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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中站区举行2020年第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19个“大块头”项目集中开工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王钰博 文图

本报讯 在全区深入开展
“学湖州晋江，促高质量发展”
活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6月
29日上午，焦作全市2020年
第二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中站
区分会场活动在焦作集越纳米
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年产25000
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现场举

行。
焦作市中站区区委书记董

红倜宣布项目开工，区委副书
记、区长赵红兵致辞，区委常
委、常务副区长李晓林主持集
中开工活动。区领导蒋艳慧、
赵蜜腊、杜洪波、古小六、毋小
庄、许庆林及区直机关、各办事
处、项目单位、施工单位负责人

出席开工活动。
近年来，焦作市中站区紧

紧围绕“三区四基地”总体定位
和战略布局，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深入实施项目带动战
略，以大项目引领高质量发展，
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中站。
这次集中开工的19个项目，总
投资31.2亿元，涉及先进制造
业、文旅康养、基础设施、生态
环保等多个领域，市场前景好，
带动能力强。这些项目的集中
开工，必将为中站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城市高品质建设注入
新的动能。

董红倜表示，中站区将坚
持“无事不扰、有事必服”理念，
营造高效的政务环境、开放的
市场环境、公平的法治环境，全
力支持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
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加快形
成“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
一批”的良性循环格局，为中站
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蓄积后
劲。

焦作市中站区区委书记董红倜宣布项目开工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周年，进一步激发检
察干警树立宗旨意识、服务意
识和爱岗敬业的热情及责任
感，6月19日，焦作市人民检
察院举行了以“迎七一、抓落
实、勇担当”为主题的演讲比
赛。

来自机关各支部的14名
参赛选手通过鲜活的故事、深

情激昂的演讲，表达了如何锤
炼坚强党性、争当先锋模范，如
何不忘初心、奋发图强，如何牢
记使命、秉持宗旨，践行好一名
人民检察官的铮铮誓言。经过
激烈角逐，四名干警分获一、
二、三等奖。

下一步，部分获奖人员将
作为代表参加全市检察系统

“迎七一、抓落实、勇担当”演讲

比赛。
焦作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

责人说，此次比赛，给检察干警
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进一步增强了干警的党性意
识，激发了工作热情，希望广大
干警一定要牢记党的光辉历
程，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
为，争当先锋模范，为建设精致
城市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讯 以案促改工作和
2020年“纪律作风深化年”
活动开展以来，沁阳市公安局
突出问题导向，采取“三严三
禁”措施，规范伤害类案件办
理，进一步加强执法规范化建
设，提升执法公信力。

严格裁决案件程序，禁止
发生办“黑案”“隐案”。对查
处的所有所裁案件必须严格
按照有关程序依法办理。从

出警、抓获、收缴、调查询问、
处罚各个环节执法记录仪全
程录音录像，并留存备查。

严格办理伤害案件程序，
禁止发生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在办理伤害类案件时要
严格办案程序，每起警情从出
警到现场处置必须全程录音
录像。

严格执法监督，禁止发生
执法过错。法制、治安、督察

等部门采取网上巡察、抽查等
方式加强执法规范化监督检
查。紫陵派出所等基层派出
所每天早例会对执法情况进
行通报，及时整改执法方面问
题不足。

5月份以来，该局检查执
法办案场所18个，发现整改
门禁、卫生等问题，检查警情
343起，及时发现并纠正处置
不规范等问题。

本报讯 6 月 26 日下
午，沁阳市公安局组织开展
队列会操比武，全面检验全
警实战大练兵训练成果。

根据抽签顺序，各支队
伍按照整队报告，科目下
达：立正、稍息，敬礼，跨立、
立正;停止间转法；行进（齐
步、跑步）的顺序进行，逐一
进行会操演练。

为保证训练效果，大家
充分克服工学矛盾，抽出班
外时间开展训练。紫陵派

出所党支部方队狠抓动作
细节，不畏酷暑，口号声起，
不顾汗水浸湿衣裳。治安
大队支部方队所有人员加
班加点进行训练，无一请假
或中途退场，士气高昂不
减，特别是郭占红、张锡誉、
魏新成三名老所长，带头参
训，郭占红强忍坐骨神经疼
仍坚持训练。这次全警实
战大练兵，推动了各项公安
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
消防队伍的理论素养，以扎
实的理论知识促进队伍发
展，焦作市消防救援支队建
立“轮流授课”制度，在认真
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
上，深入学习消防救援队伍
相关条令纲要，努力打造学
习型消防救援队伍。

