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健教类

红 榜

■解放区在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小
手拉大手志愿者在行动”主题活动，组
织中小学生积极参与“四城联创”，引
导学生并带动家庭养成良好健康生活方
式。

责任单位：解放区教育局
责任人：李汹江 （解放区教育局局

长）
■解放区王褚街道征云发笺苑小区

环境卫生整洁，健康教育宣传栏设置规
范、更新及时，病媒生物防制设施完
善，创卫氛围浓厚。

责任单位：解放区王褚街道
责任人：王迎彩 （王褚街道党工委

书记）
■山阳区焦东街道利用设置宣传

栏、上门发放健康教育资料等方式，开
展丰富多彩的健康知识宣传及控烟宣传
活动，增强群众的健康意识。

责任单位：山阳区焦东街道
责任人：黄社奇 （焦东街道党工委

书记）
■中站区王封街道运输街安居楼楼

院管理到位，环境卫生整洁，健康教育
宣传栏内容丰富、更新及时，病媒生物

防制设施规范齐全。
责任单位：中站区王封街道
责任人：邓小庆 （王封街道党工委

书记）
■马村区学前中心幼儿园环境卫生

整洁，创卫宣传氛围浓厚，健康教育宣
传栏内容丰富、更新及时，创卫基础档
案资料齐全。

责任单位：马村区教育局
责任人：王娟娟 （马村区学前中心

幼儿园园长）
■示范区李万街道积极开展病媒生

物消杀工作，清除病媒生物孳生地，有
效降低了“四害”密度。

责任单位：示范区李万街道
责任人：陈城军 （李万街道党工委

书记）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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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要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县（市）区

沁阳市

孟州市

温 县

示范区

博爱县

武陟县

修武县

马村区

山阳区

中站区

“双替代”任
务数（户）

36321

27719

41670

16688

26916

46140

16648

11877

1268

2814

228061

“电代煤”供暖

任务数（户）

32821

25219

38170

15088

24216

43040

15248

10845

/

2414

207061

完成数（户）

30751

17089

22770

7713

11407

18542

5223

3588

229

20

117332

“气代煤”供暖

任务数（户）

3500

2500

3500

1600

2700

3100

1400

1032

1268

400

21000

招标情况

已开标

已发布招标公告

已发布招标公告

已发布招标公告

已开标

已发布招标公告

已开标

已发布招标公告

已开标

已发布招标公告

“双替代”供暖合计

合计
完成数（户）

30751

17089

22770

7713

11407

18542

5223

3588

229

20

117332

完成数占总任
务比例
84.66%

61.65%

54.64%

46.22%

42.38%

40.19%

31.37%

30.21%

18.06%

0.71%

51.45%

焦作市2019年度“双替代”供暖任务完成情况通报（截至9月20日）

本报记者 杨仕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市经济综合实
力显著提高，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1949年全市生产
总值0.72亿元，2018年为2371.5亿元，年
均增长10.3%。1992年我市提前8年实现生
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从
1978年算起，全市生产总值登上百亿元台
阶，用了16年时间，跨上五百亿元台阶又
用了12年时间，2009年突破千亿元大关，
2016年突破两千亿元大关。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增加
值的比例关系由1949年的71.4∶8.1∶20.5
调 整 为 1989 年 的 27.1∶ 45.2∶ 27.8， 到
2018 年进一步优化为 5.7∶56.6∶37.7。三
次产业结构在1989年发生了质的变化，由

“一三二”结构转变为“二三一”结构。全
市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9年
的8.1%上升到1993 年的51.5%，工业主导
型的产业结构逐步形成。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1989年首度突破千元
大关后，2007年突破万元大关，2018年更
是突破3万元大关，达到31499元。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49 年为 27 元，1979
年突破百元，1994年突破千元大关，2012
年突破万元大关，达到 10113 元，2018 年
达到17629元。

社会事业全面推进。先后建成了一大
批各级各类学校，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公
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不断改善就
医环境，提高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大力推进
体育设施建设，提升竞技运动水平；多项重
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落

实到了千家万户。2018 年，全市在校生总
数59.8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文化馆达到11个，公共图书馆8个，博物馆、
纪念馆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7处；
共举办各类赛事活动 84 场，获世界冠军 3
个、全国冠军23个；全市医疗卫生机构2715
家，拥有医疗卫生总床位数24514 张、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 22465 人；参加城镇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74.07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36.67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290.84万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58.66万人。

奋发图强七十年 不忘初心铸辉煌
——新中国成立70年焦作市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制图：汪 洋

本报讯（通讯员师班） 9
月21日上午，市委办公室召开
领导班子会议，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精神、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全市领导干部会
议精神，并就扎实推动市委办
公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深入开展，进一步提
升服务能力和工作水平进行安
排部署。市委常委、秘书长王
建修参加会议。

