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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29日上午在中南海同中华
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
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
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党
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团结动员亿万职
工积极建功新时代，加强对职工的思

想政治引领，加大对职工群众的维权
服务力度，深入推进工会改革创新，
勇于担当、锐意进取，积极作为、真抓
实干，开创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和工
会工作新局面。 （下转三版）

“几十年前，郑州没有大型展
馆，错失了不少举办大型知名展
会的机会。现在不同了，展会档
期都排到两年后，郑州会展业在
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大。”从事会展
业近 30年的郑州千秋展览策划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杰亲身经历郑
州会展业的飞速发展。

“郑州会展业能得以快速发
展，和城市开放程度息息相关。
如今，郑州经济体量、产业规模、
交通优势都与沿海地区的差距越
来越小，会展业发展后劲十分巨
大。”王杰说。

一个会展折射一座城，会展
业与城市发展血脉相连。

上合峰会、全球跨境电商大
会、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从众多纷至沓来的重量级展会不
难看出，乘改革开放东风，郑州会
展业发展蒸蒸日上。随着新国际
会展中心即将投入使用，郑州会
展业发展从“一中心”不断延伸至

“多中心”，一个四通八达的枢纽
之城，一个生机蓬勃的国际会展
名城已跃然于眼前。

会展经济驶向“快车道”
从历史辉煌期、停滞发展期

到重新崛起期，郑州会展业发展
可谓是“一波三折”。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凭借

独特的区位优势，郑州成功吸引
了全国煤炭订货会、全国农机展
销会和全国供销系统商品展销
会的举办权，因此被中国会展界

誉为“流动展的摇篮”。上世纪
90年代，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经济发达地区迎来新建大型
展馆建设热潮。郑州受展馆面

积不足等原因的制约，全国性大
型流动展纷纷“告别”郑州，转到
其他城市举办。

痛定思痛。面对全国会展经

济快速发展的态势，郑州加快了
大型展馆的建设步伐。

1993年，中原国际博览中心
建成投用，成为全省第一座现代
化展览基地，打响了郑州会展业
快速发展“第一枪”。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2003 年
1 月开工，2005 年 10 月展览中
心投入使用，2006年 3月会议中
心投入使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的诞生成为郑州跨入新世纪、
新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作为
全国一流的新展馆，郑州国际会
展中心为郑州会展经济快速发
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带领郑
州会展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纪元。

2005年以来，全国药品交易
会、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全国农
机产品订货交易会等一大批全国
大型知名展会纷纷返回郑州举
办。同时，随着郑州全国商品交
易会、河南家禽交易会等多个自
主品牌展会的快速成长，郑州会
展经济逐步走向了全国前列。

2012年，郑州与北京、上海、
广州、成都、杭州、深圳一同入围

“中国最受欢迎的会展城市”；
2017年，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等展
馆出租率继续位于全国前列，郑
州成功入选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
城市。 （下转六版）

习近平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建功新时代
开创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从“一中心”到“多中心”

郑州国际会展名城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张 倩 文/图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夜景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 陈凯）离 11 月 3 日“郑州银
行杯”郑州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跑
的日子越来越近，郑州城内的“马拉
松气氛”也越来越浓郁。在 11月 3
日当天，跑友和观众们会发现，许多
平日里只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字、广
播中听到声音、屏幕上看到身姿的
媒体人，将会“活生生”出现在身边，
汇入马拉松的队伍当中。

据悉，郑州市记者协会将组织
由《郑州日报》、《郑州晚报》、郑州广
播电台、郑州电视台和中原网等市
属五大媒体的编辑、记者、主播、主
持人、技术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组成
上千人规模的“郑州融媒体跑团”参
加首届郑州国际马拉松。

对于即将到来的郑州国际马拉
松赛，市属媒体都非常重视，郑州报
业集团将组织超过 700 人参加；郑
州电台各频率、部门将有近 200 名
主持人、记者、编辑参加；郑州电视
台将派出超过 500人的跑步军团出

