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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幸福
来得太突然。近日，河南地区报
业微信指数周榜 （11 月 8 日至 14
日） 榜单出炉，焦作日报微信公
众号总体成绩排在全省第二位。

上周，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
共发文 98 篇，阅读量 93 万+，其
中头条阅读量54万+。

上周，焦作的大事在焦作日
报微信公众号上一一得到精彩呈
现。

11 月 10 日，焦作成功入选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传来，
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以 《快讯！
焦作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感
谢所有人！》为题，报道了这一重

磅消息，瞬间刷爆了微信朋友
圈。网友评论：“有志者事竟成，
百二秦关终属楚！”

举市尽欢，全城沸腾。这一
消息阅读量突破 10 万+，跳跃着
焦作儿女“喜大普奔”的狂热悸
动。

接下来的几天，焦作日报微
信公众号又推送了 《焦作，全国
文明！创建有周期，建设无止
境 ！ 我 是 焦 作 人 ！ 我 转 发 》
《“终极大考”赢了，没有咱焦
作 闯 不 过 的 “ 腊 子 口 ”“ 娄 山
关”！》 等文章，赞美了“焦作
蓝”“城市靓”“沙河清”“天河
美”“民风淳”……感叹信心坚

如磐、无往而不胜的奋斗精神。
虽已走过千山万水，尚需不断攀
登高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么
难的事都能成功，只要有信心，
焦作人啥事都能干成！

供暖关系着民生，供暖季要
到了，焦作的准备工作怎么样
了？上周，供暖报道成为焦作日
报微信公众号重点推送的内容，
让市民吃下定心丸。

《定了！焦作集中供暖，时
间公布了！奔走相告……》 的文
章 一 经 推 送 ， 成 为 当 天 “ 爆
款”。网友留言：“感谢 《焦作日
报》！总是第一时间传递民生话
题！”

美就在我们身边！关注焦作
无处不在的美丽，也是焦作日报
微信公众号受到网友欢迎的原因
之一。上周推送的 《超级网红！
焦 作 母 亲 河 到 处 都 是 “ 小 精
灵”！》 一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城市会客厅”天鹅常飞临、白鹭
舞翩跹动人的画面。网友赞道：

“大自然的精灵到焦作，因为焦作
山水太美了。”

有关疫情的消息，焦作日报
微信公众号总是第一时间权威发
布。11 月 14 日晚，《官宣！金土
地“买亮牛羊鸡鸭副产批发”核
酸检测结果公布！全部阴性！》一
文，阅读量突破 10 万+，为上周

推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网友评
论：“遇到这种事儿，我只敢求助
于《焦作日报》。”

从无到有，再到位居河南地
区报业微信指数周榜榜单第二
名，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不仅是
因为自身的权威、及时、亲民，
还有众多网友支持的结果。

您发现了吗？焦作日报微信
公众号悄悄地在改变。网友留言
得到小编及时回复，充满幽默、
亲切的互动，让不少网友评价它
接地气，留言评论区更成了“人
气区”。

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永远在
路上，有你更好！

河南地区报业微信指数周榜榜单出炉

焦作日报微信公众号荣膺榜眼

本报讯（记者张璐）今年 11 月，由市
委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焦作日报社提供
新闻管家式服务的焦作机关党建微信公
众号全新改版上线，引来了众多粉丝的
关注。

该公众号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舆论宣
传作用，通过新媒体渠道广泛宣传党的思想
和党的建设，强化政治机关意识，汇聚机关
力量、推进机关建设、服务发展大局，不断
提升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的融合度、提升机

关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的贡献度、提升机关党
建工作的群众满意度，全面营造学有场所、
教有平台、宣有阵地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氛
围。

浏览焦作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你会
发现，这里不仅能了解工委开展的基层党
支部书记轮训、机关党建观摩和巡回督
查、青年理论提升工程研习活动等党建工
作，感受机关党建学的氛围、严的氛围、
干的氛围，还能获悉紧张有序的市直机关

公文写作技能竞赛、精彩的焦作出彩故事
讲述比赛、文明向上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等
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全方位、立体化、
动态性呈现机关特色工作，展示机关党员
干部良好精神风尚。该公众号通过文字、
图片、视频等形式，让你感觉抓党建、强
党建、活党建是一项充满朝气、凝聚正能
量、大有可为的事业。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如果您关心党的建
设、支持党的事业，那么请你快快关注焦作

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

焦作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全新改版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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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晓琳

11月18日上午，我市“五年大学习、
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在
市会议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市发
展改革委、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工
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市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的举措和成效。

