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欧班列（郑州）的成功，是我省勇
于挺立改革开放的潮头，走出一条
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路的
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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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人民医院健康扶贫“一
站式”结算服务中心窗台窗口小、高度偏低，并未配有扩音器、固定椅等设备，致使前
来办事的群众需“卑躬屈膝”，对此，医院回应：情况属实，正在整改。5 图/蒋燕南

写好新一轮开放的“同题作文”

□丁新科

两位河南农业大学女教师，在外地出

差途中捡到一部手机，联系上失主后主动

送回。近日，来自洛阳的失主苏老先生根

据一个手机号码和曾提到的“河南农业大

学”几个字找到两位女教师，当面致谢，隔

天更是专程送上锦旗。（据 7月 21日河南
日报客户端报道）

或许有人要说，老先生找到两位女教

师，当面表达谢意就可以了，何必大费周

章，冒着酷暑又要送锦旗呢？正所谓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好心女教师的举手之

劳，为苏老先生保全了存有重要生活影像

资料的手机。送锦旗的行为，更是说明苏

先 生 是 一 个 极 其 认 真 的 人 ，也 讲 究 仪 式

感。很多人都明白“勿以善小而不为”的道

理，但大部分人做了好事，往往认为是小

事，不值得说道，更不会主动告诉家人、同

事，客观上导致美德的传播力、影响力往往

有限。殊不知，好事于自身是小事，于另一

当事人就是大事，美德传播出去，就会带动

更多的人向上向好。在“农大好老师拾金

不昧热心送回不留名”的故事中，洛阳失主

有恩必报不找到“雷锋”不罢休，苏先生的

不懈坚持让我们认识了两位美丽善良的女

教师，她们在三尺讲台之外，仍然履行着师

者精神。

无独有偶，最近，卫辉市唐庄镇的段家

勇 一 直 在 寻 找 6 年 前 帮 助 过 自 己 的 张 大

哥。6 年前，他向生意上的伙伴张保记借款

5000 元还车贷。就在借款后几天，段家勇

发生一场车祸，他失去了与恩人的联系。

他曾探访原来工作的地点一无所获，但仍

没放弃寻找。急公好义，关键时拉人一把，

是河南人鲜明的特点。寻恩报恩的故事也

有其深远意义。本报曾报道过的马氏兄弟

跨越 20年因诚结缘、因诚相聚的故事，为什

么能打动那么多人？道理是简单朴素的，

欠债还钱、诚信做人。正是这种质朴的道

理驱使着一个人多年来坚守承诺、坚定行

动。对善良最大的回报是帮助更多的人，

在帮助与回报的过程中，人与人关系才更

融洽，社会风气才会不断向上向好。5

有一种执着叫知恩图报

在“第二课堂”中砥砺成长

近年来，重庆成了众多追求“诗和远方”旅客的打卡胜

地，使得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民宿行业更是呈井喷式发

展。原本在城区流行的民宿，逐渐向乡村和风景区发展。部

分民宿违规侵占林地，超高、超面积违建，圆梦“诗和远方”却

要透支生态环境等问题日渐突出。（见7月22日《工人日报》）
民宿与自然资源当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

系。不过，有两点是肯定的：一则，资本野蛮生长的天性，在

哪个行业都是如此。一个产业跑得过快，僭越底线与法纪的

冲动就会加强。二则，民宿依山傍水、扎根村落，往往“天高

皇帝远”，监管容易跟不上。眼下，生态环保的红线越绷越

紧，民宿自然不是法外之地、不是任性发展的“世外桃源”。

风光是公共资源，生态是发展红线，乡村旅游要振兴、“打卡

经济”要激活，只是，网红民宿在盆满钵满的时候，不奢谈更

多的社会责任，起码应该是遵纪守法的居所。宰客、偷拍、刷

单、脏乱、污染、私建……当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国内民宿

产业的合规管理就该提上议事日程了。2 （邓海建）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说起河南的对外开放成就，中欧班列

