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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8 月 16
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为了进一步
推动我省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我
省印发了《河南省加快推动现代服务
业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
案》），为我省服务业发展制定了“路
线图”。

《实施方案》提出，要顺应技术革
命、产业变革、消费升级趋势，充分发
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各方
面的推动作用，在区域引领、产业融
合、创新驱动、纵深改革、扩大开放等
关键领域实现突破和跃升，为现代化
河南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具体目标有哪些？《实施方案》明
确，到 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

长7.5%左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规模
以上企业营收占比达到45%，服务贸
易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8%，服务业
吸收外资年均增长 5%，涌现出一批
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和新赛道“单项
冠军”，物流行业收入规模突破万亿
元，旅游业综合贡献占全省生产总值
比重超过12%，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

如何实现发展目标？《实施方案》
明确，要聚焦创新前沿，加快延伸新
服务。通过培育新型研发机构，激活
技术转移市场，优化科技金融服务，
完善专业中介服务，完善全链条科技
服务；要通过创新产业供应链服务模
式，建设供应链协同平台，对接融入

国际供应链体系，发展精益化供应链
服务；要通过支持发展新型数字服
务，推进产业数字化渗透，壮大高增
值信息服务；要通过发展服务型制
造，高水平建设“设计河南”，发展服
务衍生制造，培育集成融合服务。同
时还将通过丰富时尚消费服务，扩大
优质便利社会服务，聚力打造新服务
载体品牌。

《实施方案》还明确，将扩大制度
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
提升国际市场资源配置能力，为服务
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未来还
将通过优化政务服务、要素配置、创
新监督管理、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为
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③5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刘笑甫

抬眼望是层峦叠嶂，脚边是潺潺
流水，耳畔是鸟鸣虫叫……8月 7日，
记者走进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感
受到这样一幅乡村美景图。

这条清澈的护村河，曾是一条泄洪
沟。“以前河里是污水，蚊蝇乱飞，群众绕
着走……”该村党支部书记郭长周说，今
年年初，村里整治生态环境，先从这条河

“入手”，投资300余万元，对1000余米
长的河开展清污清淤、加固堤防、勾缝治
漏、安装栏杆、河边铺设人行步道等工
作，“污水沟”变身“景观河”。

“这几年镇里一直在搞‘全域植
绿’计划。”采桑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采桑镇开展“植绿”计划是林州市生
态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走
出了一条生态优势强、旅游特色亮、工业
提质快、综合效益好、全域质量高的绿色
发展新路径，实现了生态富民双丰收。

生态环境作底。近年来，不少外地
游客专程到林州“吸氧”，这有赖于该市
大气和水环境质量逐步提升。数据显
示，2020年，大气环境质量完成优良天
数211天，同比增加8天。水环境质量
方面，“十三五”期间，该市淇河、淅河、露
水河、洹河四条河流地表水环境质量全
部达到安阳市下达的目标要求。

持续不断播绿。据介绍，林州市林
地面积 171 万亩，占林州市总面积的
55%。其中，经济林 30 万亩，公益林
47.2万亩。作为首批省级森林城市，林

州市森林覆盖率超过47%。林州市还
在重点林区配备了 251 名专职护林
员，划定了管护范围，签订管护责任
书，形成分区域、网格化管护格局。

绿水青山“生金”。随着全域旅游
的蓬勃发展，山水林州吸引着八方游
客 纷 至 沓 来 。 老 家 安 阳 的 邢 家 铭
2020年留学归来后，在石板岩镇投资
建设了苍溪丽舍民宿。黄华镇景和民
宿、桂林镇桂林老家等精品民宿也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林州市规模
化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有 78个，乡村
旅游民宿达470余家。

2021 年 ，林 州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055.6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8.17亿元，带动相关就业近2万人。③5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法官办案
公不公？律师水平怎么样？互相评一
评。8月 16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
院与省司法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我省建立法官与律师互评机
制已于近期开始实施，法官和律师不
仅要加强业务交流沟通，还可以给对
方的工作表现“打分”。

发布会上，省高院和省司法厅相
关负责人分别公布了《关于建立健全
律师与法官互评机制的实施办法》和
《关于建立法官协会律师协会常态化
交流沟通机制的意见》，文件对评价原
则、评价方式、结果运用等进行了明确
规定。

根据两份文件，律师和法官互评
可以是整体评价，也可以就个案进行
评价。评价内容包括履职尽责、专业
素养、工作作风等，每一项有三个评价
选择：好、一般、差。除了固定选项外，
还可以做出具体评价表述。省法官协
会和律师协会每年通过调查问卷、座

谈会等方式，邀请对方进行整体评价，
并听取意见建议。个案评价中，省高
院办理的有律师参与的案件，办理完
结后，审判流程管理系统会自动向手
机推送评价链接，由承办法官和律师
根据自愿、实名、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
评价。评价结果异常的，协会会通过
调取卷宗、庭审录像，对相关案件进行
评查，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建立互
评机制目的是深化律师与法官彼此
尊重、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
的新型关系，共同提升职业素养和能
力水平，打造“亲清”法律职业共同
体。