现在郑马赛道上。1000 多人规模
的“郑州融媒体跑团”届时将高举跑
团大旗，身着统一服装参加比赛。

在融媒体跑团中，将会有许多
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记、名编、名嘴。
郑州电视台的姚丽勤、米娜、万江
莉、海军等多位知名主持人早已在
积极准备；郑州电台主持人张明届
时将会在现场激情主持赛事，主持
人林夕、杨辰、大飞等将悉数参赛；
郑报融媒旗下中原网、郑直播、冬呱
视频的知名主播李潇潇、谢君锐、许
婷婷、李佳露等也会和同事一起登
上郑马赛道。为了在比赛中有好的
表现，大家已经纷纷通过在跑步软
件打卡、到健身房锻炼等方式来备
战郑马。《郑州日报》体育部主任、资
深体育记者王微晶告诉记者：“我平
时喜欢踢球，郑马的到来让我也开
始注重跑步。最近一段时间，我的
运动量每天都在 3万步左右。看到
每天朋友圈那么多人都在跑步，就
明白只要运动，就很快乐！”

除了市属媒体，河南广播电视
台各频道频率、《河南日报》、《大河
报》、《河南商报》、《东方今报》等省
级媒体的媒体人也纷纷报名参加郑
马，河南卫视的庞晓戈、关枫、陈琨
等著名主持人将一起组团参赛。如
此大规模的媒体人统一行动，在国
内众多马拉松赛事极为少见，这也
将是首届郑马的一大亮点。

“媒体人平时的工作压力非常
大，更需要通过合理、科学的健身方
式来保持健康。11 月 3 日是个周
六，大家都有时间参加。我们以‘健
康奔跑 活力郑州’为主题，组织这样
一个媒体人的跑团，一方面是借此
来让大家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并
在大型赛事活动上展现出媒体人的
风采，为郑州增添活力，另一方面也
希望通过媒体人身体力行，发挥自
身影响力，让更多人参与到健身活
动中来，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拥抱
健康的生活方式。”郑州记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

名记名编名嘴变身“名腿”

千人“融媒体跑团”和你一起跑郑马

中国工程院学术会议在郑召开

推进学术交流合作
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昨日，2018年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
与材料工程第十二届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霍金花，中
国工程院党组成员、秘书长陈建峰院士，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大
学校长刘炯天，副市长史占勇出席会议。

据介绍，此次学术会议是中国工程院的重要系列学术活动
之一，每两年召开一次，旨在推进化工、冶金、材料领域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提高创新能力，推动相关产业发展。至今已成功举办
过十一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本届学术会议主题为“绿色化工、冶金、材料工程”。会议
针对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需求，结合国内外化工、冶金、
材料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交流学术思想、展示最新成
果、研讨相关领域和行业科技协同创新思路和策略，为推动相
关产业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出谋划策。

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作体成立

把黄河打造成为
郑州旅游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协
作体”宣告成立。该协作体由市旅游局发起，巩义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荥阳市旅游和文物局、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惠济区文
化旅游局、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组成。市委常委、副
市长谷保中出席成立大会。

据了解，郑州黄河沿线既有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石窟寺、
河洛汇流、楚河汉界等文化旅游资源，又有丰乐农庄、绿源山水
等生态旅游资源，是一个具备一体化发展、联动营销的旅游带。
成立该协作体，有利于探索实践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联合推广模
式，进一步丰富黄河游品牌内涵。相关成员单位将有效整合沿
黄优质旅游资源，提升重点景区品位，共同打造郑州“黄河旅游”
知名品牌。

谷保中说，成立该协作体，标志着我市黄河沿线旅游进入品
牌化、组团化和区域化联动发展新阶段。各成员单位要协调配
合，通力合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管理等方面不断取得
新进展，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开展务实合作，把黄河打造成继“功
夫”之后的另一张郑州旅游名片。

10家外贸产业基地
进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省政府印发《关于支持外贸产业
基地加快发展的通知》，决定在全省范围内优选 10家具有一定
发展基础和进出口潜力的基地，用 3~5年的时间，打造成百亿
乃至千亿级基地。

这 10家基地分别为：郑州航空港区智能终端外贸产业基
地、郑开汽车及零部件外贸产业基地、洛阳市工程机械外贸产业
基地、豫西有色金属外贸产业基地、焦作市羊剪绒制品外贸产业
基地、濮阳市石化新材料及装备外贸产业基地、许昌市发制品外
贸产业基地、豫西南食用菌外贸产业基地、黄淮四市纺织服装外
贸产业基地、平舆县户外休闲外贸产业基地等。