过去5年，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贯彻国家和省决策部署，以《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为主线，坚持对标先进学经验、凝
心聚力谋发展，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明确
了方向、凝聚了共识、增强了动力。

全市营商环境实现巨大飞跃、获得
显著成效。截至三季度末，全市各类市场
主 体 总 数 达 到 23.1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10.89%。我市连续两年获国务院“真抓实
干、成效明显”激励政策表彰。

提升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
创新建立企业“首席服务官”制度

苗强（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今年
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各
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面临严重危机。为
切实帮助企业排忧纾困，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创新建立企业

“首席服务官”制度，选派 279 名敢于担
当、服务意识强、熟悉经济领域工作的干
部担任“首席服务官”，实行“一对一”精
准服务，在疫情期间全部深入一线，保障
企业稳供稳产。

“首席服务官”服务的重点企业复产
率高于同期全市平均水平，今年 4 月底
前，我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重点行业领域
复工复产7个“百分之百”。全市各级“首
席服务官”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作
为服务企业第一要务。截至目前，各级“首
席服务官”累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980
个，解决率达93.2%，解决了一大批困扰
企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全市各级“首席
服务官”累计帮助企业争取政策性资金
（奖金）8414万元，减税降费4579.7万元，
助力院企对接25次，为企业在疫情冲击
下逆势而上注入了强大动力。

建立“企业纾困360”平台
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

麻尚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去年7月1日，市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牵头，统筹相
关部门协作，在全省首家建设运行了“企
业纾困360”平台。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受
理问题 3548 件，办结 3441 件，办结率
97%，已办结事项回访满意率96%。

平台运行过程中，在平台基础上不
断研发增设新的模块，赋予平台新的功
能，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务实效，在政
府和企业之间架起了“服务直通车”。

为助力“首席服务官”制度实施，研
发上线了“首席服务官”线上办公系统，
共为333家企业提供“一对一”“全天候”
服务，让企业有了更多获得感。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企业纾困360”
平台日益成为市委、市政府帮助企业纾
困的有效抓手、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暖心
平台和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因为工作成效显著，获得了2019年度焦
作市改革创新奖一等奖。

提升大数据支撑能力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麻尚祥（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随着数字经济迎
来黄金时期，大数据和数字红利将更加
惠及民生。大数据局成立以来，把提升大
数据支撑能力摆在首要位置，为提升政
务服务能力创造了条件。

加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全市
统一的大数据平台。截至目前，大数据平
台共汇聚全市63家单位83亿条数据，清
洗完成18亿条数据，通过大数据平台共
享交换系统发布 43 个数据接口服务和
13个库表服务，持续向18家单位提供数
据支撑。

着眼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推动审批
更规范、办事更高效、服务更便捷，全市
98.2%的事项已实现网上可办。目前，正
在推进“一证通办”、城市门户APP建设
等工作。城市门户APP首批将融合全市
政务和公共服务事项70项，预计年底前
上线运行，将实现掌上“零材料”秒批、秒
办，切实让群众体会到大数据技术带来
的便利。

努力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孔洁姝（市商务局副局长）：5年来，
市商务局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

节，从优化环境着手，提升政务服务水
平，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优
化营商环境。在今年年初开展的“2019年
度营商环境评价”工作中，市商务局承担
的市场开放度指标得分较上一年度提升
22.86分。

商务执法力求规范高效。健全落实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制度，加强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日常管理，发
挥 12312 商务举报投诉服务平台作用，
打击取缔黑加油站点16个，查处非法流
动加油车 13 辆，查扣油品 119.95 吨，营
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政务服务力求精简便利。按照国务
院“四级四同”要求，减环节、减材料、减
时限、优流程，对所有政务服务事项进行
全面梳理、统一规范、网上公示，大幅压
减申请材料和审批时限，真正实现让群
众少跑路。

纾困解难力求企业满意。今年年初
以来，共为企业争取各类资金支持近
3000万元，其中为我市外经贸企业争取
中小开等各类政策性资金2114.7万元。

优化服务，强化监管
助推市场主体平稳增长

冯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今年年初以来，市市场监管局
围绕“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认真落实

“六保”特别是“保市场主体”任务目标，
进一步优化服务，强化监管，助推各类市
场主体平稳增长。

稳步推进企业注册登记便利化改
革。充分利用电子化政务服务平台，优化
审批流程，实施登记注册“网上办、掌上
办、邮寄办、预约办”服务的“四个办”服
务，切实做到“零纸张”“零跑路”“零接
触”。进一步压缩行政审批时限，办理时
限在全省位列“第一梯队”。不断推进全
程电子化登记。截至目前，我市新设立市
场主体通过电子化登记办理的占到
98.36％。

