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OZUO DAILY
A05│商务视界 2021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8797000│■编辑：赵玉玲│版式：车 璇│校对：王 敏│组版：杨保星

市商务局
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王水涛）为深
入贯彻落实国务院《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和《河南省优化营商环
境 条 例》（以 下 简 称 “ 两 条
例”），今年年初以来，市商务局
积极履职担当，以“万人助万
企”“入户访民情、我来办实事”

“守规矩、懂业务、真落实”等活
动为抓手，切实做好“两条例”
贯彻执行工作，以实际行动优化
营商环境，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多形式宣传贯彻“两条例”。
该局成立以党组书记、局长李坤
承为组长的深入实施高标准营
商 环 境 优 化 行 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制订 《焦作市商务局深入实
施高标准营商环境优化行动工作
方案》。将“两条例”列入 2021
年度领导干部集体学法计划，组
织局班子进行专题学习。组织开
展专题培训，邀请专家解读国务
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使全
局干部职工更加深刻地认识条例

出台的背景、意义、目的、措
施，为贯彻落实好《河南省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打下坚实理论基
础。利用市商务局网站与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不间断、常态
化宣传学习“两条例”，使之入
脑入心。

多举措扩大招商实效。制订
印发《2021年焦作市招商引资行
动计划》，筹备北京、上海、深
圳等地的招商引资推介暨项目签
约活动。成功举办“百名湘商焦
作行”“百名苏商进焦作”招商
推介活动，恒大农业综合体项
目、华润电力马村区综合能源项
目、中原智造港项目等 5 个项目
签约，总投资 115 亿元。组团参
加中博会，我市共有 5 个项目签
约、投资额32亿元，签约项目数
量居全省第一位、投资额居全省
第三位。参加组织全省“三个一
批”推进会，我市集中签约18个
项目，投资总额为 202.7 亿元，
签约数量和签约金额均为全省前

三位。
多方位稳外贸稳外资。严格

贯彻《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
例，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非禁
即入”，严格落实负面清单之外
的领域不得设置单独针对外资
的准入限制措施要求，加大政策
宣传力度，让企业应知尽知，打
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确
保内外资企业同等享受国家应对
疫情、灾后重建等助企纾困政
策。积极帮助我市出口企业搭
建起线上线下立体式的外贸内
销平台，融入“国际国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组织我市外
贸企业参加广交会、“外贸精
品 惠购中原”“外贸精品惠中
原 羊剪绒温暖千万家”等活
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推动
供给需求“两侧发力”，推进线上
线下“两线联动”，帮助企业融入
无限商机的国内市场，切实稳住

外贸外资基本盘。
多维度服务企业。制订全市

“万人助万企”《焦作市商业企业
提质增效实施方案》，与市金融局
联合制订《金融与招商服务专班
工作方案》，举办惠企政策宣讲
会。到分包的沁阳市河南超威正
效电源有限公司、河南永续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焦作禾丰饲料有
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进行上门服
务，介绍惠企政策，解决实际问
题。建立企业政务服务反馈、评
价、投诉机制，企业在事项办理
后可对办件情况、服务质量等进
行评价。

多方面坚持依法行政。健全
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制度，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检查对象、检查人员信息

库，不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和
系统工作会议，组织开展成品油
质量专项整治。按照国务院“四
级四同”要求，全面排查商务领
域在事项办理、行政执法等环节
中存在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
垒，清理2项中介服务，取消3个
证明事项，实现“事项办理时限
压减 2/3 以上、行政许可类事项
即办件占比在 30%以上、不见面
审批事项占比在 50%以上、监管
事项主项覆盖率在 80%以上”等
目标。大力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起草印发《焦作市商务局信
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方案》，推动
信用等级和信用分类进行细化并
落实，建立和运行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逐步完善以信用为
核心的监管体系。

积极履职担当 深入落实“两条例”

市商务局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秋） 为积极落实“守规
矩、懂业务、真落实”活动，让规矩意识和业
务素养深入人心，近日，市商务局组织局机关
各科室、贸促会、电商中心、商务稽查支队全
体成员参加“守规矩、懂业务、真落实”业务
能力知识测试。

此次测试是市商务局“守规矩、懂业务、
真落实”系列第二次业务能力知识测试。市商
务局全体党员干部通过党建 e 家进行线上答
题，其他人员使用纸质版试卷进行同步答题，
并进行统一打分排名，倒逼各干部不断完善知
识结构，拓宽知识领域，巩固学习成效。

通过此次测试，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明晰
了政策知识和业务能力学习的重要性。大家纷
纷表示，要做到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实现从

