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10 月 7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
国庆黄金周全省共接待游客3995.85
万人次，旅游收入191.79亿元。全省
文旅市场筑牢安全生产、疫情防控防
线，各场馆、景区运行平稳有序。

“中国红”成为国庆假期最亮丽
的色彩，红色旅游点燃游客爱国热
情。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游
客络绎不绝，他们仔细观看革命文
物，聆听红色故事。河南首家元宇宙
剧场——红旗渠元宇宙剧场之时空
隧道建成亮相，剧场运用XR、数字孪
生等技术还原修渠场景，让游客沉浸
式感受红旗渠精神。

各地、各景区举办特色文旅活动
献礼国庆、祝福祖国。郑州建业电影
小镇推出爱国巡游大合唱、汉服国风

大巡游等主题活动；焦作云台山景区
开展“传递国旗，歌唱祖国”系列活
动，五星红旗在太行山上迎风招展。

国庆假期共赴文化之约成为新风
尚，“到博物馆去”成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各地文化场馆争相“上新”，纷
纷推出重磅展览、特色文创以及品牌
活动。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开封
州桥及汴河遗址、翰园碑林景区等推
出的特色研学游项目，让孩子们在旅
游中拓宽视野、增强文化自信。

受疫情影响，城市周边游、乡村
游成假日主流。郑州园博园、巩义长
寿山、林州太行大峡谷等景区，成为
游客体验金秋美景的“心头好”。新
密、栾川、新县等地民宿继续保持领
先优势，“西河恋歌”“枫杨树下”等精
品民宿“一房难求”。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10 月 7日，
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国庆假期期
间，全省商品供应充裕，价格稳定，城
乡居民节日消费热情持续回升，企业
销售额明显反弹，消费市场呈现持续
复苏态势。据商务部反馈，10月 1日
至 7日，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
企业累计实现销售24.5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0.6%。

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我省
各地精准施策加快促进消费回补。
郑 州 市 共 投 入 3.1 亿 元 资 金 开 展
2022 年“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对
汽车、百货、餐饮、家电等商品消费发
放补贴，带动消费复苏；洛阳市启动
2022年“古都焕新”全民消费季系列
活动。各地商家也联合厂商、银行等
合作对象，在政府补贴基础上竞相推
出系列促销活动。

全省消费呈现线上线下加快融合
态势。国庆期间，各地政府、商家充
分利用直播平台，与支付宝、云闪付
等支付平台合作，开展各种促销活

动。支付宝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前
夕，郑州市通过支付宝发放 3000 万
元餐饮及百货消费券，国庆期间郑州
餐饮和零售行业的支付宝交易量涨
幅超30%。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增长明
显。近期，各地聚焦汽车家电等领域
出台促消费政策。郑州市开展金秋
汽车促消费专项活动，发放 1亿元汽
车消费券；鹤壁市发放 2000 万元汽
车消费券；信阳、平顶山、新乡等市分
别投入数百万元发放汽车、成品油等
消费券。

以节聚势，住宿餐饮消费持续恢
复。国庆期间，婚庆宴、团圆宴、亲朋
聚餐、在线订餐成为节日餐饮市场主
角，老字号餐饮品牌仍是家庭聚餐的
首选。此外，丹尼斯、新田 360、洛阳
正大广场等企业纷纷推出超低价餐
饮优惠套餐、餐饮团券等活动。据商
务部反馈，10月 1日至 7日，全省重
点监测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实现499
万元。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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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县三屯镇
围绕“农业+文旅”，
积极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区，以2000亩
富硒稻田为依托发
展观光农业，带动村
民走上致富路（10
月 7日摄）。⑨3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吴烨 李晓敏 曹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嘉译
本报通讯员 郑良子

如今在河南，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感受：大病重病不用再去北上广，曾经

“天价”的特效药、进口药越来越便宜，
异地报销更方便，身边的中医馆越来
越吃香……

2021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9 岁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达 到
28.4%，两项重要指标双双超越全国平
均水平；全省婴儿、5岁以下儿童和孕
产 妇 的 死 亡 率 分 别 降 至 2.91‰ 、
4.18‰、9.9/10 万，三项指标连续多年
在全国处于领跑位次。