省政协委员、律师赵京辉对该机
制充满期待：“有了常态化交流沟通
机制，我们和法官可以就疑难复杂案
件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进行研
讨、论证，共同维护判决的公正性和
客观性，共同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
作。”③7

□本报记者 胡春娜 实习生 刘昕

8月 16日，郑州市中原图书大厦，书
架前、过道上、走廊里，随处可见席地而
坐正在看书的孩子。他们，每人手里都
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沉浸在知
识的海洋里。

这个暑期，书店成了学生消暑、学习
的首选之地。

精彩活动引“流量”

天气炎热，省内各大书店的暑期活
动正在火热开展。

郑州购书中心的“小小图书管理
员”在书店来回穿梭，整理书籍；开封市
祥符区新华书店举办的《诗词里的中
国》诗文朗诵会活动，吸引众多小读者
参与；永城市新华书店第四期“读书汇”
活动如期进行，多名读者分享、交换了
自己喜爱的书籍，感受名著的魅力，让
经典润泽心田……

这些精彩活动，受到了许多大读者
和小读者的热情追捧，让阅读在暑期掀
起了一股热潮。

郑州购书中心经理张书霞告诉记
者，每年暑期，青少年阅读需求旺盛，书
店会将一些少儿读物放在醒目位置，方
便孩子们购买和阅读。同时，为了满足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不仅经常更换展台
书籍，也会举办相关惠民书展、传统文化
体验、文学座谈等活动宣传，做到线上线
下客流的互通引流和转化，增加书店的

“流量”。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让读者纷至

沓来，逛书店成为文化时尚，更多读者与
阅读相伴、共享书香，阅读兴趣被激发，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营造氛围增“留量”

互联网时代，读者的满足感不再单
纯来源于阅读纸质图书带来的知识慰
藉，而是期待在更丰富、更饱满、更个性
的文化体验环境中享受阅读的乐趣。为
此，很多书店除了图书之外，还有了文创
产品、咖啡区，力争在读书空间构建多元
化产品，使很多读者爱上一卷在手的阅
读时光。

新乡市的撒哈拉书店在进入暑期前

就推出学习月卡，不仅有专属的学习座
位，还提供清凉的饮品，因此经常早上还
未营业就有读者在门口等待。除此之
外，一些书店推出的创意体验、文化讲
座、“回声朗读亭”等特色服务，努力营造
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

随着网络书店、电子阅读的兴起，消
费者在购书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这
种形势下，实体书店除了举办线下活动
增加客流，借助网络进一步打造书店品
牌，已经成为众多书店的首选。

作为省内较大的综合性书店，中
原图书大厦利用抖音直播间、小红书、
微信公众平台等线上推广平台，通过
短视频、抖音直播推荐热点图书，联合
各大出版社在微店社群、抖音直播间
让利促销、推广宣传，加强与市场粉丝
的互动，增强书店在市场上的品牌影
响力。

“书香”厚重的秘密

一个有底蕴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
个阅读社会；一个有魅力的城市，应该是
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城市。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建设书
香河南”的安排部署，为我省更好营造全
民阅读氛围，共同建设书香社会，建设现
代化河南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今年 7
月，我省又提出要把书香河南建设作为
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的重要抓手，让全民阅读触手可及、蔚然
成风。

拥有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和丰富门店
布局资源的新华书店遍布省内大小城
市，环境优雅、设计新颖的民营书店弥漫
书香，共同塑造文化综合服务新场景，致
力打造民众喜爱的“文化会客厅”和“美
好生活的新入口”。

“家门口的书店虽然不大，但我们在
这里度过了美好的亲子阅读时光。”郑州
市民熊红艳说，她家附近的书店从开业
至今，是一家人最常去的地方，也是孩子
获得知识的不竭源泉。

这些大大小小的书店，让全民阅读
的书香真正渗透到民众生活中。书店内
容与形式的创新，让阅读更加吸引读者
兴趣，激发学习热情，为全民阅读创造更
好的社会土壤，让“书香河南”的底色更
加厚重。③7

我省建立法官与律师互评机制

打造“亲清”法律职业共同体

这个暑假，来书店觅书香

林州：生态富民双丰收

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5%

我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路线图”公布

盛 夏 时 节 ，到 访 林 州 ，满 眼 是

绿。无论是熙熙攘攘的街区，还是

僻静幽深的乡村，无论是精致优美

的景区公园，还是平坦的公路两侧，

都点缀着一抹抹绿色。如今，林州

百姓纷纷收获着绿色发展带来的果

实，比如，黄华河景观公园的建成，

让市民多了一处休闲场所；经济效

益也逐渐显现，离河边不远的商业

街红火起来。

这充分证明了，绿水青山既是

自 然 财 富 、生 态 财 富 ，又 是 社 会 财

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产力。

因 绿 而 活 、因 绿 而 富 、因 绿 而

美 ，林 州 这 颗“ 太 行 明 珠 ”更 加 璀

璨。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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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