王建修指出，市委办公室处
于“四最一中枢”位置，要提升政
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先学一
步、学深一层，在学深悟透做实
上下功夫；要抓好贯彻落实，不

仅要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市领导干部
会议精神上示范带头、走在前
列，而且要发挥好统筹协调、督
导检查、信息报送等职能作用，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在焦作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紧 密 结 合 起 来 ， 协 同 推 动 、
相 互 促 进 ； 要 强 化 示 范 意
识，坚持当示范的标准、完
善当示范的措施，切实把主
题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
市 委 办 公 室 各 项 工 作 的 实
效，为打造“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在中原更加出彩中
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市委办公室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昨
日上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宫松奇到解放区、山阳区调研

“四城联创”工作，现场办公，
对发现的问题要求立行立改。
市市场监管局、城管局、交通
局、公安交警支队及市“四城
联创”指挥部相关负责人陪同
调研。

宫松奇一行先后到焦作影
视城、道清小学、大杨树街、
月季公园、山阳潮街、市中医
院人民院区、市图书馆、市科
技馆、锦祥商业街等处进行全
面检查。每到一处，宫松奇都
到学雷锋志愿者服务亭或服务

台前，仔细询问“文明使者”
开展了哪些志愿服务项目，要求
他们做作志愿服务，对群众提出
的意见认真整改、及时回复。

对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具
体问题，宫松奇要求相关部门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
高站位、提升标准，迅速整改
到位。宫松奇说，商业街要有
商业街的样子，所卖的食品要
做到干净、卫生，让老百姓放
心购买；商业街要注意细节，
朝精致化的目标迈进，加大创
建氛围营造力度，及时更新宣
传栏里的内容，更好地满足群
众的需要。

市领导调研“四城联创”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帆） 9 月
17日，全市检察机关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部署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孟国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与会同志观看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专题片，全体党员干警重温
了入党誓词。

孟国祥指出，要结合检察
工作实际，围绕“理论学习有
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
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做表率”的目标
任务，落实好“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抓实抓好“规定动作”，发
挥主观能动性，创新实践载
体，做好“群众来信件件有回
复”、公益诉讼等工作，展现检
察特色。他要求，要将主题教
育与当前各项检察工作任务有
机结合起来，与推进“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
合起来，与服务保障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结
合起来，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结合起来，努力打造品质检
察，不断推动新时代焦作检察
工作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全市检察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

本报讯（通讯员刘晓辉）为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全面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生
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央、省委
和市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要求，日前，市生态环境局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部署会。市委第二巡
回指导组应邀到会指导。市生
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县级领
导干部、副科级以上干部、环
保督导组成员及全体党员参加
了会议。

会议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进行了详细部
署。会议指出，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是
全党的一件大事，要结合污染

防治攻坚工作实际，深刻认识
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准
确把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

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从着
力提升政治站位、抓实一项根
本任务、认真贯彻 12 字总要
求、紧扣 5 句话目标、牢牢坚
持 4 个贯穿始终、坚决防止形
式主义 6 个方面，对开展主题
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指
导意见。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专
题片《廖俊波：俯首甘为“樵
夫” 为民披荆斩棘》。

市生态环境局召开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会

（上接第一版②）守正创新旅
游金融特色，释放更多普惠金融
红利。该行持续优化“i 旅游”
卡特色权益与商旅服务平台，“i
旅游”卡特色权益不断丰富优
化。按客群分层将权益分为服务
存量客户的“基础权益”、服务
高资产客户的“臻享权益”、服
务引流新客户的“限时权益”，
权益范畴以每月 26 日“i 旅游”
日 （景区）、“最 i 星期六”（餐
饮） 为代表，同时涵盖酒店、机

票及火车票预订、出国签证 （现
场录指纹）、机场及高铁贵宾
厅、直升机救援、航延险、商旅
出行用车等吃住行游购娱全过
程。

联通线上线下权益体系，旅
游金融服务网络更接地气。该行
依托微信银行、手机银行、商旅
平台等渠道，打造全方位的线上
权益体系，实现客户权益等级查
询、河南景区门票线上预订、特
惠商户线上展示、机场贵宾厅预

约、航延险理赔申请、签证办理
等功能，进一步增强了操作的便
捷性，丰富了服务渠道；整合银
行及OTA优势，通过电话渠道向
客户提供机票、火车票、酒店、
景区门票等商旅产品的咨询、预
订服务。

对接市智慧金服平台和省金
融服务共享平台，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据悉，焦作中旅银行已
全面对接市智慧金服平台，“酒店
客房间夜权质押贷”“旅行社周转

