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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昨日，全
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马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和
庆祝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大会重要讲
话精神，落实省委开放工作座谈会精神，
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抓住关键、
持续突破，以更大的力度、更务实的创新
举措扩大对外开放，努力把郑州打造成
内陆对外开放高地，不断提升国际化水
平，全面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

靳磊、白红战、王璋、王跃华、杨福平、
王广灿、万正峰、崔凡等出席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靳磊作动
员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

作对外开放工作报告，副市长万正峰宣
读了考核通报。大会为 2017 年度对外
开放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颁奖。

马懿指出，开放是国家和区域繁荣
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市上下要认清大
势、抢抓机遇、乘势而上，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和庆
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认清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全方位扩大对
外开放的发展大势，认清郑州在“一带
一路”建设和引领区域开放发展中的
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抓住机遇、直面
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深
化改革开放创新作为体现“四个意识”

的行动自觉，作为引领郑州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重
点，坚定不移地走好以开放促创新、促
改革、促发展的路子，为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马懿要求，要抓住关键，持续突破，
扩大成果。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六大
定位，把握“创优势、补短板”的阶段任
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十二字”
工作方针，聚焦三条“丝绸之路”建设，不
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国内辐射力；聚焦
载体平台建设，以自贸区为引领，统筹航
空港实验区、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综试
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和各类功能口岸建
设，在推进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监

管法治化、功能国际化上努力走在内陆
地区前列；聚焦枢纽建设，不断提升“三
网”融合、无缝衔接的便利化程度；聚焦
招商引资，着力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上下功夫，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奠定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要加强领
导，完善机制，提升能力，把实施开放带
动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项目
带动、项目化推进，争取每年有新突破、
新发展、新进步。

会议印发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郑州市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
展规划（2018—2020 年）的通知》《郑州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郑州国际会
展名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

马懿在全市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强调

解放思想 抢抓机遇 创新举措
以开放为带动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河南启动侵权盗版及
非法出版物销毁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为迎接一年一度的世界知识产权日，

昨日上午，河南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和郑州市“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联合在河南人民会堂广场举行 2018年侵权盗
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并启动 2018年“绿书签行动”系
列宣传活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素萍，
副省长戴柏华，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苏长青出席活动。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俊峰，副市长
刘东参加活动。

2017年以来，全省“扫黄打非”工作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
化安全为目标，深入开展“清源、净网、秋风、护苗、固边”五大专项
行动，严密封堵各类非法出版物及有害信息，持续抓好网络环境的
治理，从严打击侵权盗版、“新闻四假”等非法活动，全省“扫黄打
非”工作的整体水平明显提升。我市“扫黄打非”工作按照国家和
省“扫黄打非”办总体工作部署，狠抓责任落实，打牢工作基础，坚
持严查众打，始终保持“扫黄打非”的高压态势，全市各级“扫黄打
非”部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5860人次，取缔印刷复制企业47个，
取缔非法网站71个，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81万余张（盘、册）。

据了解，全省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也分别于昨日举行了侵权
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启动仪式。据初步统计，郑州市
共销毁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16万余册。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昨日下午，
全市安置房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召开。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分类指导，注重统筹，提升
品质，确保质量，全面加快安置房建设，切实
做好动迁群众安置工作，让动迁群众得到妥
善安置、尽快回迁安居。

靳磊、王跃华、张俊峰、吴福民等出席
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跃华主持会
议。副市长吴福民总结部署全市安置房建
设工作。航空港区、管城区、荥阳市，市规划

局、市国土局、市建委负责人发言。
马懿指出，要高度重视动迁群众安置工

作。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关系郑州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郑州现
阶段的工作重点。全市上下要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
紧迫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建为主、提
升品质、扩大成效”的阶段工作重心上来，
把做好动迁群众安置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突
出抓好安置房建设、群众回迁、临时安置安
全等工作，切实维护好群众利益，加快各项
配套建设，加快推进中心城区现代化国际化

生态化、县域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步伐。
马懿强调，要分类指导、加快推进。要

推进安置房建设提质提速，严把安置房规划
设计关，提升品质、保证质量；对在建的安置
房项目要强化保障、科学调度，加快建设进
度；要同步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为群众回迁
安居创造良好环境。要加强对过渡安置点
的规范管理，抓好问题隐患排查整改，落实
领导责任，完善管理机制，做好配套设施，加
强日常管理服务等工作，确保临时安置点

“整洁、有序、安全”。要做好群众安置回迁
工作，创新安置模式，努力让更多动迁群众

能够尽早回迁安居。要处理好环境保护与
工程建设的关系，做到双统筹、双促进。

马懿要求，要加强领导，强化统筹，注重
协调。各级各部门都要把做好群众安置工作
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
上下联动、担当履责、合力攻坚。各县（市）
区、开发区要切实负起责任，全面统筹本辖区
安置房建设回迁工作。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增
强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共同努力加快安置房建设，做细做实群众安
置各项工作，确保动迁群众妥善安置、尽早回
迁安居，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

马懿在全市安置房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做好动迁群众安置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 4月 23日下午就《共产
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
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就是要深
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

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
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理论源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宣言》蕴
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篇章。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王学东同
志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
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强调，《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
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下转三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9个科目纳入全省统考
据介绍，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义务教育

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的全部科目纳入考试的
范围。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
学、历史、地理、生物由全省统一命题、统一试
卷、统一考试时间。其中，语文、数学、外语、物
理、化学、地理、生物七个科目实行闭卷考试；
道德与法治、历史两个科目实行开卷考试。

