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别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企业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项目名称

郑州伟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山川盛世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河南省皓泽电子有限公司

焦作市超捷科技有限公司

华鹰机电

蓝海精工

焦作市鸣雷带压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修武县鑫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圣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联丰良种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焦作天裕精密光学有限公司

焦作市青荣电子磁业有限责任公司

遇见丫姆

焦作市诗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微力团队）

焦作市兔比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酷风乐器有限公司

焦作市鹰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常春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农淘乐

博爱县老沙家牛肉丸子店

许家农园

焦作凯盛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焦作萨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even

行思团队

HPU创客队

城市蜻蜓

焦作师专物联网创新小组

怀锦助农创业文化小组

共享农用植保无人机团队

组别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初创组

创意组

创意组

创意组

创意组

创意组

创意组

创意组

法人

王亚伟

司福源

林 聪

孙 超

许宝玉

常 春

余鸣雷

王广亮

张 梅

皇甫忠良

靳建新

王青山

刘秋秋

王家辉

李彦鑫

法人

张 宁

张冬冬

邓利民

李琳琳

沙艳琴

许玉文

樊凯凯

孙振东

司 思

王腾翼

苏晋城

黄韩盛文

牛全营

蒋素芹

张家兴

焦作市2017“火马杯”创新创业大赛
晋级淘汰赛名单公告

焦作市2017“火马杯”创新创业大赛复赛于11月12日举行，共有50组团队参加复赛。经过为期一天的激烈角逐，按照
成绩从高到低顺序，最终产生30强选手晋级淘汰赛，其中初创组晋级13名、企业组晋级10名、创意组晋级7名。现将晋级
淘汰赛名单予以公告。

焦作市2017“火马杯”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2017年11月14日

焦作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

11月12日焦作市环境质量状况

城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各县(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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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詹长松）记者
从昨天召开的全市2017年蓝天风
暴联合执法活动动员大会上获
悉，我市决定从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环
保、公安等多部门蓝天风暴联合
执法活动，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有效保障今冬明春
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今年是“大气十条”的终考之
年，完成考核指标意义十分重大。
截至目前，我市空气环境指标距省
定目标仍有较大差距，完成全年
任务压力巨大，面临的形势异常
严峻。为此，市攻坚办严令各类
排污企业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执行环境应急管控指令，
但仍有个别企业存在侥幸心理，

顶风违法现象时有发生。为坚决
遏制各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市
环保、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组建
一支高效快速的环境联合执法队
伍，重拳出击、严管重罚，以司
法力量守护焦作蓝天白云。

此次联合执法活动，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综合运用罚款、按日连续处
罚、责令限产停产、查封扣押、
限电断电、报请政府停业关闭、
行政拘留、对涉嫌污染环境犯罪
立案侦查等各项行政和刑事措

施，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犯罪
行为。

据悉，此次联合执法活动以
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为主，以
冶金、水泥、钢铁、玻璃、砖
瓦、建材、耐材、矿山开采、火
电、化工、橡胶加工、喷漆涂
布、加油站油气回收、土小企业
等行业为重点，重点打击不正常
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情况，以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在重污
染天气管控期间超总量排放污染
物等环境违法行为；超过国家和
地方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
行为；在线监控数据存在造假以
及超标达到 2 小时以上、拒不落
实停产措施的工业企业；各类料
场、堆场和生产环节等无组织排

放粉尘和废气、不进行有效防治
和收集处理的环境违法行为；发
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后，拒不按照
预警等级落实限停产的工业企
业；采暖季错峰生产期间拒不落
实限停产的工业企业；使用尾气
超标的运输车辆进行物料运输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在禁止区域使
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环境
违法行为；《北山生态环境管理条
例》管理范围内的矿山和生产性

企业场地道路管理、车辆运输等
方面的环境违法行为。同时，依
法打击反弹的“散乱污”企业，
依法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
废物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打击其
他涉嫌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

“此次联合执法活动期间，鼓
励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一经
查证属实，将按照环境举报奖励
制度对举报人加倍予以奖励。”市
攻坚办一位负责人表示。

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蓝天风暴执法活动
重点打击各类涉气环境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丰舒潍）为方便
用户用暖，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今
冬设置了两套客服系统：除了正常
开启的报修电话3681088外，还将
集中供热区域分为4个供热所，每
个供热所设置 4 个片区进行管理，
方便用户就近报修。16 个片区的
报修电话为：

第一供热所（电话：3656161），
对应两个服务大厅：太行路赛纳溪
谷小区东门（电话：3659980）、友
谊 路 万 联 世 纪 城 小 区 （电 话 ：
3689499）。