贷”两款旅游特色产品对接河南
省金融服务共享平台指定模块，
将对其旅游金融产品宣传与品牌
推广起到促进作用。

持续的高规格、有针对性亮
相，使该行旅游金融特色品牌形
象继续强化。今年年初以来，该
行成功举办“河南旅游先游后付
诚信联盟”发布会，先后参加国
家发展改革委主办的2019年全国
乡村旅游发展论坛、同程旅游主
办的“同驿贷”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发布会、2019年中国旅游景区
协会旅游景区投融资业务实操培
训班、河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
化产业项目洽谈会、第四届中国
文旅产业巅峰大会、“西藏旅游先
游后付诚信联盟”发布会等，其
特色发展之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
界的认同。

在旅游金融的特色发展之
路上，焦作中旅银行正以攀登
者的姿态，砥砺前行，勇往直
前！

（上接第一版①）13名区领导班
子成员下沉到分包乡镇（街道）
开展督导、指导，每周至少一次。
目前，解决突出问题30多个，推
动垃圾分类处理、乡村环境治理
等。380多名机关党员干部利用
工作之余和周末时间走街串巷，
步行排查问题，动手整改问题，
每周至少两次。他们捡拾垃圾，
清理地面痰迹、油污，规范店铺
门前秩序，纠正乱停乱放等，劝
阻不牵绳遛狗、闯红灯等不文明
行为，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群众
参与创建。中秋节假期，该区党
工委组织部、宣传部出动 20 多
名志愿者帮助分包街道清除垃
圾、维护秩序，受到好评。

该区6个乡镇（街道）200多
名党员干部坚持每天深入分包
点位，徒步工作，主动发现问题，

建立台账，立行立改，高标一流
解决问题。他们到任务重、困难
大、问题多的创建点位，深入每
条街道、每个楼院开展拉网式排
查，协助整治房前屋后乱堆乱放
等“十乱”现象。“脚板+手指”工
作法助推了苏家作乡近日在全
市“四城联创”非中心城区乡镇
（街道）中夺得第一名。

该区“四城联创”指挥部加
强督导考评“脚板+手指”活动
创建，每周统计、汇总各级各部
门参与活动情况，对活动效果好
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对重视
不够、组织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
批评。目前，各创建牵头部门严
格落实主体责任，按照分工履职
尽责，不折不扣地做好本单位、
本系统创建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四城联创”。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9月21日是第十九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武警焦作支队
举行了以“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梦”为
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军营开放活动，来自焦
作一中、丰泽园小学、环南一小、市水务公
司、焦煤集团武装保卫部等单位的师生、干部
工人500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开始前，环南一小学生代表为武警焦
作支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领导戴上红领
巾，表达对军营的热爱和对军人的崇敬之情。
随后，武警焦作支队的官兵进行了队列表演，
整齐的队列、雄壮的步伐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
声和喝彩声。接着，大家参观了官兵的宿舍、
饭堂、训练场以及武警焦作支队队史馆，对武
警焦作支队的历史沿革、担负的任务以及多年
来涌现的先进模范人物进行了深入了解。

武警焦作支队举行
全民国防教育日军营开放活动

昨晚，我市“‘学徐州扬州、促转型发展’，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歌咏比赛在龙源湖公园北广
场拉开帷幕，首场举行的是市直专场（一组）的比赛。图为市审计局代表队演唱歌曲《歌唱祖国》。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日前，中站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第十
五中学、市象棋协会共同举办了“2019 年中
站区青少年象棋比赛及剪纸比赛”。图为象棋
比赛现场。 崔竹英 王庆宴 摄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转
型升级筑梦新时代，聚焦聚力
颂歌献祖国。昨晚，市龙源湖
公 园 北 广 场 歌 声 嘹 亮 ， 市
“‘学徐州扬州、促转型发
展’，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
礼”歌咏比赛拉开帷幕，首场
举行的是市直专场 （一组） 的
比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
松奇和几千名观众现场观战。

宫松奇指出，歌以咏志，
歌唱主旋律歌曲本身就是一种
爱国主义教育，可增强干部群
众的凝聚力，能唱出昂扬的精
神状态，可以说，合唱爱国主
义歌曲，对大家是一种教育，
也是一种激励。相信这样的活
动，能促进我市文化建设和市

民精神品质提升，也可以促进
我市各项工作的开展。

首场比赛共有12支队伍参
赛，他们以澎湃的艺术激情和
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演唱了

《我和我的祖国》《青春舞曲》
《爱我中华》《龙的传人》等群
众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歌唱
祖国、歌唱党，唱出了主旋律
和正能量，唱出了我市广大群
众爱党爱国的心声。

经过评委现场认真打分，
市统一战线“同心向党”合唱团、
市教育局代表队最终晋级决赛，
决赛将于本月29日举行。

今晚，歌咏比赛将进行市
直专场 （二） 组的比赛，欢迎
市民前去欣赏。

我市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歌咏比赛昨日开赛

筑梦新时代 颂歌献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