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金山置业有限公司将开发的位于山阳区人民路
东段3786号东方花园45号楼101号、201号、901号；46号楼
文丰路799号、文丰路805号；47号楼丰收东路1061号、丰收
东路1063号、丰收东路1069号、丰收东路1071号、丰收东路
1073号、丰收东路1077号、丰收东路1079号、丰收东路1081
号、丰收东路1085号、丰收东路1087号、丰收东路1089号、
丰收东路1091号、丰收东路1093号、丰收东路1097号、丰收
东路1099号、丰收东路1101号、丰收东路1103号、丰收东路
1105号；48号楼文丰路841号、文丰东路1119号、丰收东路
1123号、丰收东路1125号、丰收东路1127号、丰收东路1129
号、丰收东路1133号、丰收东路1135号、丰收东路1141号、

丰收东路1143号、丰收东路1145号、丰收东路1149号、丰收
东路1151号、丰收东路1153号、丰收东路1157号、丰收东路
1159号、丰收东路1161号、丰收东路1163号、丰收东路1165
号；总计42套，（总面积2924.24平方米），房产性质：商业、住
宅，抵押给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贷款抵
押。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方联系。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0391）260800

焦作解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金山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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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发挥观摩活动的导向
和促进作用，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促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支撑“六稳”“六保”落
实，1 月 11 日至 12 日，市委、
市政府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四季
度全市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
观摩评价活动。按照《中共焦作
市委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强化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商务
中心区和特色商务区建设协调推
进机制的意见》精神，现将观摩
评比结果公布如下：

2020 年四季度观摩评价结
果县（市）组，从第一名到第七
名依次为：孟州市、示范区、温
县、武陟县、博爱县、修武县、
沁阳市；城区组，从第一名到第

四名依次为：解放区、中站区、
马村区、山阳区。

2020 年 前 三 季 度 “ 回 头
看”评价结果县（市）组，从第
一名到第七 名 依 次 为 ： 孟 州
市 、 示 范 区 、 修武县、博爱
县、沁阳市、温县、武陟县；城
区组，从第一名到第四名依次
为：中站区、马村区、解放区、
山阳区。

2020 年全年观摩综合评价
结果县（市）组，从第一名到第
七名依次为：武陟县、示范区、
修武县、博爱县、温县、孟州
市、沁阳市；城区组，从第一名
到第四名依次为：中站区、山阳
区、解放区、马村区。

（焦作市发展改革委提供）

2020年四季度全市重点项目
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评价活动评比结果

本报讯（记者郭剑） 1 月 11
日下午和1月12日全天，我市集
中利用一天半时间，组织开展了
2020年第四季度全市重点项目暨
产业转型攻坚观摩评价活动，实
地观摩项目22个，其中产业集聚
区项目18个、城市改造和服务业
项目4个。

2020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共组织开展了 4 次观摩评价活
动，累计观摩项目 127 个，其
中，产业集聚区项目83个、服务
业“两区”项目22个、城市改造
项目18个、康养项目4个。应该
说，通过“一季度、一观摩、一
评比”，既检阅了各县 （市） 区
抓项目、强产业、谋发展的成
效，又激发了真抓实干、攻坚克
难的热情，更浓厚了大干快上、
比学赶超的氛围。从全年观摩情
况来看，全市上下“项目为王”
的理念树得比较牢，面对严峻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勇于开拓
进取，敢于迎难而上，项目建设
态势整体良好。按照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要求，我们对2020年

前三季度已观摩的 105 个项目又
进行了“回头看”，项目整体推
进情况较好，基本完成了年度投
资目标，达到了年度形象进度，
部分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当
年建成”，“回头看”的“后评
价”作用有效显现。

2020年，全市67个省考核重
点项目、337 个市重点项目完成
投资分别占年度目标的161.2%和
164.2%；产业集聚区在建项目
326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04
个，占全市亿元以上项目总数的
54%；62 个省服务业重大项目，
新开工 21 个，完成投资 125 亿
元。

