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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秋）为贯彻
落实市委常委 （扩大） 会议精
神，切实将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
会招商引资活动办出实效、办出
实绩，市商务局认真研究如何将
才智招引与招商引资有机结合，
积极谋划筹备焦作市“才聚怀
川，商惠八方”招商推介等一系
列活动。

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院（校）地合作，打造新兴
科创名城，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我市
将在 10 月中旬举办焦作市首届
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
才引智大会。按照市委、市政府
要求，招商工作组成立了以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路红卫任组长，
副市长王付举任副组长，市政府

办、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局、
人社局、金融工作局、农业农村
局、文广旅局主要领导及各县
（市） 区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分
管领导为成员的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
引 智 大 会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筹 备
组，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主
要负责招商成果展及制订项目
签约工作方案，征集、汇总、

确定签约项目和签约嘉宾，组
织实施项目签约仪式等活动。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推进之中。

结合以往举办招商活动模式
和经验，市商务局作为牵头单
位，成立了签约项目、会见客
商、会场布置及后勤保障4个工
作组，局长任总组长，分管副局
长任小组长，统筹协调推进整体

工作；制订了《焦作市“才聚怀
川，商惠八方”招商推介暨项目
签约仪式活动方案》，下发了

《关于举办焦作市首届院 （校）
地科技合作暨招商引资推介洽谈
会的通知》，对招商活动的时
间、地点、形式、参会人员以及
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完成时
限等进行统筹安排分解，确保齐
头并进、有条不紊。

市商务局积极筹备
焦作市“才聚怀川，商惠八方”招商推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秋）以“提振投资信心，促进合
作共赢”为主题的2020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
丝路投资大会9月8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
为2020厦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的河南省与闽台企业
推介交流会于9月9日在厦门瑞颐酒店成功举办，我
市两个项目在会上成功签约。

据悉，本届河南省与闽台企业推介交流会吸引了
来自闽台地区的企业家代表、河南省地市代表共100
余人参加。两岸企业家和我省部分地市代表就进一步
加强河南省与闽台地区的经贸合作进行探讨和交流，
并现场签约投资项目31个。其中，我市2个项目在会
上进行签约，总投资7.8亿元，分别是总投资5亿元
的孟州市现代化农业项目和总投资2.8亿元的解放区
百信电器商城项目。

厦洽会期间，我市代表团利用大会平台对接了美
国先进医疗协会、新城控股集团等单位和企业。解放
区委副书记、区长赵海燕带队赴厦门招商，实地考察
了功夫动漫集团、源和1916创意产业园、两岸集成
电路产业园等，就城市IP、动漫产业、集成电路设
计及应用方面进行了对接洽谈。此外，相关县（市）
区还考察了厦门中滨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福州景
峰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厦门捷安集团、浙江奇翼科技
集团、航天(厦门)智能制造研究院、航天思尔特集团
等企业，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就棚户区征迁新模式，地
产开发管理软件、合作模式，智能设备开发设计，机
器人测评等领域进行深入探讨沟通。

焦作两个项目在厦洽会
河南推介交流会上签约

本报讯（记者李秋） 9月12日，“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中国行 （焦作站） ”活
动在焦作月季花园酒店正式启动。中国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率领“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中国行”调研组一行6人
莅焦参加启动仪式，调研焦作试点城市
供应链工作推进情况，并为焦作市物流
与供应链大讲堂授课；中物联采购与供
应链管理专委会主任胡大剑作 《后疫情
时代的全球供应链》 专题讲座。市商务
局党组书记、局长，市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坤
承主持讲座并陪同调研。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发展现代供应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
提出在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2017 年，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的指导意见》，确定了重点工作任
务，提出要推进供应链创新，形成完整
高效的产业供应链，明确要求开展供应
链创新与应用试点。随后，商务部等八
部门联合开展了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
试点工作。我市积极争取，依托既有产
业优势，于2018年10月成功获评“全国
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城市”。试点期
间，我市通过建立机制、编制方案、企
业试点、强化培训、创新平台等方式，
多措并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授课中，蔡进以 《我国供应链战略
与实践新趋势》 为题，详细解读了国家
层面关于供应链的发展背景，阐明了发
展供应链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下一步供
应链发展的基本趋势，讲述了政府和企
业围绕现代供应链，该做什么、该怎么
做。胡大剑围绕“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
应链”这一主题，从供应链的基本知识
入手，不仅详细解读了国家层面关于供
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各类政策文件，讲述
了我国现代供应链的背景及发展方向，
还利用大量的企业案例说明了企业应该
如何抓住政府围绕供应链所创造的机
遇，并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经验提出了专
业性的建议。