●物流行业收入规模突破万亿元

●旅游业综合贡献占全省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 12%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

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出发！一
路平安……”8月17日傍晚，18辆满载
防疫物资的卡车驶出河南省战略和应
急物资储备保障中心，星夜兼程奔赴
新疆。

省发展改革委有关工作人员说：
“本次紧急援助的物资有 2000 顶 12
平方米棉帐篷、2000张折叠床、2000
套棉被，共计价值470万元。”据了解，
近日，新疆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我省第
一时间从全省抽调 82名疫情防控专
家，已经赴哈密支援防疫工作。在得
知当地出现了防疫物资短缺后，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召开专题工作协调
会，根据新疆当地的需求，决定从我省
应急储备库中调拨上述物资，全力支
援新疆。

守望相助是中原大地的传统基
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原人
耳熟能详的古训。去年夏季，新疆的
救援团队跨越 2400 多公里路，为河
南灾后恢复重建送来爱心物资；今
年，我省的救援队伍带着防疫物资与
爱心启程，为新疆人民送去中原大地
的关爱。

河南与新疆的情谊远不止于此。
1997年，我省成为第一批参与对口援
疆的省（市），经过 26年对口援建，豫
疆山川之遥早已实成了“零距离”。

省发展改革委随队进疆工作人员
介绍，预计 3天后，这批物资将到达自
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新疆坚定
战“疫”信心，为当地打赢疫情防控攻
坚战增添河南力量。③7

同心战“疫”！
我省18卡车物资驰援新疆

本报讯（记者 李倩）8月 17日晚，
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出
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医生宣传推介
活动发布仪式在郑州举行，10位医生
获此殊荣。

当选“出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
医生的分别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丁樱、周
口市项城市疾控中心王春霞、新乡
市中心医院王倩青、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孙长宇、鹤壁市浚县善堂
中心卫生院杨礼波、郑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杨斌、洛阳市汝阳县三屯镇
贠沟村卫生所皇甫胜强、河南省人
民医院秦秉玉、安阳市滑县人民医
院郭红玲、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管一春。此外，还推选出 10 名“出
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医生宣传推
介活动优秀奖。

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
卫生健康委、河南日报社、河南广播电
视台共同主办，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全面落实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
宣传推介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特别是应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学习先
进，弘扬崇高职业精神和伟大抗疫精
神，努力推动河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原建设更
加出彩贡献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5

“出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医生揭晓

（上接第一版）
其中，新开工项目投资带动作用

明显。1 月至 7 月，全省新开工项目
7490个，同比增加 1857个，完成投资
增长 23.0%，拉动全省投资增长 4.4个
百分点。工业投资尤其是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和工业技改投资持续快速增
长。1 月至 7 月，全省工业投资增长
22.3%，与上半年持平，高于全国 11.8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
长 37.5%，高于全国 14.6个百分点。1
月至 7 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8.5%，比上半年加快 1.7个百分点，增
速连续3个月加快，扭转了自上年7月
份以来增速持续低于全国的不利局
面，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稳定恢复。随着
多项促消费举措的政策效应逐步释
放，7 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98.91亿元，同比增长 2.7%，比上月

回落 0.4个百分点。前 7个月，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747.35亿元，增
长 0.6%，高于全国 0.8 个百分点。值
得注意的是，汽车销售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销售火爆。7 月份，限额以上单
位汽车类零售额增长 16.6%，比上月
加快 7.8 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
零售额增长 1.65倍，对限额以上单位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27.4%。

省统计局方面分析，总体来看 7
月份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恢复态势，但
也要看到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下
一阶段，要紧紧抓住经济恢复的重要
窗口期，用足用好用活政策，强化经济
运行调度，着力稳定经济增长大盘，加
快推进投资和项目建设，加大扶持市
场主体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在稳的基础上持续
向好。③7

7月份全省经济持续恢复有所企稳

图① 8 月 16 日，郑州
市海汇中心新华书店，孩子
们在享受阅读的乐趣。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鹤壁市淇滨区构
建“悦”读体系，让书香满城。
图为该区桃园书屋一角（8月
17日摄）。⑨6 杨永轩 摄

②②

①①

（上接第一版）
此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栏

提到，要加强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遗产
调查认定和系统保护利用，发挥黄河
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南、山东段重点
建设示范引领作用。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河南是唯一兼具黄河、大运河、
长征、长城 4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任
务的省份，也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重点建设区。“十四五”期间，全省谋

划 427 个项目，总投资超过 3000 亿
元。其中，54 个项目已纳入国家项
目库。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黄河国家
博物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黄河悬河文化展示馆、黄河流域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等 10个重
点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项目正在紧
锣密鼓推进，还将落地一批以“文化
创意+科技创新”为引领的重大项
目。③7

看看河南元素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