我市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
坚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集群发展
的效应更加明显。示范区蒙牛5G
智慧工厂项目，应用“5G+”跨
界融合新技术，实现设计、制
造、供应、服务全环节无缝协
作，技术水平超国际标准，高端
产品增至18种，年产能突破百万
吨，规模超过呼和浩特总部，一
举成为蒙牛最大的国内生产基
地，将推动我市乳制品产业集群

规模跃升至百亿级。
二是创新发展的活力更加充

沛。孟州市皓泽电子年产2000万
片 5G 智能高端马达项目，率先
应用“防抖动自动对焦马达”5G
智能技术，产品研发、设计、制
造环节均自主完成，广泛应用于
华为、三星等高端 5G 设备。解
放区平原光电智能工厂项目，通
过建立研发平台，引入智能机
床、机器人等生产设施，实现了
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管理自
动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产品主
要用于航空航天、船舶、兵器等
高精尖领域。

三是智能发展的方向更加清
晰。马村区千业水泥 5G 绿色智
能矿山综合利用项目，利用 5G
技术超高速、低延时特性，采用
纯电动无人运输车、无人潜孔
机、无人挖掘机等设备，实现了
矿区潜孔、爆破、铲装、运输无
人一体化作业，开创了我国智能
化矿山建设的先河，荣获全国5G
应用大赛一等奖。

四是集约发展的模式更加灵
活。武陟县新基业年产 200 万只

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项目，是宇
通客车、中通客车空调电控系统
及新风系统的独家供应商，建成
后亩均税收可达 100 万元。项目
建筑容积率（2.1）远高于全省工
业用地容积率规范要求 （1.2），
是河南省“百园增效”“工业上
楼”典型示范项目。

五是绿色发展的主题更加鲜
明。沁阳市超威公司永续再生
资 源 综 合 利 用 项 目 ， 年 可 回
收、处理、利用 60 万吨废旧铅
酸蓄电池，致力打造铅蓄电池

“生产—销售—回收—冶炼—再
生 产 ” 闭 环 式 绿 色 循 环 产 业
链。马村区丹阳水泥环保提标
节能改造项目，着力打造中国
水泥行业绿色高效标杆，通过
改建闭路粉磨系统、密闭车间
和密闭仓库，收尘效率提高 6
倍，实现了清洁生产、超低排
放。中站区多氟多低品位氟硅资
源综合利用项目，以磷肥行业副
产氟硅酸为原料，制备高纯度电
子级氢氟酸，节约了萤石资源，
提 升 了 环 保 效 能 ， 成 本 降 低
50%，利润提高 3 倍，替代了国

外同类进口产品，同时出口韩
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六是特色发展的步伐更加坚
实。解放区 5G 产业园项目，聚
焦新基建运营中心、互联网综合
平台、智慧城市等新业态新模
式，以发展 5G 产业为主导，带
动全产业链发展，致力打造 5G
新基建省级重点产业集群，运营
后可提供就业岗位2000个，年利
税 3 亿元。山阳区京东电器焦作
城市旗舰店项目，是京东集团
布局的全国第 2 家、河南省第 1
家城市旗舰店，通过京东大数
据平台，将实体销售与线上预
售 相 融 合 ， 实 现 了 “ 海 量 商
品、场景体验、极速物流、全
面售后”的消费新体验。修武
县仙那度云阶康养小镇项目，
延续了北京世贸天阶天幕“网
红”效应，结合以音乐为主题的

“秀”演出，致力打造全国具有
影响力的视觉盛宴，推动云台山
由 “ 门 票 经 济 ” 向 “ 产 业 经
济”、观光游向体验休闲游转
型，建成后年可实现利税 8 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3000个。

2020年度全市重点项目暨产业转型攻坚观摩评价点评：

“项目为王”理念树得牢 项目建设整体态势好

一、强化责任担当，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我们精准研判、果断决策、快速
行动，创新采取“三统一”代购服务、

“三天一人次”外出、复工复产“双路
条”等有效措施，织密织牢抗疫防控
网，始终保持零确诊、零疑似的“双
零”记录，使中站成为疫情期间最安全
的地方，被评为全市疫情防控先进县区。

