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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阳生讲话 王凯主持 刘伟出席

本 报 讯 （河 南 日 报 记 者 李
铮、冯芸） 9 月 14 日，省委召开
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会
议，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对
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作出具体安
排，推动开发区发展活力迸发、
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加快推进现代化河南建
设。省委书记楼阳生讲话，省长
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楼阳生指出，开发区是改革
开放的试验田，从上世纪 80 年代
第一批开发区设立起，经过 40 年
的发展，已成为各地产业最集
中、经济最活跃的平台。进入新
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

机遇、竞争、重塑，要求我们必
须加快推动开发区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新的集
聚效应和增长动能。要清醒看
到，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对标对
照发达地区，我省开发区建设仍
存在产业结构不够优、质量效益
不够高、体制机制不够活、整体
层级亟待提升等短板和问题。要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强前瞻性谋划、系统性重构、整
体性提升，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
展，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坚实产
业支撑。楼阳生强调了五点意见。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强化开
发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

场、主引擎功能。开发区是我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招
商引资的主平台、吸纳就业的主
渠道和市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发
区发展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以 5G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蓬勃兴起，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成为各地抢占发展制高点、实
现“换道超车”的战略重点。随
着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产业链
供应链面临重新洗牌，能不能在
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
成为中高端、关键环，将成为入
局还是出局的重要标志。要按照
整合、扩区、调规、改制的总体

思路，加快形成空间布局合理、
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
特色优势鲜明、发展动能强劲的
开发区发展新局面。
二是坚持规划引领，优化生
产力空间布局。要加快规划修
编，科学编制开发区总体发展规
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有效衔
接起来，严格落实“三条控制
线”，充分考虑开发区长远发展需
求，留足留够发展空间。要注重
挖潜增效，坚持走节约集约高效
利用土地的路子，下大气力、下
足功夫盘活土地存量，用好每一
寸新增的土地。要强化效益优
先，加大技术、资金、人力等关

键要素投入，鼓励新型产业用地
兼容复合利用、拓展空间功能，
提高亩均产出水平。
三是坚定深化改革，增强开
发区发展动力活力。用好改革关
键一招，坚决拆壁垒、破坚冰、
解痛点、疏堵点，激活内生动
能。（下转 A02 版①）
又讯 （记者焦娇） 9 月 14 日
下午，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
作会议以视频形式在郑州召开。
市委书记葛巧红，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亦博，市领导王建修、杨
娅辉、胡小平、宫松奇、牛书
军、路红卫、牛炎平等在焦作分
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李亦博在全市 2021 年耕地保护督察暨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盘活利用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推动集约节约用地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亦博
主持召开全市 2021 年耕地保护督
察暨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盘
活利用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坚决整
改、分类处置，全力守牢耕地保
护红线，加快土地盘活利用，确
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土地资源保障。
李亦博强调，一要提升政治
站 位 ，准 确 把 握 形 势 。 近 年 来 ，
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土地管

理的重要论述，加强自然资源
管理，严格耕地保护，促进了
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但仍有不
少问题亟须解决。要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坚定落实最严格耕地
保护制度，加快批而未供和供而
未用土地处置，管好用好每一寸
土地。二要全力配合督察，加强
耕地保护。优化服务保障，积极
配合开展好耕地保护督察。全
面排查整治，结合历年督察发
现问题，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细化措施、台账管理，确保整
改任务尽快销号清零。完善长
效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耕地

补偿激励、土地利用动态巡查
监管等制度，固化提升整改成
效。三要紧盯目标任务，严格分
类处置。加强上下协调，加大项
目谋划力度，精准“以地招
商”，加快中心城区未落实项目
的土地处置。用好“万人助万
企 ”、 产 业 集 聚 区 “ 百 园 增 效 ”
行动等政策机遇，督促指导用地
单位依法履行供地手续，加快已
批未供即用的土地处置。严格落
实属地、部门、企业主体各方
责任，找准症结、精准施策，
促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加快
供而未用的土地处置。四要坚

持集约节约，提高利用效益。
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推进市、
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布
局、精细管理、严格执行，做到
一张蓝图绘到底。强化标准地出
让，加快建立“按标做地、明
标供地、履标用地、对标管
地”的出让制度，持续简化优
化供地流程。盘活低效资源，
综合采取资产转让、破产重
组、收回置换等方式重新规
划、二次开发，加快实现“腾笼
换鸟”。五要压紧压实责任，确保
工作落地。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
协调，压实各县 （市、区） 属地

责任，强化相关职能部门协同，
严格考核奖惩，确保按时高质量
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会上，副市长闫小杏通报了
全市批而未供、供而未用土地盘
活利用和耕地保护督察问题整改
工作情况，对具体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沁阳市、武陟县分别作
了发言。
会议印发了 《焦作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1 年焦作市
批而未供土地盘活利用工作方案
的通知》《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1 年耕地保护
督察工作的通知》。①5