“两个超越”“三个领跑”，见证了
河南卫生健康事业砥砺奋进的 10 年

巨变，为健康中原建设写下了生动注
脚。

健康是民生之基、幸福之源。党
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全面落实
健康中国战略，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坚持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以公共卫生安全为底
线，以健康中原行动为抓手，全方位、
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群众美好生
活奠定健康基础，助推老百姓的健康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扩容

我省坚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继续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医疗资源，优化
区域城乡布局，做到大病不出省，一般

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
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9月 29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揭牌
暨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一期工程开
工仪式隆重举行，河南肿瘤疾病的诊
疗水平和防治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为解决省内优质医疗资
源整体薄弱、相对集中等问题，我省启
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截至
目前，已在郑州、南阳、洛阳等地布局
了 8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涵盖心血
管、儿童、神经、呼吸、肿瘤等领域。

来自南阳邓州的马先生患上了严
重的“扩张型心肌病”，出现心力衰竭
等症状。2021年 10月，他在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接受了全球首例“超小

型磁悬浮离心式人工心脏植入术”，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院长胡盛寿教授主刀，为他装上
了一颗地道的“中国心”。这一高精尖
技术的成功实施，使马先生的生命得
以重启。

省委、省政府对建设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高度重视、高位推进。省委书
记楼阳生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河南
医院揭牌仪式上强调，河南省和中国
医科院肿瘤医院共建国家肿瘤区域医
疗中心，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建设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
是加快健康河南建设的一件大事，是
满足亿万河南人民健康需求的重大民
生工程。（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河南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宏范同志
的遗体于 10月 7日上午在郑州火
化。

王宏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 年 10月 3日 18时 53分在郑
州逝世，享年89岁。

王宏范同志逝世后，发唁电、
送花圈表示哀悼并向家属慰问的
有：省级领导同志楼阳生、王凯、刘
伟、孔昌生等；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同志，离退休
的省级领导同志；各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和部分省直单位有关负责
同志；王宏范同志原籍、曾工作过
地方的同志及生前好友等。

王宏范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和
国家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社会
主义建设无私奉献的一生，也是为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的一生。他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
的政治品格、顽强的革命意志、扎
实的工作作风、深厚的为民情怀，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勠力同心、众志成城，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向着“两个确保”
的目标奋勇前进，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而不懈奋
斗。③9

王宏范同志遗体在郑州火化

新华社北京 10月 7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
严必依法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统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依规治党，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
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严格执行党章，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
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推进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
显著前所未有，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
化、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习近平同
志围绕依规治党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

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
于我们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更好发挥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
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
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
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 10 个专题，共计
400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
11月 15日至 2022年 6月 17日期间的
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 180多
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中办 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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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
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进进奋奋 非凡十年 出彩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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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原步履稳

新华社北京 10 月 7 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7 日在
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 129人，列席
2人。

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讲话。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
提请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审
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2 年 10 月 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
次全体会议通过）

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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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全国债券市场上的“河南招牌”

中豫信增获评AAA主体信用等级
□曾鸣

挂牌仅半年时间，河南首家信
用增进公司已将三个“AAA”收入囊
中。

近日，联合资信、中诚信国际、东
方金诚等国内三大权威评级机构出
具报告，给予河南中豫信用增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豫信增”）AAA主
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河南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
础，省内企业直接融资空间广阔，信
用增进业务发展潜力巨大。业内人
士认为，中豫信增在拿到AAA主体
信用等级之后，无疑会更有影响力，
将在改善区域信用环境、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促进债券市场良好发展
等方面发挥更大的职能与作用。

据悉，中豫信增于今年 3 月 13
日正式挂牌成立，是在中国人民银
行支持下，经河南省委财经委第四
次会议研究同意、省政府国资委批
准，由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豫资控股”）牵头组

建的河南首家省级信用增进机构，
有效填补了中原地区信用增进工具
的空白。公司注册资本 40亿元，实
控人为河南省政府国资委。

作为资本市场的“新兵”，中豫
信增何以能在短期之内接连获得国
内三大权威评级机构的认可？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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