二、坚持“项目为王”，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一是强化项目谋划。结合“十
四五”规划编制，谋划实施了总投资
747 亿元的“三十工程”重大项目，其
中钛锆新材料产业园、氟基功能新材料
等十大工业项目总投资 335 亿元，龙翔
湖、白马湖及白马门河生态治理、十条
城市道路改扩建等十大基础设施项目总
投资32亿元，宝武物流、城市棚户区连
片改造等十大民生服务业项目总投资
380 亿元，架起了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点”。“三十工程”共涵盖子项目69个，
截至目前，已正式开工28个，完成立项
审批、正在办理开工前各项手续29个，

正在谋划前期 12 个。二是强化保障服
务。成立高规格指挥部和服务专班，积
极向市直部门沟通汇报，累计解决手续
办理等各类问题 373 项。强化金融服
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 147
笔 9.19 亿元。据焦作智慧金服统计，
2020 年全区新增贷款 58.04 亿元，占全
市新增贷款的29.84%，居全市第一位。

三、实施开放带动，积极开展精准
链式招商。围绕延链补链强链，共洽谈
引进项目 64 个，总投资 564.5 亿元，其
中投资20亿元的郑州大学创业产业园、
投资15亿元的中集公铁海联运、投资10
亿元的晨阳涂料、投资5亿元的河南飞
行动力5万吨火箭推进剂等29个项目已
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年产4万吨环氧
树脂、2万吨减水剂等19个项目实现当
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达产，新景科
技、新开源、美国空气化工、广州宿描
文旅等35个项目已达成合作意向，有望
近期签约落地。

四、突出创新引领，培育壮大发展
新动能。一是强化院地合作。与中科
院、南京理工、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合作
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强化创新平台建
设。新培育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
市级2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专精特新企
业 3 家。三是强化“三大改造”。实施

“三大改造”项目33个，完成投资37.2亿
元，其中投资2.86亿元的氟硅资源综合
利用、投资2.3亿元的风神轮胎工程子午
胎技术改造等19个项目竣工投产。

五、建强载体平台，积极推动“两
区”建设提质增效。加快集聚区“二次
创业”，集约节约、主导产业等主要指标
迈入全省先进行列，再次获评省优秀产
业集聚区和二星级产业集聚区，西部产
业区成功晋升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突出创新引领 实施开放带动
——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发言摘要

一、以“谋”为先，立好规划编制
“总航标”。坚持跳出武陟看武陟、站位黄
河看武陟，主动融入大战略、大格局。围
绕市委、市政府对武陟提出的“四新”目
标和“两山两拳”战略支撑点定位，一体
化、高水平编制“十四五”、国土空间、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规划，
深度与郑州大都市圈在生态、产业、交
通、服务等方面融合发展。

二、以“质”为要，跑出项目建设
“加速度”。面对疫情严重冲击和新发展格
局的加速构建，我们坚持以新项目破题、
用大项目支撑，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一是积极谋项目。围绕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大都
市圈建设等重大战略，聚焦“两新一
重”、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谋划治
黄兴水生态文化园、王园线生态文化
廊道、生物医药产业园、先进制造业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 413 个，总投资 1734.5
亿元，同比增长 112.2%。二是强力引项
目。全年引进省外项目47个，特别是在
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投资 80 亿

元的白鹿仓黄河歌谣国际旅游度假区、
投资26亿元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基地
等一批引领性、标志性、支撑性龙头项目
签约落地。

三、以“转”为基，挂好产业转型
“升级档”。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
新驱动、绿色发展，不断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两手
抓”的做法，被省政府大督查确定为典型
经验。一是以“三大改造”助推转型。投
资249亿元实施“三大改造”项目77个，
大指装备入选工信部绿色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供应商，三和水工产品被认定为河南省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二是以科
技创新引领转型。借力首届院（校）地科
技合作洽谈会暨招才引智大会，22 家企
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总数达
59家；强耐新材、旭瑞鸭业等49家企业
与浙江大学、河南农大等高等院校建立产
学研合作关系。三是以平台建设支撑转
型。发挥产业集聚区、产业新城双平台作
用，产业集聚区以“二次创业”为抓手，
深化“管委会+公司”改革，围绕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延链补链强
链，发展活力充分激发。