（郑州）无疑是极好的“代言人”。2013 年 7

月 18 日开行之初，中欧班列（郑州）经常“吃

不饱”——每月一班，一个出境口岸，到达

汉堡一个目的站；如今的中欧班列（郑州）

每周往返班列二三十班，有欧洲线路、中亚

线路、东盟线路、海铁联运线路，六个目的

站点、五个出入境口岸；境内以郑州为枢

纽，集货半径超过 1500 公里；境外以德国汉

堡和慕尼黑、比利时列日为枢纽，网络遍布

欧盟、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30 多个国家 130

个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近 5000 家，综合指

标居全国首位……

胸中有丘壑，笔下风雷生。中欧班列

（郑州）能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代言人”，

关键在于我们洞察“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

开放新趋势、新要求，围绕交通枢纽、物流

通道等比较优势做文章，深化“放管服”改

革塑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国内唯一实现长运距国际冷链业务

常态化，境内境外全程“门到门”“一单制”

服务，中欧班列中市场化程度、信息化程度

最高……当运贸一体化、数字班列、恒温班

列等“河南特色品牌”，成为中欧班列（郑

州）与众不同的“气质”，6 年来的高歌猛进

也成了一种必然。

把握时与势，前进脚步疾。中欧班列

（郑州）的成功，是我省勇于挺立改革开放

的潮头，走出一条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发

展新路的生动注脚。不沿边、不靠海的河

南，能打破地理位置的先天劣势，在今天以

内陆开放高地的身姿，出现在世人眼中，靠

的是从国际国内的发展潮流中，找到了契

合自身实际的开放突破点、结合点、发力

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新发展理念对

表，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郑

州航空港区、河南自贸区、跨境电商综试区

等国家战略，以“小区”带动“大省”：“无中

生有”打造“四条丝绸之路”，建成内陆省份

数量最多的功能性口岸，从内陆腹地走向

开放前沿，向“买全球、卖全球”目标扎实迈

进。

新旧相推，日生不滞。时针走进改革

开放的第 41 年，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

开放的转变在加速，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

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意

味着区域间的开放竞争进入多维度时期。

立足于新的时与势，写好新一轮高水平开

放的“同题作文”，我们在竞争中不落人后。

令人欣喜的是，我省已经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以开放的视野谋创新，以创新的思

路抓开放，为“同题作文”搭好了框架。新

出台的《关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加

快构建内陆开放高地的意见》提出，着力打

造高品质营商环境，提升开放通道、平台基

础优势；促进创新要素开放合作，加快外贸

优化升级，推进贸易强省建设，开放型经济

主要指标保持中西部前列……这些举措既

能巩固我们既有的开放优势和成果，更有

助于补齐地区间发展不均衡、高层次有影

响的外向型企业少、竞争力强的产品少、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少等开放“短板”，将让我

省加快形成功能齐备、要素集聚、产业繁

荣、互联互通、环境优良的全面开放新格

局。5

近日在驻马店市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村采访时，记者

看到，村里近千平方米的墙体上绘制着一幅幅生动的彩画，

内容涉及中国梦、文明乡村、中华美德、乡村振兴等。河南大

学民生学院的暑期实践志愿者们在当地开展助力实践活动，

用手中画笔描绘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动人墙绘。

选取素材，制作效果图，冒雨丈量墙面尺寸，顶着烈日在

墙面绘制草图……学生们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大家实地走访

调研、开办支教课堂、举办主题讲座，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

生活中，既克服了眼高手低的问题，又提高了解决实际生活问

题的本领。青年要成事，既要沉心静气，更要扑下身子，要扎

扎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暑假里，全省大中专学生志愿者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暑期“三下乡”，对