所属四个片区的报修电话分别
为：一片区13393885710，张万升；
二片区 13393880651，杨国建；三
片区13393880617，祝国庆；四片

区13393885708，单志强。
第二供热所（电话：3656262），

对应一个服务大厅：建设路金色领
地小区（电话：3655152）。

所属四个片区的报修电话分别
为 ： 一 片 区 18939151439， 孙 国
民 ； 二 片 区 13333910559， 秦 有
利 ； 三 片 区 13333915839， 吴 亚
男；四片区18137217167，殷建华。

第三供热所（电话：3689985），
对应两个服务大厅：绿源热力有限
公司院内（电话：3659993）；人民
路高尚小区（电话：3681072）。

所属四个片区的报修电话分别
为 ： 一 片 区 13393885701， 刘 发
奎 ； 二 片 区 13393885703， 刘 胜
利；三片区 13393885705，张明；

四片区13393885707，范嗣瑄。
第四供热所（电话：3656464），

对应一个收费大厅：人民路美中城
小区（电话：3583390）。

所属四个片区的报修电话分别
为：一片区 13393885711，徐华；
二片区 13393885709，慕雪亮；三
片区 13393881900，郭东臣；四片
区13393885713，付杰。

市绿源热力有限公司提醒，供
热部门已将各服务电话张贴在各居
民小区的公示栏内，用户可直接到
小区内查询、记录，方便使用。据
悉，16 个片区的报修电话在采暖
季的每天8：00～24：00开通，其
余时间用户可拨打 24 小时报修电
话3681088。⑨

今冬集中供暖有问题请打服务电话
绿源公司公布16个片区服务电话号码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 11 月
11日7时，第五届（2018）国际自
行车8天川藏极限挑战预选赛（太
行山分站）在焦作影视城开赛，来
自全国各地的 50 余名精英组选手
参加了此次比赛。

据悉，第五届（2018）国际自
行车8天川藏极限挑战预选赛作为
一项国际性、高规格的赛事，再次
在我市举办，并将挑战的路线安排
在南太行山中，这得益于焦作丰富

多彩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文化。经过
两届赛事的成功举办，焦作影视城
已成为国际自行车8天川藏极限挑
战预选赛指定举办地。

赛事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挑战的路线模拟真实的川藏线，
途经焦作红砂岭、七贤镇，新乡薄
壁镇，山西晋城市、陵川县等地，
山脊、峡谷、单边悬崖、盘山路等
地形复杂多变，比赛过程充满耐力
与速度的挑战。比赛中，参加比赛

的选手经过长达330公里、十几个
小时的骑行大战，11月11日19时
到12日7时陆续返程。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浙
江省温州市的骑手蔡凯于 11 月 11
日19时40分率先到达终点焦作影
视城，以12小时40分的成绩第一
个完成330公里挑战。第二名是来
自陕西省西安市的骑手耿晓辉，用
时 12 小时 44 分，与第一名仅差 4
分钟。

国际自行车8天川藏极限挑战预选赛
在焦作影视城举行

翻开今天的 《焦作日报》，您最喜欢哪篇报道？
您最看好哪幅图片？您最欣赏哪块版面？动动手指，
轻敲键盘，作出您的选择，讲出您的理由。

参与方式：焦作日报官方微博推出《焦作日报天
天读》栏目，发布当天《焦作日报》版面，评报只需
下载《焦作日报》手机客户端，阅读当天的《焦作日
报》，在此微博后跟帖评论，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说明
理由，就有机会登上第二天的《焦作日报》（评报时
间为9时至17时）。每天产生评报“三甲”（本报采编
人员除外），每人获赠5元稿费，后期将有更多实物奖
励。评选结果将通过次日出版的《焦作日报》和@焦
作日报发布。

@秋泉12：1版《让环保普法更接地气》，环保
关乎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从业人员，只
有将环保理念、意识与每一个从业者的自身利益挂
钩，才能真正触动他们，使他们学会自觉环保。

@益昌人：4版《让家乡特产“远走高飞”》，沁
阳四名“90 后”小伙利用“互联网+基地+农户+众
筹”的创业模式，在实现自身创业梦想和自身价值的
同时，也为农民卖掉了农产品，帮助农民致富，真正
让家乡特产“远走高飞”。

@不知潇湘在何处：6 版 《把握精准 科学规
划 合力攻坚》，市质监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积
极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明显，值得借鉴和推广。

昨日作品“三甲”：1版《让环保普法更接地气》
共获评论91条、点赞987个；4版《让家乡特产“远
走高飞”》共获评论85条、点赞901个；6版《把握
精准 科学规划 合力攻坚》 共获评论 80 条、点赞
814个。