四、以“服”为本，当好企业发展
“靠山石”。持续开展“转变作风抓落实、
优化环境促发展”活动，为经济发展提供
坚强作风保障和要素支撑。一是优化营商
环境。成立重大项目专班，学习晋江“四
到”服务理念，制定优化营商环境15条意
见，建立“首席服务官”和“25天安静生
产日”制度，推行“两不”服务机制，全
市首次营商环境评价县市组第一。二是破
解资金难题。抢抓“两个一万亿”政策机
遇，高效率上下畅通对接，争取上级政府
债券资金 8.96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1.27 亿 元 ， 专 项 债 券 支 出 进 度 达 到
80.11%。

抢抓大机遇 勇开顶风船
——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发言摘要

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在中国共产党
焦作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
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在中国共产党焦
作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暨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上接A01版①）均高于全市平
均水平，连续两个季度在“四比
四看”活动中排名全市第一位；
146个工业项目建成投产，投资
19.3亿元的国家智能清洁能源汽
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一期项目建
成，填补了我省乃至华中地区汽
车研发、法规测试及认证一体化
能力的空白。

当日，观摩组在该县观摩的
总投资 20 亿元的长沙远大住宅
工业集团股份有效公司 CPS 河
南研发生产总部基地项目、总投
资约 10 亿元的河南省新基业汽
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焦作耀鹏年
产200万只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
项目，均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
开工，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
度”。特别是新基业汽车电子属
于“工业上楼”项目，容积率为
2.1，远高于产业集聚区工业用
地容积率超1.2的要求，单位面
积投资强度和税收高于普通产业
集聚区。

“向落地项目要质量、向项
目建设要速度”是武陟县以项目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的“先决条件”。

近年来，尤其是去年以来，
该县以“谋”为先，主动融入大战
略、大格局，围绕市委提出的“四
新”目标，一体化、高水平编制

“十四五”、国土空间、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规划，与郑
州大都市圈在生态、产业、交通、
服务等方面深度融合发展，为项
目引进和建设指明了方向。

该县以“转”为基，投资
249亿元实施“三大改造”项目

77 个，大指装备当选工信部绿
色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三
和水工产品被认定为我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产品。以科
技创新引领转型，该县借力首届
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
才引智大会，22 家企业通过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总数达
59 家，为各县 （市） 区最多；
强耐新材、旭瑞鸭业等 49 家企
业与浙江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高等院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
系；依托产业新城“三港三园一
中心”加快新兴产业导入步伐，
累计引进总投资217亿元的产业
项目 74 个；希尔顿欢朋酒店签
约入驻，实现了焦作地区入驻国
际一线品牌酒店“零”的突破。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
公铁物流港、焦作南部产业新城
起步片区等重大区域战略项目，
加强与新希望、葛洲坝、中国电
建以及中金集团、恒大集团的沟
通对接，力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基地、中国（中部）国际冷链
物流园、中欧产业园等项目尽快
落地实施，实现重大项目新突
破；依托凯瑞国家智能清洁能源
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利用承
办全省智能网联车大赛的契机建
设智能网联车基地项目；加强与
中国农机院对接，引进国家级农
业和食品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项目，打造检测小镇；结合焦作
韩电燃煤锅炉背压机组改造，整
合周边土地资源，谋划建设热能
小镇，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标志点。”武陟县委
书记秦迎军说。