市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举行
本报讯 （记者朱晓琳） 我市全面落实增值税留
抵退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提高等优惠政
策，初步统计涉及纳税人 10189 户次，享受减免税
额 6264 万元。这是记者从 9 月 14 日下午举行的焦
作市加快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
上获得的消息。
新闻发布会上，市金融工作局、中国人民银行
焦作市中心支行、焦作银保监分局、市税务局相关
负责人，重点对金融服务、信贷支持、税收政策等
方面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市金融工作局把应急救灾和灾后重建作为金融
工作的重中之重，经争取，将焦作纳入全省灾后重
建信用贷款投放地区，帮助辖内受灾严重的各类市
场主体，积极申请无抵押、无担保、纯信用发放的
贷款，尽快帮助市场主体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中国人民银行焦作市中心支行高度重视灾后恢
复重建的金融支持工作，（下转 A02 版②）

▶▶▶详见今日本报 A03 版

中站区招商引资再传重大喜讯

三木集团投资 65.8 亿元打造百亿元生产基地
本报讯 （记者杨丽娜 通讯员张
一帆） 9 月 13 日，中站区招商引资再
传重大喜讯：江苏三木集团决定投资
65.8 亿元，把中站作为三木集团在全
国布局的四大生产基地之一来建设，
3 年建成后，三木河南 （中站） 基地
销售收入将突破百亿元。这是中站区
今年招商引资又一重大成果，更是落
实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坚持项目为
王、谋划大项目、招引大项目的具体
行动。
江苏三木集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2013 年入驻
中站区，成立了河南三木表层材料公

司。2020 年，该公司实现产值 5.3 亿
元，预计今年产值将突破 10 亿元。
为了推动西部产业集聚区实现更
高质量的发展，中站区加强与三木集
团的沟通对接，经过反复磋商，9 月
13 日，江苏三木集团董事长刘洪林
带队前来中站区洽谈合作，双方又一
次“牵手”成功，达成合作意向：投
资 50 亿元建设年产 100 万吨醋酸、40
万吨甲乙丁酯，投资 15.8 亿元建设年
产 20 万吨合成树脂、5 万吨苯酐、10
万吨环氧树脂和研发中心等项目，计
划 3 年建成，打造百亿元生产基地。
“中站区营商环境优、产业优势

强、发展潜力大，特别近几年，中站
区全力帮助我们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
难，双方合作非常愉快，这也增强了
我们追加投资到中站的信心和决
心。”刘洪林表示，三木集团将加大
投资力度，倾斜要素资源，推动中站
项目早日建成，携手实现共赢发展。
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表示，中
站区将成立工作专班，建立推进台
账，为项目建设提供最优质服务、
创造最优越环境，确保项目早开
工、早投产、早见效，力争早日实现
打造百亿元三木河南 （中站） 基地的
目标。①5

经市政府批准，定于 9 月 18 日 （星期六）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31 分全市试鸣防空警报，防
空警报信号种类为：
一、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重复 3
次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 3 分钟），试鸣两个周
期，间隔 3 分钟；
二、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 15
次为一个周期 （时间为 3 分钟），试鸣两个周
期，间隔 3 分钟；
三、解除警报：连续试鸣 3 分钟，试鸣一
个周期；
四、每种警报间隔 5 分钟,共 31 分钟。
请大家注意收听识别，
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13 日

——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科负责人崔奎一席谈
能力如何提升是他目前工作中思考的
重中之重。对此，他说，自己现在更
本报记者 贾定兴
能体会“使命在肩”这四个字的分
“防灾减灾救灾机制还有哪些地 量。
方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灾害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崔奎建
隐患排查治理和监测预警能力如何在 议，当前，影响我市人民群众生命
广度和深度上进行提升？”在应急管 安全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城市内
理、安全生产监管一线工作近 20 年 涝、洪水、森林火灾、强对流天气
的市应急管理局综合协调科负责人崔 等 。 因 此 ， 加 强 灾 害 隐 患 排 查 治
奎告诉记者，最近自己正在参与 《焦 理 ， 把 可 能 因 灾 害
作市特大暴雨灾后应急能力提升专项 发生造成的人员伤亡
规划 （2021-2024） 》 的起草工作， 进行“预演”，并有
经历了 7 月份的特大暴雨，我市应急 针 对 性 提 出 综 合 防

治对策，就显得十分重要。“比如编
制全市综合风险区划图和综合防治
区划图，帮助我们摸清自然灾害风
险底数；实施洪水灾害对南水北调中
线供水安全影响仿真模拟推演项目，
增强行洪能力，提升防洪标准，还有
就是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
移民搬迁工程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及改造提升工程，（下转 A02 版③）