据悉，授课人员是从各
中队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
授课前授课人员要提前拟
定授课课题，并结合自身经
验，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课。

此外，为了不影响消防指战
员高强度训练后合理休整，
轮流授课活动安排在每周
二、周五晚上进行，授课结
束后，授课班相关负责人组
织大家进行交流点评，大家
在观点碰撞中，相互提升，
共同进步。

从5月份到现在，焦作
支队已组织开展6期轮流
授课活动，下一步焦作支队
将进一步丰富授课内容，创
新授课形式，实现以教促
学、以学促进的目标。

本报讯 为确保一年一
度的高考安全顺利举行，焦
作市公安局山阳派出所统
筹推进打防管控各项工作，
做好预警预防，及时发现、
及时掌控，确保高考安保万
无一失。

该所党委高度重视此
次高考安保工作，多次召开
党委会议，要求全所民警要
把高考安保当做必须做好、
坚决做好的政治任务，进一
步维护好考点秩序。治安
大队提前踏勘考场，制定
《高考安保方案和突发事件
处置预案》规定，在各考点

门口50米区域提前设置警
戒线，严格禁止涉考无关人
员进入，确保考生、考务人
员安全进出；规范考点便民
服务点的设置，按照实际需
求，限定志愿服务者人数，
并强化对志愿服务者的教
育管理，确保担负起为考
生、考务人员服务的职责。

按照上级要求,结合
2020 年高考安全保卫方
案，6月16日，该所政委王
国燕主持专题会议，还部署
对辖区相关场所进行集中
清理清查工作，夯实工作责
任。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公
安局马村派出所快速反应、循
迹追踪，仅用17小时就成功侦
破一起焦作市公安局B级挂
牌督办特大盗窃货车及货物
案。

6月17日4时许，焦作市
马村区发生一起货车被盗案，
货车上的24吨铝棒一同被盗，
被盗货车及铝棒总价值达40
余万元。随后，焦作市公安局

马村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组，
强力攻坚。专案组民警全面仔
细查看现场遗留物品，详细询
问报案人，排查可疑人员，经
过现场勘查摸排，在焦作市公
安局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追查到了被盗货车和犯罪嫌
疑人可能出现的位置。专案组
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赴新乡追
查被盗货车，另一路赴修武抓
捕犯罪嫌疑人。

当天19时许，专案组民警
在修武县产业集聚区的一处
出租房内成功将犯罪嫌疑人
任某明抓获；21时许，另一组
民警成功找到被盗货车，车上
货物悉数追回。

经连夜讯问，犯罪嫌疑人
任某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本报讯 6月22日下
午，焦作市公安局马村派出
所党委召开“以案促改”专
题民主生活会。分局全体
班子成员参会，党委书记、
局长李大功同志主持。

此次会议紧紧围绕执
法理念、执法行为、执法作
风、执法公信力等方面，深
入开展“六查”，紧密联系班

子和个人实际，深入查摆问
题，深刻剖析原因，严肃认
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李大功表示，该所将把
通过“以案促改”活动焕发
出来的良好精神状态转化
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具体行
动，转化成马村公安的凝聚
力、执行力和战斗力。

沁阳公安局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狄国才 范立芳

焦作消防建立“轮流授课”制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李文静

焦作公安局山阳派出所确保高考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王巴黎

马村派出所党委召开民主生活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王凡

焦作市人民检察院举办“迎七一”演讲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实习生 王钰博

沁阳公安局“三严三禁”强法纪，“以案促改”落实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狄国才 范立芳

仅17小时，挂牌督办盗窃案侦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岩 通讯员 王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