于学校而言，可谓“第二课堂”，目的是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的

机会，让学到的东西，不只停留在书本上，不只装在脑袋里，而

是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农村条件相对艰苦，对于从城里来的大学生而言，要

忍受的不仅有高温酷暑、蚊虫叮咬，还有水土不服带来的

病痛等，但同学们丝毫没有退缩。一位同学钻进花坛画画

时，被马蜂蜇了，红肿迅速在伤口周围蔓延开，大家要送他

去诊所，小伙子说，这点伤痛不算什么，赶进度要紧。志愿

者们用自己的真心付出换来了乡亲们的真情相待，村民们

主动为他们加餐、送水、送西瓜，短短 11 天的实践时间，相

互间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三下乡”社会实践不仅为乡村送

去了文化科技卫生知识，还为青年学生提供了磨练意志、

塑造品格的好机会。大学时光是青年人学知识、塑人格、

拓视野的关键时期，犹如人穿衣服时要扣的第一粒扣子。

鼓励青年学生沉下去踏踏实实做事，多为学生提供检验学

识的实践机会，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高校义

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也期待广大学子在“第二课堂”中更好

地磨砺自我、收获成长。5 （胡舒彤）

民宿不是野蛮生长的“世外桃源”
众议

画中话民生暖语

郑州市
郑州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郑州航空港产业集聚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郑州国际物流产业集聚区
郑州市中牟汽车产业集聚区
郑州市白沙产业集聚区
郑州上街装备产业集聚区
郑州马寨产业集聚区
新郑新港产业集聚区
新密市产业集聚区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
荥阳市产业集聚区
郑州金水科教园区
开封市
开封汴西产业集聚区
开封黄龙产业集聚区
开封市汴东产业集聚区
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
通许县产业集聚区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杞县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洛阳工业产业集聚区
洛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伊滨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洛龙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洛新产业集聚区
洛阳市石化产业集聚区
洛阳先进制造产业集聚区
洛宁县产业集聚区
宜阳县产业集聚区
新安县产业集聚区
栾川县旅游产业集聚区
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
汝阳县产业集聚区
嵩县产业集聚区
伊川县产业集聚区
偃师市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市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平新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
平顶山市石龙产业集聚区
郏县产业集聚区
叶县产业集聚区
宝丰县产业集聚区
舞钢市产业集聚区
鲁山县产业集聚区

安阳市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安阳市产业集聚区
安阳市纺织产业集聚区
安阳殷都区产业集聚区
林州市产业集聚区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内黄县产业集聚区
鹤壁市
鹤壁市鹤淇产业集聚区
鹤壁市宝山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金山产业集聚区
浚县产业集聚区
新乡市
新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新乡工业产业集聚区
新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新乡电源产业集聚区
新乡市新东产业集聚区
原阳县产业集聚区
获嘉县产业集聚区
封丘县产业集聚区
卫辉市产业集聚区
延津县产业集聚区
辉县市产业集聚区
焦作市
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焦作市工业产业集聚区
武陟县产业集聚区
温县产业集聚区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沁阳市产业集聚区
修武县产业集聚区
博爱县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
濮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濮东产业集聚区
濮阳市化工产业集聚区
南乐县产业集聚区
清丰县产业集聚区
台前县产业集聚区
濮阳县产业集聚区
范县产业集聚区
许昌市
许昌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许昌魏都产业集聚区
许昌尚集产业集聚区
中原电气谷核心区
长葛市大周再生金属循环产业集聚区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

鄢陵县产业集聚区
襄城县产业集聚区
襄城县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
禹州市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
漯河市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沙澧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东城产业集聚区
漯河市淞江产业集聚区
舞阳县产业集聚区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
临颍县杜曲现代家居产业集聚区
三门峡市
三门峡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三门峡产业集聚区
义马煤化工产业集聚区
卢氏县产业集聚区
渑池县产业集聚区
灵宝市产业集聚区
陕州区产业集聚区
南阳市
南阳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南阳市新能源产业集聚区
南阳市光电产业集聚区
南阳化工产业集聚区
新野县产业集聚区
淅川县产业集聚区
内乡县产业集聚区
唐河县产业集聚区
桐柏县产业集聚区
桐柏县安棚化工产业集聚区
镇平县产业集聚区
西峡县产业集聚区
社旗县产业集聚区
南召县产业集聚区
方城县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
商丘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
豫东综合物流产业集聚区
商丘市睢阳产业集聚区
宁陵县产业集聚区
虞城县产业集聚区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
民权县产业集聚区
夏邑县产业集聚区
睢县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潢川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信阳平桥产业集聚区
信阳市上天梯产业集聚区
信阳金牛物流产业集聚区
信阳明港产业集聚区
光山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
新县产业集聚区
罗山县产业集聚区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
商城县产业集聚区
潢川县产业集聚区
息县产业集聚区
周口市
周口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周口市川汇产业集聚区
项城市产业集聚区
淮阳县产业集聚区
扶沟县产业集聚区
郸城县产业集聚区
西华县产业集聚区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商水县产业集聚区
驻马店市
驻马店装备产业集聚区
驻马店市产业集聚区
驻马店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
遂平县产业集聚区
正阳县产业集聚区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
西平县产业集聚区
泌阳县产业集聚区
平舆县产业集聚区
确山县产业集聚区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
济源市
济源虎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济源市玉川产业集聚区
省直管县（市）
巩义市产业集聚区
巩义市豫联产业集聚区
兰考县产业集聚区
汝州市产业集聚区
滑县产业集聚区
长垣县产业集聚区
邓州市产业集聚区
永城市产业集聚区
固始县产业集聚区
固始县史河湾产业集聚区
鹿邑县产业集聚区
新蔡县产业集聚区

