谈传导压力，已经成为该
市持续深化作风建设的常规举措。

近年来，焦作市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转变作风抓落实、
优化环境促发展”为载体，在精准上下功夫，
在深化上求突破，抓实抓细、纠建并举，让求
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通过调研排查，该市制定下发《全市集中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进“转变作风抓落
实、优化环境促发展”活动常态长效的实施意
见》，从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制度机制、监督检
查等方面，树起了“方向标”，划出了“路线图”。

在具体实践中，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
省委市委中心工作、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出重拳、用实招。建立市、县、乡同步推进，
行业部门上下联动的作风建设工作格局，每
月召开作风建设通报会，集中交办、督促落
实，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同

时开通《作风建设热线》专栏，已有 57家部
门负责人现场回应群众关切，设立“通报曝
光台”，以“问政+问责”倒逼干部作风转变。

作为“转变作风抓落实、优化环境促发
展”活动的直接推动者，焦作市纪委监委坚
持问题导向，不断强化监督职能。成立督查
检查专班，选聘社会监督员，深入机关、企
业、社区、工地等明察暗访，广泛收集问题线
索。建立“直通车”机制，在重大项目、重点
企业、服务窗口设立 362个观测点，搭建问
题收集、受理、调查、反馈的直通直报体系。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推进作
风建设，如何避免“雨过地皮湿”？对此，焦
作找准突破口，做实做细“结合文章”，确保
作风治理常态长效。

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治理与整治文山
会海相结合，出台措施，开短会、拎重点、亮

“干货”成为常态；与审批便民化相结合，打
造“企业纾困 360”平台，推行“一网通办”，
实现“最多跑一次”；与干部激励考评、强党
性正作风相结合，选派一批党员干部下沉疫
情防控一线，锤炼干部作风；与优化营商环
境、护航小微企业相结合，提升服务企业能
力，助力“六稳”“六保”落实落细。

在做好“结合文章”的同时，针对做事不
实、为官不为、有责不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运用谈话提醒、集中约谈、及时交办、重
点督办等方式，开展作风问责专项行动。去
年以来，焦作市共查处作风类问题线索 342
起，问责462人，党纪政务处分219人。8

由“半城煤土半城灰”到“半城绿色半城水”，从“黑色灰色”到“湖光山色”，看——

博爱如何走好“旅游引领、多产融合”路

“以前这都是荒地，风一吹，满面灰土。”悠扬的怀
邦在聚贤湖畔响起，张小喜和老伴正在享受午后的美
好时光。提起聚贤湖的“前身”，张小喜感叹不已。

作为传统的晋煤外运集散地，博爱面临着改善
环境和发展经济双重压力。

面对困局，博爱县确立了“由传统晋煤外运集散
地、非煤采矿区向晋东南豫西北重要节点城市转变”
主题思路，强力实施环境治理工程，重塑博爱“太行
山下小江南”的美丽形象。

实施“以水润城”工程，以“竹林水乡生态县”建设
为引领，大力实施水系建设改造，投资22亿元实施水
系提升工程，打造“九水润博爱，九河九主题”水系景
观，“三纵六横三湖一湿地”城区水系实现全部贯通。

实施“以绿荫城”工程，以创建省级森林城市为
契机，实施绿色廊道建设工程，构建城乡一体化绿色
框架体系，初步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城乡一
体、山川衔接、田林交错、点面结合、多层次立体化”
的秀美格局。

实施“生态美城”工程，创新实行生活垃圾收集、
转运和处理一体化市场运作模式，在焦作市首先实
现城乡环卫一体化；以“山、水、路、田、城、村、竹”七
大板块为重点，开展“全域美化”，打造“一街一景，一
路一貌”新形象，成功晋级“全国平原绿化先进县”。

去冬今春，在博爱县电商大
厦，姜糖膏、蔬菜、太行林果等产
品搭上“电商快车”走向全国各
地。据悉，通过扶持本土电商企
业实现集群发展，该县怀姜制品
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 90%、澡巾
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70%。

这是博爱县立足县域实情，
统筹规划布局山区、城区、乡村三
大板块，按照“宜居、宜业、宜游”
的建设目标，深化业态融合，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旅游+农业”助推第一产业
向观光型现代农业转变。该县以

“博爱怀姜、孝敬蔬菜、太行林果”
三大品牌为核心，重点培育打造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
业。同时，培育打造了 12个乡村
旅游示范点、26家农业休闲观光
园，初步形成东部现代农业体验
游、西部竹林水乡观光游、南部乡
村休闲游、北部四季花果采摘游
的乡村格局。

“旅游+工业”倒逼第二产业
由资源依赖向生态主导转变。该
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开展煤炭
集散地集中清理整顿和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并积极开发工业游，先
后将伊赛肉业和博农乳业打造成
为国家AA级工业旅游景区。

“旅游+服务”促进第三产业
向现代服务业转变。该县充分利
用焦作市高铁站选址博爱的契
机，规划建设高铁新城，打造区域
交通物流中心，还先后引进豫西
北晋东南区域气源储备中心、日
照港豫北物流园等一批现代新型
服务企业。

“旅游+电商”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作为“首批国家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该县根据
电商特色化、品牌化需求，打造了
怀姜食品、太行山货等七大系列
品牌，此外，该县还召开全国旅游
电商合作大会，博爱美景、美食搭
上互联网“班车”走向全国。

实施生态修复
重塑博爱美丽形象

实现“三个转变”
改革助推完美蝶变

深化业态融合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博爱县幸福湖公园博爱县幸福湖公园。。88 博轩博轩 摄摄

焦作世合万达广场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焦作东部新的商业地标。8 刘金元 摄

奋斗开新局奋进“十四五”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尚霖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