（上接A01版②）成立高规格指
挥部和服务专班，累计解决手续
办理等问题373个。强化金融服
务，区应急转贷平台累计为中小
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147笔共
计9.19亿元。市智慧金服统计数
据显示，2020 年该区新增企业
贷款58.04亿元，占全市新增贷
款的 29.84%，居全市第一位。
抢抓政策机遇。全年共申报项目
54 个，已争取政策性支持资金
10.3亿元。千方百计加快重点项
目建设步伐。2020年，该区3个
省重点项目、32 个市重点项目
分 别 完 成 年 度 投 资 计 划 的
160%、162%。其中，投资18亿
元的 20 万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
线、投资 10 亿元的集越纳米碳
纳米管导电浆一期、投资6亿元
的 2GWh 动力锂离子电池组等
22 个项目建成投产、达产达
效，特别是3万吨高性能导电炭
黑、100MW分布式能源、30万
吨煅后焦一期等7个项目实现了
当年开工、当年竣工，预计今年
可新增销售收入60亿元至80亿
元。

实施开放带动，积极开展链
式精准招商。该区围绕延链补链
强链，共洽谈引进项目 64 个，
总投资564.5亿元，其中投资20
亿元的郑州大学创业产业园、投
资 15 亿元的中集公铁海联运、
投资10亿元的晨阳涂料、投资5
亿元的河南飞行动力5万吨火箭
推进剂等 29 个项目已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年产4万吨环氧
树脂环氧氯丙烷、2万吨减水剂
等 19 个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
年开工、当年建成；新景科技、
新开源等 35 个项目正在洽谈，

有望近期达成合作协议。
突出创新引领，培育壮大发

展新动能。该区强化院地合作，
与中科院、南京理工、郑州大学
等院校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新培育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新增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2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20家、专精特新企业3
家。强化“三大改造”。谋划实
施“三大改造”项目 33 个，完
成投资37.2亿元，其中投资2.86
亿元的氟硅资源综合利用、投资
2.3亿元的风神工程子午胎技术改
造等19个项目竣工投产，特别是
多氟多“5G+”工业互联网平台
荣获全省唯一的第二届工业互联
网大赛“全国百强”荣誉称号。

建强载体平台，积极推动
“两区”建设提质增效。该区加快
推进西部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集约节约、主导产业等主要
指标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再次获评
省优秀产业集聚区和二星级产业
集聚区，成功晋升省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该集聚区继成功创建全
国循环经济发展试点园区后再获
国家级荣誉，12 月 13 日被商务
部确定为全省两家、我市唯一的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全区实
际利用外资3446万美元，提前4
个月完成市定目标；实现进出口
总 值 31.4 亿 元 ， 占 全 市
33.73%，增长26%，均居全市第
一。此外，该区特色商业区与中
铁太行国际生态城建设有机融
合，综合物流、文旅康养、金融
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特
色商业区晋升为“省二星级特色
商业区”。

（上接A01版④）该区法院走访辖
区100家小微企业，征求意见和建
议。该区司法局组建小微企业志
愿法律服务团，为小微企业提供
法律服务。全区13个政法护航工
作站的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座谈、
宣传引导，收集整理了 6012 家辖
区企业和商户的信息，排查梳理
问题和意见建议 76 条，并对接政
法单位及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
协调解决处理。政法各单位班子
成员走访 119 家企业，排查、收集
各类问题和意见建议159条，全部
对接处理，帮助企业和商户解决
问题 63 件，挽回经济损失 200 余
万元。

聚合力排忧纾困助发展
去年，受雇于侯某的崔某，为

河南佳欣公司建造钢结构房屋
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身亡，崔某家
属获悉后到公司堵门。温县黄河
街道领导、政法护航工作站和司
法所的工作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处
理，经过3昼夜不懈努力，以承包
人和公司一次性赔偿崔某家属死
亡赔偿金、丧葬费等43万元，为这
起重大死亡赔偿纠纷画上了句
号。该公司经理郑大伟说：“由于
纠纷解决及时，才避免企业生产
经营遭受更大损失。”

这是我市政法系统快速高效
化解涉企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

市政法系统坚持涉企矛盾纠
纷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坚持把
快速高效化解涉企民商事纠纷作
为护航小微企业经济发展的立足