李坤承在讲话中指出，在经济转型
发展中，现代供应链将是我市经济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重要领域，也
是我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更是我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载体。我市
对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建设工作高度
重视，市政府督查室已将该项工作的推
进和落实情况纳入了市政府政务督查体
系。市、县两级供应链创新与应用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要以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
用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在农业、制造
业、商贸流通和金融等领域，发挥好综
合协调、督促指导、考核评价等作用，
立足智慧供应链新阶段，借鉴先进经
验，发挥后发优势，整合资源要素，强
化政策集成，着力培育一批带动力强、
协同效率高的供应链平台和产业集群，争取在试点期间培育2个
左右的领先县 （市） 和一批领先企业，做大做强我市供应链产
业。

当日下午，调研组一行还到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与企业供应链相关负
责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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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秋） 9 月 18 日至 20
日，以“国潮国货 品质生活”为主题的
2020年“老字号嘉年华”活动在洛阳市洛
邑古城南广场举办。市商务局组织焦作市
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沁阳市蓝钻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怀山堂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沁阳市董国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武陟县武怀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企
业赴洛参展。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提
振信心战略决策，落实省委、省政府促消
费、惠民生安排部署，扎实做好“六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效应对

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按照商务部
2020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老字号嘉年
华”活动相关安排和要求，进一步弘扬我
省中华 （河南） 老字号文化内涵和工匠精
神，充分发挥老字号企业、品牌在扩内
需、促消费中的积极作用，提升品质消
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省商务厅联合洛阳市政府举办2020年

“老字号嘉年华”、老字号产品展销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征集全省82家企

业参展，其中老字号企业近70家、地方农
特产品及扶贫企业12家，老字号和非遗企
业占比90%以上。涉及餐饮、食品、酒类、

工艺美术、中医药等行业，共计600多个特
色品种亮相“老字号嘉年华”活动，为进
一步丰富人民群众节日生活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献上了一道丰富的物质大餐。

在技艺展示活动中，老字号企业积极
开展传统技艺展示活动，利用现场展演、
体验式互动等方式，集中展示老字号传统
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独特文
化，提升消费者对文化内涵、工匠精神的
了解和认同。焦作市金谷轩绞胎瓷艺术有
限公司的绞胎瓷、沁阳市蓝钻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黑陶，一亮相就引起了到场嘉宾
和群众的极大关注，纷纷上前了解品牌历

史、倾听品牌故事、观看技艺展示。
“四大怀药”、油茶、驴肉等焦作特色

食品整齐地摆放在展示台上，吸引了众多
群众驻足参观。在怀山堂生物股份有限公
司的展示区，来自河南柒柒柒文化传媒的
主播正对着直播镜头，向观众进行怀山堂
铁棍山药粉、怀山堂铁棍山药酒、怀山堂
米粉、怀山堂育而好、怀山堂酒胆、怀山
堂生命之根等系列产品直播推介。沁阳市
董国庆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省武陟县
武怀食品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与大家
进行面对面交流，让与会嘉宾和市民零距
离感受老字号传统文化。

我市五家企业参加2020年“老字号嘉年华”活动

9月11日上午，河南省商务厅调研指导组莅焦调研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情况。图为调研组在加油站检查工作台账
户。 本报记者 李 秋 摄

⬅近日，中
站区委副书记、
区长赵红兵带队
考察福建奋安铝
业集团，加强交
流沟通，推进项
目建设。图为双
方 进 行 座 谈 交
流。

杨 波 摄

本报记者 李 秋
本报通讯员 张武旺

金秋九月，相聚北京；开放合作，焦
作出彩。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9
日在北京落下帷幕。我市积极参与这一盛
会，并通过展览展示、参加河南省主题日
服务贸易推介洽谈会和举办焦作 （北京）
招商专题推介会，全方位展现焦作服务贸
易发展成就，搭建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发展
平台，向全球隆重推介“焦作服务”、展
示“焦作元素”。

焦作进京 成果累累

9月5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率团参会，并陪同副省长何金平到河
南展馆巡馆，现场观看了太极拳展演、山
水云台展示片，察看了中原工业设计城计
客智能魔方、诺方激发PM2.5检测仪等创