据悉，为支持 10家外贸产业基地快速发展，《通知》提出，
有关部门要会同当地政府做好基地发展规划，开展精准招
商。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基地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
基地企业出口退税进度，加强基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基
地品牌建设支持力度，支持基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优先推荐
市场采购贸易试点。

为提升基地贸易便利化水平，《通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基
地政府和经营企业申建保税中心、保税仓库，完善进出口功能。
落实限时办结制度，提高退税审核审批效率，确保及时足额退
税。鼓励基地设立出口退税资金池，加快退税速度，降低企业资
金成本。加大基地品牌建设支持力度，争取打造 20个知名品
牌。对企业境外专利申请、商标注册、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
给予资金扶持。在国际知名品牌评选、宣传推广、政策支持等方
面对基地和基地企业予以倾斜。

郑州机场调整国内
中转最低保障时间

由90分钟缩短至60分钟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 通讯员 朱磊 施书芳）记者昨日从郑
州机场获悉，郑州机场国内转国内最低保障时间即日起进行调
整，由原来的 90分钟调整到 60分钟，也就是说，今后旅客在郑
州中转的衔接时间减少了半个小时。

中转业务是枢纽机场的重要功能和标志之一，郑州机场自
2009年 10月正式运行中转业务，通过完善中转服务设施，优化
保障流程，创新中转模式等多种举措，中转业务实现快速发展，
2017年服务中转旅客 109.6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2018年
上半年，郑州机场保障中转旅客同比增长60%。

为进一步推动郑州机场枢纽功能建设，郑州机场经过持续
优化中转服务保障流程，细化中转服务项目等服务提升措施，目
前已完全具备国内转国内衔接时间为60分钟的保障能力。

郑州机场还推出“经郑中转·畅享行”中转服务承诺，承诺的
服务内容包括：为中转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优先安排前舱座
位、优先登机、快速转机、免二次安检、行李直达、隔夜免费住宿、
免费休息、免费小食品及饮品、免费正餐、免费上网、免费书刊、
免费棋牌娱乐等。

我市明确直管公有住房房改政策

已购经适房住户
不能再买房改房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曹婷）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制
度改革政策，妥善解决房改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今年 9月，
市政府下发《关于解决我市房改工作中遗留问题的通知》。
昨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该局就《通知》中直管公有住
房参加房改有关问题进行明确：购买过经济适用房的，不再
享受购买房改房的资格。参与房改的，市房改办受理时间
截至2019年 2月 28日。

为做好直管公有住房出售工作，市房管局明确《通知》
中关于购房申请人资格的认定如下：参加工作的本市职工，
包括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自主择业人员。

《通知》规定：购房申请人应符合我市房改政策，在
2000年 1月 1日前租住现住房且参加工作的本市职工。其
中，对于以下情形视同2000年 1月 1日前租住现住房：1.夫
妇双方在 2000年 1月 1日前已承租，租赁合同显示的承租
人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办理变更手续后继续承租的；2.夫
妇双方在 2000年 1月 1日前已承租，与其一同生活的家庭
成员当年已成年且现在没有其他住房，在夫妇双方都亡故
后，家庭成员办理变更手续后继续承租的；3.2000年以前
已承租直管公房，2000年以后拆迁安置重新办理的承租手
续还是原承租人的；4.符合“在2000年 1月 1日前租住现住
房且参加工作的本市职工”的规定，出生年龄在 1980年以
后的，须提供工作单位正式的招工手续。

此外，市房管局对《通知》提及的关于在直管公房拆
迁过程中对已交过超面积款问题，本次房改售房的处理
意见进行明确：已交过拆迁超面积款的，超面积部分不再
重复缴纳房改购房款，在计算购房款时只收取整套房屋
建筑面积减去原交过超面积部分，本次收款面积部分作
为享受房改政策是否超标的依据；在购房人登记表和房
改办《家庭个人住房档案》计价面积栏备注“该房交过 XX
㎡拆迁超面积款”字样。

郑州已开建逾
两万套人才公寓

印尼载189人
客 机 坠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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