本报讯（记者杜玲） 11月13
日，我市 2017“火马杯”创新
创业大赛复赛在焦作循环经济
产业集聚区科创中心举行。50
个参赛项目（选手）分为初创组、
创意组、企业组 3 个组别，角
逐出30个项目（选手）晋级淘汰
赛。

记者在现场看到，比赛采取
“10+5”（即选手 10 分钟路演+5
分钟评委提问答辩） 模式进行，

同时通过PPT或视频等方式展示
参 赛 项 目 （产 品 、 技 术 、 服
务），评委就项目特点进行提问
并现场打分。

此次复赛评委中有行业专
家、投资机构负责人和企业家。
据大赛组委会评审组负责人介
绍，每个组由9位评审专家组成
评委，评审期间各评委独立评判
打分，坚持一个标准贯穿始终，
确保评分结果客观公正。另外，

比赛参照公务员面试流程，采取
“三抽签”方式，即复赛评委、
工作人员分别通过抽签确定所在
场次；参赛选手通过抽签确定参
赛顺序，按照抽签序号先后进
入赛场比赛，确保大赛公平公
正。

当天，初创组决出13支参赛
队晋级决赛，创意组决出7支参
赛队晋级决赛，企业组决出10支
参赛队晋级决赛。

2017“火马杯”创新创业大赛复赛结束

30个项目（选手）晋级淘汰赛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记者施雨岑） 教育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13日发布《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监管暂行办法》，规定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
高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
作要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
位。

办法明确，尚不具备独
立评审能力的高校可以采取
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
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
高校副教授、教授评审权不
应下放至院 （系） 一级。高
校主管部门对所属高校教师
职称评审工作实施具体监管
和业务指导。教育行政部
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门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
实施监管。

办法指出，高校每年 3

月31日前须将上一年教师职
称评审工作情况报主管部
门。高校职称评审过程有关
材料档案应妥善留存至少10
年，保证评审全程可追溯。

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及高校主管部门将
采取“双随机”方式定期按
一定比例开展抽查。根据抽
查情况、群众反映或舆情反
映较强烈的问题，有针对性
地进行专项巡查。

根据办法，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中申报教师一旦被发
现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等情
况，将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
定处理。因弄虚作假、学术
不端等通过评审聘任的教
师，撤销其评审聘任结果。
对违反评审纪律的评审专
家，将被取消评审专家资
格，列入“黑名单”。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将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热线提醒

信息播报

11月12日，焦作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为良，空气质量
指数（AQI）95，全省排第12名。

区域

解放区

山阳区

示范区

马村区

中站区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数值

89

97

95

107

104

排
名

1

3

2

5

4

PM10

浓度
（μg/m3）

128

142

139

163

157

排
名

1

3

2

5

4

PM2.5

浓度
（μg/m3）

64

65

65

73

65

排
名

1

2

2

5

2

区域

博爱县

孟州市

沁阳市

温 县

武陟县

修武县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

数值

104

87

85

85

90

98

排
名

6

3

1

1

4

5

PM10

浓度
（μg/m3）

158

116

117

116

127

146

排
名

6

1

3

1

4

5

PM2.5

浓度
（μg/m3）

/

64

54

63

67

73

排
名

/

3

1

2

4

5

公 告
孟州市河阳大街中段原焦作市农枝花超市有限

公司的土地一宗（土地证号：孟国用（2013）第048
号，面积为4456.75平方米），属于焦作市8·15（廉
金枝）案件涉案资产。焦作市8·15（廉金枝）专案
工作组受孟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孟州市公安局委托，依法经焦作市乾诚拍卖公
司公开拍卖成交，买受人为温县永兴房地产置业有
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原土地使用证自行作废。

特此公告
焦作市8·15专案工作组

2017年11月14日

记者昨日从市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
根据预测，受污染物累积和
输送影响，按照《焦作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7年
修 订） 》（以 下 简 称 《预
案》）规定，我市自11月13
日18时起，启动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黄色（Ⅲ级）预警。

我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黄色 （Ⅲ级） 预警启动
后，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

《预案》中规定的职责，结合

我市新修订的重污染天气应
急减排措施项目清单，严格
落实Ⅲ级响应措施。在此期
间，若市政府发布更严格的
管控措施，则执行更严格的
管控措施。

据悉，本次黄色预警解
除时间另行通知。在管控期
间，各有关单位要按照《预
案》规定的信息报送内容要
求，于每日 9 时前、17 时前
分两次上报应急响应情况和
日报信息。 詹长松

我市昨日18时启动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黄色（Ⅲ级）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