新创意产品，对我市以异彩纷呈、引人注
目的焦作元素为“河南创意，出彩中原”
主题增色添彩表示肯定。

我市高度重视 2020 年服贸会参会参
展工作，在全省各省辖市中参会规格高、
规模大、人数多。除了积极参加大会组委
会安排的相关活动外，我市还谋划组织了
招商专题推介暨项目签约专场活动。经过
前期充分洽谈对接和筛选，我市共有17个
项目以线上线下签约的形式参加了河南省
主题日服务贸易洽谈会，签约金额达10亿
美元，其中焦作市华为（焦作）新基建运营
中心项目参加了现场签约；焦作交易分团
在 2020 年服贸会数字平台共注册线上线
下参展参会企业 248 家、参展参会代表
554 人，签约项目、签约金额、参会企
业、参会代表这四项数据均居全省前列。

云台山水 太极文化

服贸会上，河南展区以省内知名度高
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资源为素
材，通过影视动漫制作的沉浸式、互动式

特效，将“黄河览胜、禅意少林、山水云
台、东京梦华、龙门寻秘”等五幕经典旅
游场景搬到了首都，仿佛身临其境来了一
场“河南经典游”。背投大屏幕上循环播
放云台山水美景，现场观众驻足观看，纷
纷表示要在十一假期到焦作云台山看看。
此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也不
错过机会，向到会表演的焦作两位太极选
手探讨拳技、合影留念。

工业创意 出彩焦作

在服贸会河南展区还展示了代表我省
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的“文化创意”“工业
创意”“IT创意”三大板块的实物、模型
展览展示。同天集团运营中原工业设计城
受邀前往参展，全方位展示了园区在设计
服务领域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原工业设计城作
为以新科技、新设计、新文化、新商业为
一体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现场展
示了园区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智能魔方、
空气检测器等产品及设计相关的创新服

务，受到了与会嘉宾和客商的关注。
此外，同天集团还应邀参加了国际教

育服务贸易论坛、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发展
论坛。

绞胎瓷器 亮相主题日

绞胎瓷源于唐、兴于宋，花色斑驳，
自然天成，表里如一。

值得一提的是，焦作市金谷轩绞胎
瓷艺术有限公司应邀在河南省主题日服
务贸易推介洽谈会上作产品展示。其产
品绞胎瓷先后获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河南省老
字号、河南省名牌产品等荣誉，获得 9
项发明专利、25 项实用新型、100 多项
外观专利。此外，焦作绞胎瓷还参加了
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的
网上活动——2020 世界地理标志产业线
上博览会。

除此之外，在国家会议中心地下一层
的金融服务展区，焦作中旅银行应邀参加
了展览，展示推介旅游金融业务。

亮点纷呈 竞相出彩
——盘点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焦作元素”

➡为加快外经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场步伐，发挥政策资金的导向作用，
解放区商务局强化服务意识，加大服
务力度，积极为辖区企业向上争取专
项扶持资金。图为该局工作人员在企
业调研。

张 瑶 摄

本报讯（记者李秋）波兰
果汁、韩国化妆品、德国啤
酒、法国红酒、俄罗斯巧克力
和伏特加……9 月 11 日，国家

“一带一路”进口商品郑欧班列
进孟州活动展销会在孟州市滨
河公园拉开帷幕，孟州人足不
出户就可以买到国外原装进口
商品。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省
发改委（省政府口岸办）、省商
务厅牵头组织，采取原柜原装
运输和帐篷超市等方式，将郑
欧班列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运回优质进口商品进行展
销。此次进口商品展销会共展
出酒水类、奶制品类、果饮
类、休闲食品类等各类商品近

千种，来自俄罗斯、法国、意
大利、德国、西班牙、波兰等
国家，让消费者零距离接触

“一带一路”进口商品，在家门
口就能买到多个国家的优质产
品，共同分享“一带一路”发
展成果，共享全球生活。

据孟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郑欧班列始于郑州，
经新疆阿拉山口出境，途经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
和波兰后到达德国汉堡，全程
10214 公里。下一步，孟州商
务部门将会同郑州国际陆港公
司深入企业“一对一”宣讲郑
欧班列承运、出口信保补贴等
政策，进一步加快企业“走出
去”步伐。

郑欧班列满载进口商品驶入孟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