一、2019“金星奖”——河南5星级投资目的地（集
聚区）

评价标准：
1.在管理体制上，产业集聚区完整套合到一个行政

区划单位，集聚区管委会组建了完整班子，实现了高效
管理。

2.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建立新型管理体系，
在行政审批制度上实现了联审联批，高效快捷，客商满
意度高。

3.所有承诺的招商引资奖励政策得到了贯彻落实，
在入驻客商中享有较高美誉度。

4.集聚区内产业配套设施完善，建立了“保姆式”服
务等机制。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建立了完善的服
务机制。

5.形成较为完备的项目推进机制，建立了与上级部
门的“直通车”制度，对于阻碍企业发展的问题，能够高
效解决。

二、2019“金星奖”——河南5星级产业集群

评价标准：
1.主导产业鲜明，产业集聚度高，主导产业收入超

过集聚区总收入的70%。
2.实现可持续发展，入驻有1个以上行业龙头企业

或投资5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3.招商方式持续创新，在集群招商、产业链招商、协

会招商等招商方式上有成功案例，引进并实施有对产
业集群具有较强支撑作用的新项目。

4.集聚区特色鲜明，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招商
引资数量保持年10%以上的增速。

5.签约项目落地，集聚区各部门执行政策有力，签
约的项目能够实现顺利落地，没有投资商投诉。

三、2019“金星奖”——河南高质量发展产业集
聚区

1.更加注重产业建链、补链、延链，打造主导产业优
势明显的产业集群。

2.以产业高端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化为目标，
转型发展取得突破。

3.主导行业与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有稳定的产学
研合作体系,建立有完备的创新平台，能够实施重大科
技攻关。

4.产业定位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占主导地
位,入驻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5家以上。

5.拥有大批致力于创新、不断开展创新活动的创新
型企业、企业家和人才。

四、2019“金星奖”——河南产业集聚区“二次创
业”典型案例

1.集聚区“二次创业”有完整的规划、目标及方案。
2.集聚区“二次创业”以来取得明显的变化。
3.关于“二次创业”，媒体有广泛报道。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政
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更加
注重产业建链、补链、延链，打造主导产业优势明显的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正式被写入河南省
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省级产业战略。

多年来，我省打造的 180个产业集聚区在集群培
育、创新创业、开放招商、功能完善、理顺体制等方面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
的主要阵地、营造良好态势的重要平台。集聚区搞好

“二次创业”必须推进绿色、智能、技术三大改造，提升
产业链水平，以产业高端化、技术尖端化、质量顶端化
为目标，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产业集聚区“二次
创业”战略，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促进招商引资，河南日
报拟开展“聚焦集聚区二次创业”暨第八届产业集聚区

“金星奖”系列活动，推选系列先进单位，大力宣传，树
立典型，推进集聚区又好又快发展。

咨询电话：0371-65796009 67912391

为体现本次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组委会对于集聚区类奖项将
采用读者互动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办法推选出先进单位。

公众投票设置为网络投票，请扫描右边二维码，进行投票。

第八届“金星奖”调查表

参与调查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奖项设置

第八届河南产业集聚区建设“金星奖”隆重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