“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争做“守规
矩、懂业务、真落实”的“四型”干部。

市商务局举行“守规矩、懂业务、
真落实”业务能力知识测试

⬆ 10 月 15 日，由省妇联、商务厅、
人社厅主办，市妇联、商务局、人社局和
武陟县政府承办的 2021 年河南省电商

“巧媳妇”直播带货大赛颁奖典礼在我市
举行。图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副厅长
何松浩（左一）为获奖者颁奖。

本报记者 万 千 摄

⬅近日，省商务厅流通处副处长石家
文（左前二）到我市检查指导商贸行业安
全生产工作。 本报记者 李 秋 摄

➡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充分利用“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加快灾后
消费市场回暖，繁荣城市夜经济，增强城市
活力，市商务局组织全市商贸龙头企业开展
以“惠聚金秋、喜迎双节”为主题的打折补
贴、内购促销、展销展会等系列促销活动，充
分激发消费动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助燃
城市“烟火气”。图为焦作万达广场火热的
夜场购物情景。 本报记者 万 千 摄

孟州市

10月13日，孟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明霖与圣泉集团
安徽圣泉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柴磊就 《50 万吨/年秸秆
（竹子）生态循环双零产业园项目暨132万吨/年CO2减排项
目》 进行洽谈交流。10 月 15 日，李明霖与修正集团副总
裁、修正战略投资委员会副主任刘宝庆，就医药产业园项目
进行洽谈交流。

博爱县

10 月 13 日至 15 日，博爱县委书记陈泓带队赴深圳招
商，与中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江进行座谈，双方就
深化旅游、金融等方面的合作进行深入会谈；到深圳市应天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南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考察，
与企业负责人就信息技术与5G通信相关产业转移进行洽谈。

10月12日，博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红卫会见中国安
能集团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熊志冰一行，
就推进项目合作进行会谈。

武陟县

10月7日，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武陟县委副书记、县
长申琳会见富士康科技集团华南检测中心副总经理游铖文一
行，就智能终端生产基地和国际检测实验室项目进行洽谈。
10月12日，秦迎军会见省国开行和云南水务、云南五建负
责同志，洽谈三级康养体系、城市生态水系等项目建设工
作。10月13日，秦迎军会见颐高集团、腾讯、中国电建集
团、中国二十二冶集团公司等一行15人，洽谈项目合作事
宜；会见金风科技总工程师刘河、东方电气滑动轴承研究所
所长易百合博士一行，就滑动轴承研发项目及制备高分子复
合材料项目进行洽谈。10月15日，秦迎军会见郑州新世纪
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利峰、郑州乐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王纪伟、深圳市亚尔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
正军等客商，进行集中签约活动；会见河南省水建有限公司
董事长克金良一行，洽谈项目合作事宜。

10月12日，申琳会见宏大建设集团负责人栾建玉，就
集团在武陟县投资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温 县

10月12日，温县县委书记杨磊会见福通控股总经理杜
亚峰一行，洽谈对接光电产业园项目。

10月12日，温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培华会见河南新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辉、河南银港泛家居产业园董
事长樊俊波，就相关项目事宜进行沟通交流。

修武县

10月14日，修武县委副书记、县长魏松在云台古镇与
新农创集团副总裁马雁南等对接洽谈纸坊沟河道生态提升项
目和五里源田园综合体项目。

解放区

10月7日，解放区委书记吴军会见上海金丝猴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东旺一行，陪同调研园区并就下一步合作
进行座谈交流。10月10日，吴军与解放区委副书记、区长
赵海燕一同参加2021年全域旅游发展研讨会暨解放区重点
文旅项目签约仪式。10月12日，吴军、赵海燕共同会见航
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区总经理郝凤森一行，就
地理信息相关领域进行深入沟通交流。

10月11日，赵海燕会见宏大建设集团执行副总裁宋峰
一行，就项目落地事宜进行交流。10月12日，赵海燕赴郑
州会见大象融媒总经理王春阳，就项目推进工作进行研商。
10月13日，赵海燕会见棕榈生态城镇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
副总程橙一行，就神华重机项目融资对接进行沟通座谈。

山阳区

10月12日，山阳区委副书记、区长郑小林会见西安交
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副主任上官金辉一行，洽谈科技合
作事宜。

马村区

10 月 12 日，马村区委书记宗家桢，马村区委副书记、
区长王婕会见安徽凯盛光伏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靳双旗，
双方深入洽谈对接光伏板及配件生产项目和相关农业项目。
10月14日，宗家桢带队赴深圳市微众银行进行实地考察交
流。10月15日，宗家桢带队赴深圳市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就华润医药项目进行深入对接交流。

示范区

10月11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高新区） 党工委书
记吕沛率队考察株洲第四代建筑项目，并与南通三江集团董
事长冯树君、新疆天地集团第四代住房中原区域副总经理魏
江华等一行座谈，对接洽谈项目合作事宜。10月12日，吕
沛会见中国森田投资集团副总裁徐长宇，洽谈资本运作等方
面合作事宜。