体育与健康和物理、化学、生物实验操作考

试纳入学业水平考试统一管理，由省教育厅明
确统一要求，各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侧重考查学生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不仅如此，今后，综合实践活动（含信息

技术、劳动与技术、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和
社会实践）、艺术（音乐、美术）等国家课程和
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也要进行考核，由省辖
市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以初中学校为主
实施，相关特长表现体现在学生的综合素质

评价中。

学业水平考试实行随教随考
政策规定，初中所有在校生均须参加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学业水平考试在相关课程
结束后进行，实行随教随考随清。

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生物科目考试统一安排在每年6月
下旬。其中九年级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
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下转二版）

市领导到管城区接访

帮助居民解决问题
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近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俊峰来到
管城区接访。

张俊峰带领市信访局负责人在管城区，认真听取管城区和相
关单位信访稳定工作情况汇报，面对面与信访人员认真交谈，详细
询问情况，真诚沟通交流，及时答复群众合理诉求。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张俊峰要求，一要领导高度重视，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信访理念，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关心群众
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二要上下联动，与上访群众关系融洽。三要
发挥体制机制作用，实现信访稳定和疑难问题可控，上访群众满
意。对待上访群众做到热情接待，认真倾听，实事求是，正确引导，
克服困难，为民解忧，帮助辖区群众解决问题，保障居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共同努力把郑州建设得更加美丽。

市领导到登封市接访

强化信访问责力度
形成长效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王治 实习生 高凡）近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杨福平到登封市接待来访群众。

在登封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杨福平首先听取了其在 3月 14
日接访案件进展情况的汇报，以及国家和省市信访局转送交办信
访案件情况汇报。随后，杨福平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与信访群众面
对面交流，仔细阅读来访者的材料，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详细了
解信访事项的来龙去脉，并向相关部门核实情况。

杨福平表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在日常信访工作中，要认真听取群众诉求，了解群众意
愿，回应群众期盼；要落实责任，各司其职，统筹考虑，从实际出发，
依法依规解决信访群众的合理诉求；要完善机制，进一步强化信访
问责力度，形成长效信访工作机制，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我省互联网用户
总数突破1亿户
电信业务总量居全国第3位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范毅）记者昨日从省通信管理局
获悉，今年第一季度，全省信息通信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电信业
务总量规模升至全国第3位，互联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户。

据介绍，一季度，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708.8亿元，居全国
第3位，同比增长178.3%，增速居全国第3位。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174.8亿元，居全国第6位，同比增长7.3%，增速居全国第8位。

宽带建设加速推进，一季度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5.7 亿元，移动电话基站达到 33.1 万个，同比增长 7.5%。其
中，4G基站 18.3万个，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 4651.7万个，互
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到27705G。

宽带用户增势迅猛，融合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一季度全省电
话用户新增270万户，总数达到 9974万户，居全国第4位。其中：
4G移动电话用户新增 470.4万户，总数达到 6516万户，居全国第
4位。全省互联网用户新增 562.3 万户，总数达到 10233.1 万户，
居全国第 5位。同时，全省物联网用户新增 754.5万户，总数达到
1905.5万户，居全国第7位，同比增长278.1%。

提速降费措施加速落到实处。手机上网流量资费同比下降
68.9%，降幅居全国第 4位。手机上网流量为 74427.5 万 G，居全
国第 3位，同比增长 288.6%。月户均流量为 4046.2M，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465.5M。

注意啦！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有新变化
11个科目纳入高中录取计分 总分800分

郑州绿博园问花节虽然渐近尾声，但园内玫瑰、月季等多种花目前正陆续盛开。特别是芍药和蔷薇已迎风怒放，为景
区增色不少。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迎
来变革！4月24日，省教育厅
公布《河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实施办法》，共11个科目纳
入高中录取计分，总分 800
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道
德与法治、物理、化学、历史、地
理、生物9个科目采取全省统
考，体育与健康、理化生实验操
作考试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组
织实施。

初中在校学生只能参加一
次相应学科考试，新政自2017
年秋季入学初中一年级学生开
始实施。

芍药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绽红绡 向人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娇婀娜全省跨境电商首季
出口单量增长6倍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郑州海关

获悉，一季度，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清
单 2162.5 万票，增长 29.9%。其中，进口清单
1780.9 万票，增长 9.2%，出口清单 381.6 万票，增
长6.1倍，出口单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为了促进河南跨境电商的快速健康发展，郑
州海关依托航空、铁路及邮路三大口岸及郑州、洛
阳等河南自由贸易区核心区域，在电子商务基础
优势明显的郑州、许昌、洛阳和焦作等地针对性布
局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业务，通过多式联运方
式整合空运、海运、公路、铁路和邮路五种物流通
道，助力发制品、羽绒服、鞋靴和农产品等河南特
色商品走出国门，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电商相关产
业蓬勃发展。

今年一季度，郑州海关驻经开区办事处共监
管跨境电商出口清单 255.3 万个，增长 167倍，商
品出口国家140个，商品种类主要包括泳衣、宠物
服装、手机配件等。在出口方面，郑州航空口岸数
字亮眼，今年一季度，郑州机场海关共监管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清单 33万票，其中出口清单 28.5万
票，占比 86.4%，主要商品为我省特色假发类商
品、小饰品、玩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