点和突破口，建立健全多部门协
作联动机制，畅通多元化解纠纷
渠道，及时回应和解决小微企业
法律服务需求，激发小微企业的
内生活力。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政法系
统各单位发挥职能优势，严厉打
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
事、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活动，为
小微企业创造和谐内外环境。市
中院开展了“服务六稳六保、优化
营商环境”重点案件执行活动，目
前全市法院共开展集中执行活动
26次，执行结案1286件，执行到位
1.24亿元。

武陟县公安局把护航小微企
业作为重点，主动问需企业、服务
企业、支持企业，通过走访、打击、
防范、整治，化解矛盾纠纷，护航
经济发展。去年以来，共走访企
业845家次，办理涉企案件10起，
刑 事 拘 留 7
人，行政拘留
1 人，挽回企
业经济损失
15500 万 元 ，
调解涉企矛
盾 纠 纷 11
起，有效维护
了企业周边
治安秩序。

今 年 9
月 21 日 ，10
余名农民工
在领班的带
领下，来到温
县某项目部

讨要工资，双方激烈争吵、情绪激
动，农民工扬言不给钱就把项目
部砸了。县委政法委召集住建
局、开发商工作人员和岳村派出
所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协商解决问
题。经查，欠薪问题出在包工头
扣发工资所致。经过十多个小时
努力，项目部同意先支付农民工9
万余元工资，再起诉包工头，追讨
钱款。派出所民警护送农民工到
银行，帮他们把钱安全存到各自
银行卡上。该项目部负责人耿建
说：“由于矛盾纠纷及时化解，项
目建设才能顺利推进。”

出重拳破解案件执行难
执法司法不规范、质效不高，

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拦路
虎”。为破解这个难题，提高执法
司法效果，市政法系统把执法司
法突出问题作为护航小微企业专

项整治行动，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市政法系统对涉企案件做

到了快立、快侦、快审、快执行、快
结，保障了企业正常经营和合法
权益。去年，全市审判系统共审
结涉及危害企业发展、破坏市场
经济秩序黑恶案件19件，193名被
告人被判处刑罚，无一例适用缓
刑及免于刑事处罚，有力地震慑
了犯罪分子。

全市法院系统畅通涉企案件
绿色通道，深化涉企民商事案件
办理工作。去年9月份以来，全市
法院系统共受理涉企案件 5013
起，审理4421起，涉及金额8.9135
亿元，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盘
活存量优质资产，营造健康有序市
场环境。截至目前，全市法院共审
结破产案件 20 起，处置破产财产
近 3 亿元，化解企业债务近 23 亿
元。为最大限度的降低强制执行

措施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强化
善意执行，采取“灵活查封”措施，
去年全市法院执结涉企案件9570
件，执行到位金额43.02亿元。

各县（市）区政法委和市直政
法各单位对市护航办交办的问题
制订具体工作方案，并按照要求2
日内明确案件责任领导和责任
人，限期办理。截至11月底，市护
航办督办交办到期的97件案件线
索，办结68件，办结率70%。

温县县委政法委发挥牵头和
督导作用，县政法各单位加快案
件办理，加大涉企案件的执行力
度。该县法院去年立涉企民事案
件 1898 件，审结涉企民事案件
1858件，结案率达97.89%；执行局
立涉企执行案件597件，执行完毕
涉企案件 220 件。温县公安局开
展“挂案”清理，截至目前，共排查
涉企挂案15起，现已清理13起。

（上接A01版③） 市天河北路、
塔南路至山阳路段全线贯通；南
水北调城区段绿化带工程初露芳
容；“焦我办”APP让市民办事

“总在线”；“四水同治”工作跨
进省辖市优秀榜单前五强……

一路拼搏，一路欢歌。回
望 2020， 我 们 共 荣 光 ； 奋 进
2021，焦作再出发。让我们聚

焦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重大
决策部署，进一步凝聚发展共
识、提振发展信心，大力发扬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 牛 、 艰 苦 奋 斗 老 黄 牛 ” 的

“三牛精神”，为我市建设“精
致城市、品质焦作”，在中原更
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放飞梦
想、燃烧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