10月13日，示范区 （高新区） 管委会主任宫卫红率队
考察拜访博雷盾科技有限公司，并与该公司董事长陈方明、
董事会秘书刘星宇等座谈，对接洽谈项目合作事宜。10月
14日，宫卫红率队考察拜访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并与该公司总经理王禾、副总经理赵赢等座谈，对接
洽谈项目合作事宜。10月14日，宫卫红率队考察拜访中国
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并与该公司副总经理王红钢
座谈，对接洽谈项目合作事宜。

本报记者 李 秋

10月上半月各县（市、区）招商情况通报

本报讯（记者李秋 见习记
者董蕾）为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和《市政府建立健全
五项工作机制》文件要求，切实
加强招商项目的组织协调和跟踪
服务，提升招商引资实效，确保
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实施，完成我
市今年招商引资工作目标任务，9
月30日下午，副市长王付举组织
召开全市招商引资工作例会，市
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坤承主
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市1月份至8月
份 招 商 引 资 工 作 、 第 三 季 度

“三个一批”项目进展及第四季
度“三个一批”签约项目筹备
情况，研究讨论了推进招商引
资工作机制实施细则的相关内

容。各县 （市、区）、“7+X”工
作小组负责同志围绕招商引资
工作进行了汇报，主要包括已
签约项目情况、拟签约项目情
况、项目储备情况，遇到的问
题及需要市领导对接的活动；
重点研究解决招商引资工作中
遇 到 的 专 题 优 惠 政 策 、 需 要

“一事一议”的重大招商引资项
目等突出问题、全市性问题。
会上还印发了 《关于推进招商
引资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王付举指出，招商引资工作
机制是市政府建立的五项工作机
制之一，旨在通过工作例会、专
班推进、专题招商活动等形式研
究审定全市招商引资重大政策，
研究确定全市招商引资重大项

目、重要活动，协调解决重点招
商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
出困难和重大问题，促进招商引
资工作高质量发展。各单位要严
格落实细则要求，积极发挥各自
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形成合
力，以更负责的态度、更务实的
举措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取得新发
展。

王付举强调，要认真落实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讲话精神，
合力抓好招商，严格督导问效，
对招商引资工作实行月排名、
季通报、年终表彰；要落实好
五项工作机制落实会议制度，
按时收集、解决问题；要科学
制 定 招 商 图 谱 ， 确 定 主 导 产
业，围绕产业链进行招商；要

深化与发达地区的对接，各单
位要实行点对点对接联络，梳
理我市在外的怀商、知名企业
家、知名人士，以情招商；要
创新招商方式，围绕延链补链
强链进行链条招商，开展亲情
招商、小分队招商，研究网上
招商，探索开展委托招商；要
努力完成各项目标指标，紧盯
年度任务，抢抓进度，梳理存
在的困难及症结，积极寻求破
解问题方法，确保年度目标顺
利完成。

王付举要求，各级各相关部

门要提升站位，结合资源优势，
突出工作重点，紧抓招商契机，
增强招商实效，齐心协力推动招
商引资工作向前向好发展，圆满
完成招商引资全年任务，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
贡献力量。

各县 （市、区） 政府分管招
商工作负责同志，市城乡一体化
示 范 区 管 委 会 副 主 任 ， 各 县
（市、区） 商务 （招商） 局长，
“7+X”成员单位分管招商工作负
责同志，招商引资工作机制成员
单位分管领导等参加会议。

建立招商引资工作机制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全市招商引资工作例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秋、见习记者董蕾）为促
进我市灾后汽车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拉动市场持续回暖，助力焦作经济复苏，由
市商务局、焦作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秋季车市
大作——焦作市汽车消费补贴惠民车展暨中
国优秀汽车品牌豫北国际博览会将于10月23
日至24日在东方红广场举行。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与焦作日报社
联合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政媒企联手，鼓
励市民购车，释放消费潜能，在真正便民、惠
民、让利于民的基础上，推动消费市场复苏，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

“此促销活动将有效提升居民的购车意愿，
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此次活动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各级汽车经销商已做好了详细的
销售计划，利用政府已有的政策红利，配套出
台相关让利销售活动，加大汽车行业的销售业
绩。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车展汇集我市主流汽
车品牌携旗下百余款热销车型参展，让市民享
受一站式赏车、购车的便利。不仅如此，在此次
车展上购车还可享受灾后汽车消费补贴专项资
金，同时很多经销商还向厂家申请了极为给力的
促销政策，把实实在在的优惠送到消费者手中。

据悉，我市将发放汽车消费券，鼓励市民
买车刺激消费，为焦作汽车市场稳定和发展带
来利好基础，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
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增长。

政媒企携手促消费
掀起汽车消费热潮
市商务局联合焦作日报社将于10月23日举办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