焦作市天气：今日多云间晴，偏东风 2 级到 3 级，19℃到 29℃；明日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偏东风 2 级到 3 级，18℃到 27℃，详情请拨打电话 12121 总值班：李相宜 编辑：王建新 美编：车

璇 校对：张雪晖 组版：张

一站式购车 省心更省钱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洋 洋） 9
月 19 日至 20 日，由焦作日报社
主办的第四届豫北秋季汽车文
化节暨汽车行业魅力舞蹈短视
频大赛将在市太极体育中心举
行，数十个品牌、百余款主流
车型即将华丽展现、同台亮相。
看车买车在时间 、精力、
价格等方面都要综合考虑，
如果
您有购车计划，
此次文化节绝对
不容错过。在这里，
您可以一次
性把意向车型看个遍，
价格全知
道，大幅节省时间，花一天时
间，逛遍数十家 4S 店。文化节

期间，各参展品牌都会给出更
大的购车折扣，您可以用省下
的钱去加装更多的配置。在这
里买车，省心更省钱。
文化节上除各品牌的购车
优惠，您还可以现场见证汽车
行业魅力舞蹈短视频大赛的颁
奖盛况，领略汽车行业员工的
青春风采。按照大赛组委会赛
程安排，即日起至 9 月 17 日 15
时，参赛作品将通过焦作日报
微视频平台进行展示及线上投
票，请您动动手指，赶紧为喜
欢的作品投票吧。①5

韩晓峰：
当好疫情防控“守门员”
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孟州市公安局交警四支队负责
人韩晓峰无论是酷暑烈日，还是暴风骤雨，尽心尽责检查好
每一辆车、每一个人，
当好疫情防控的“守门员”。作为一名预
备党员和青年民警，
韩晓峰说，
自己多流一滴汗，人民群众安
全就多一分保障；自己多一分付出，马路就多一分安全；自
己多一分坚守，社会就多一分安宁。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打开抖音扫一扫
观看视频报道

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筑牢人民安全根基

本报讯 （记者董柏生） 9
月 14 日上午，市委书记葛巧
红到 2021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主会场武陟县嘉应观乡，
检查指导农民丰收节筹备工
作，强调要进一步细化活动方
案，彰显焦作特色优势，确保
把本届丰收节办成一次有特
色、有声势、有影响、有成效
的农民盛会。
今年 9 月 23 日，2021 年中
○
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活动
将在武陟县嘉应观乡开展，目
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主
要展区布展和表演、体验等项
目基本就绪，预计 9 月 18 日前
全部完成。
葛巧红来到嘉应观乡二铺
营村党建综合体，走进党建长
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服务站和一站式服务中心，
详细了解“五创三治”基层治
理模式和各功能站 （室） 运行
情况。在该村慈善幸福院，葛
巧红关切地询问老人饮食情
况、身体状况和日常活动安
排，看到老人们精神状态不
错，了解到他们吃穿住看病都
不发愁时，葛巧红非常欣慰。
她说，要进一步完善党建综合
体功能，增加党建元素和原生
态产品，丰富服务内容，创新
活动方式，让群众在这里获得
更多的体验感，感受到更多的
方便快捷。
来到农民丰收节主会场，
葛巧红听取会场设计、展区布
置、节目设置等汇报，实地察
看开幕式会场、现代农业展示
区和黄河农耕体验区布展情
况。她指出，农民丰收节举办
在即，作为承办方，市县两级
要进一步细化方案，尤其要完善开幕式各项预案，确保开幕式完
美呈现。要坚持目标导向，市县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加
强沟通协调，完善工作机制，确保顺利推进。
葛巧红强调，一要强化机遇意识，以举办丰收节为契机，高
标准谋划活动内容，依托乡村振兴成果展、现代农业科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将我市优质特色的农产品推介出来，将美丽
宜居的乡村环境展示出来，
将昂扬向上的农民风貌呈现出来，
将我
市深厚的黄河文化底蕴体现出来，让更多的焦作元素在丰收节闪
光。二要突出活动主题，围绕“庆丰收、感党恩”主题，充分展现我
市农民在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
满怀信心加快灾后恢复
重建的热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广大农民享受美好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三要注重融合推进，科
学合理优化观摩线路，不断丰富展示内容，拉长展出时间，把节
庆观摩与景区推介融合起来，持续提升农民丰收节和嘉应观治黄
文化的影响力。四要严格落实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指
示，在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统筹考虑会场及周
边交通疏导、电力安全、环境卫生、社会稳定等各类因素，通过
举办一场盛会，提升治理能力水平，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牛炎平、武磊、杨吉喜参加活动。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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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公告

葛巧红在检查指导二 二一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武陟）筹备工作时强调

发挥经济发展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作用
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彰显焦作地方特色优势
把丰收节办得丰富多彩

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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