通过创新市场监管方式，营造公平
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提请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
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实施意见》
等，全力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
盖、常态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的干
扰。实施信用约束，实行重点监管和包容
审慎监管。

增强企业获贷的便利性
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

刘志刚（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今
年年初以来，市金融工作局重点围绕优
化营商环境，落实“六稳”“六保”要求，推
动金融机构加大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增强企业获贷的

便利性，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
市。

加大贷款支持力度，降低融资成本，
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更多金融保障。截
至 9 月底，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 1715.5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212.5亿元，同比增长14.1%。

继续发挥应急转贷资金作用，扩大
过桥资金申请使用范围，为银企合作创
造更加优良的金融环境。智慧金服公司
联合第三方机构与 1 家银行签订协议，
与 5 家银行达成合作意向，积极为企业
提供市场化应急资金周转服务。

开通“绿色”通道
扶持企业挂牌上市

刘志刚（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建
设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上市的
政策文件和帮扶措施。加大资金扶持力
度。先后出台了《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焦作市金融业发展专项奖补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焦作市人民政府关
于进一步利用和发展资本市场支持地方
经济建设的实施意见》等企业上市扶持
政策，对我市企业挂牌上市、利用资本市
场融资等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成立企业上市工作专班，建立企业
挂牌上市“绿色”通道。推进上市挂牌政
务服务一站式办理，建立“一企一策”问
题协调解决机制，按照“优先办理、专人
负责、限时办结”的原则，高效协调解决
企业存在的问题。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境内外上市企
业7家、境内上市辅导备案企业3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 16 家、四板挂牌企业 416
家。今年年初以来，我市龙蟒佰利联、多
氟多等 4 家上市公司先后发布定增预
案，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形式募集资
金共计 73.63 亿元。截至 9 月底，全市利
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152.63亿元。

优化营商环境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

冯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市市场监管局在对企业开办工
作各个环节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牵
头起草并推动出台了《焦作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实行企业开办一日办结工作
制的通知》，将全市企业开办环节确定为
企业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 3 个环

节，并积极协调各相关单位共同压缩各
环节办理时间，整体上将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到一个工作日。把新开办企业印章
刻制和营业执照邮寄费用也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真正实现企业开办“又快又省”。

截至10月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
体总数约23.3万户，同比增长10.65%；注
册资本总额达到3791.21亿元，同比增长
10.16%。在近期公布的河南省营商环境
评价报告中，市市场监管局牵头的“开办
企业”指标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在全市
同类指标排名中位列首位。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5年签约619个项目

孔洁姝（市商务局副局长）：5年来，
我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先后承办
豫商大会、“一赛一节”等大型经贸活动，
共签约项目619个，总投资7226.54亿元，
这些项目的落地已成为我市经济发展的
一个新增长点。

围绕我市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包
装“符合市场需求、投资者意向”的好项
目，来吸引外来投资者。围绕三新经济抓
招商。依托浪潮云计算、蛮蛮云数据中
心，重点发展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拉长
产业链条。整合世界前沿资源，打造康养
胜地，恒大养生谷落子世界地质公园、国
家 AAAAA 级景区云台山。紧盯“新理
念”，瞄准“高质量”，着力引进一批带动
性强的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项目。中
内凯思、工贸学院、宝武现代综合物流园
等重大项目接踵落地，扩张了经济总量，
带动了产业升级。积极走出去到沿海发
达地区招商，共签约重点招商项目 499
个，总投资 5410.84 亿元，目前所有项目
全部履约。

5年来，项目落地“焦作速度”已
成为常态化，焦作万达广场项目仅用16
个月实现建成开业，引来第二座万达广
场落地。2017年“一赛一节”签约107
个项目，履约率 100%；2019 年“一赛
一节”签约159个项目，履约率100%。
疫情期间，全市成功举办 11 场云招商
视频推介暨签约活动，签约 127 个项
目、总投资1324.4亿元。目前，已履约
110个，履约率87%。在2020年焦作市
首批外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共签约
7个外资项目，总投资3.1亿美元。聘请
6位招商大使，引进了投资40亿元的通
航机场等项目。

解锁焦作优化营商环境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密码”
——我市“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实录

11月18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焦作市“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发
布会第三场，围绕“优化营商环境”这一主题，发布我市五年来学习先进地区的生动
实践，充分展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系列成果。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