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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一切奋斗的起点。
一个有梦想、肯奋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改革开放 40周年、“中国梦”提出六周年、

党的十九大召开一周年……历史与未来在
2018年交汇，奔向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歇。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社会主要
矛盾转化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带领中华儿
女奋力前行，逐梦结出累累硕果。

有梦想，就有逐梦前行的动力
茫茫夜色中，火箭托举着北斗双星拔地而

起，直冲霄汉。
11月 19日凌晨，随着两颗组网卫星顺利升

空，我国北斗三号基本系统星座部署圆满完成，
将于今年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

基本导航服务。
这是写满艰辛与荣耀的“航天之梦”的关键一

步，也是实现追赶与超越的中国梦的难忘瞬间。
中国梦，描绘出一个时代最为壮阔的梦想图

景，汇聚起一个国家最为持久的追梦力量。六年
来，中华民族一步步砥砺奋进、一步步扎实前行。

向前一步，梦想的轮廓更清晰。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对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

向着梦想奔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雄安新区建设、乡
村振兴……一个又一个台阶见证突破的勇气。

向着梦想奔跑——自贸试验区改革深化拓

展、审批服务便民化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密
集出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串又一串脚
印写就奋进的篇章。

向着梦想奔跑——85个贫困县（市、区）在
第5个扶贫日脱贫摘帽，169个城市PM2.5平均
浓度8月份同比下降6.9％……一组又一组数字
刷新前行的速度。

向前一步，筑梦的根基更稳固。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7％，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城镇新
增就业 1107万人。全年粮食产量可望保持在
1.2万亿斤以上；国际收支、企业利润、劳动生产
率等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经济
有望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巴西中国问题
研究所所长罗尼·林斯认为，中国经济的弹性和

韧性不断加强，为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
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内，发展的步履更加坚实；对外，开放的
胸襟更加宽阔。

11月 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
收官。短短 6天时间，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
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万名境
内外采购商共襄盛举。

这是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
会，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展现进一步开放决心
的“创举”。

贸易伙伴扩展到 231个国家和地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超过5.5万
亿美元……携手全球互利共赢、共享未来，中国
梦激荡世界梦。

向前一步，逐梦的脚步更有力。

药价降了。两年前被确诊为乳腺癌的重庆市
退休职工王永安（化名）的药费负担减轻了一大
半。得益于一系列药品新政，新纳入医保的17种
抗癌药支付标准较零售价平均降幅达56.7％。

学校近了。辍学两年后，家住秦巴山区山
沟沟里的李兴（化名）回到了课堂。为解决适龄
孩子就学问题，当地政府在村里新建了一个教
学点，让因交通不便而流失的山里娃“回流”。

办事易了。长沙众泰汽车财务部的周礼在
湖南省税务征管业务和信息系统整合后感受到
了“化繁为简”的便利：“改革前，每次我都要在
国地税两个系统分别申报，现在通过网上税务
局只需报送一套资料就能一次性办结。”

…………
中国梦的图景，正在 960多万平方公里神

州大地上渐次铺开。 （下转三版）

心中有梦想，脚下就有力量
——写在“中国梦”提出六周年之际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7日电（记
者 孙奕 魏建华）当地时间 11月 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德里萨苏埃
拉宫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应费利佩六
世 国 王 邀 请 到 访 美 丽 的 西 班 牙 。
2005年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以来，两国关系水平不断提升，政治
互信日益增强，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民间交往更加密切。中西关系正处
在历史最好时期。我对中西关系发
展前景充满信心。这次访问西班牙
是我连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
欧洲，也是这次欧洲拉美之行第一

站，希望通过此访巩固两国友谊，提
升合作水平，使中西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西班牙继续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支持。双方要在“一带一路”框
架内加强经贸、旅游、第三方市场等合
作，推动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新时
代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中国乐见欧洲持续
推进一体化进程，希望西班牙继续为
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发
挥积极作用。

费利佩六世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
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今年

是西中建交 45周年，也是西班牙前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首次访华 40
周年。西班牙珍视同中国的友好交
往和合作。两国建交以来，一贯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尊重
和支持。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新发
展。西方愿同中方继续保持密切交
往，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加强在多边
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积极推动深
化欧中关系。

王毅参加会见。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费

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娅举行的家宴。

习近平会见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二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第二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荃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副市长马义中作的关于我市残疾预防和残疾人

康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副主任
崔豫琳作的关于该项工作情况的视察报告。

会议听取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志增作的关于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加挂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
区人民法院牌子的情况说明、关于《郑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对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工作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崔豫琳作的关
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
况的报告的意见。

会议还听取了部分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主任柴栓庆
作的关于市政府《我市上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
本年度大气污染防治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的意见、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李金鹏作的关于《郑州市
2017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和2016年
度市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的
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并先后书面审议了这两项报
告；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主任崔正明作的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领导联系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下转二版）

政协委员视察
民族宗教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治）昨日，市政协主席黄保卫带领部分市政
协委员，对我市民族宗教工作进行视察，市政协副主席王东亮参
加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惠济区清华园路天主教堂、中原区牛
砦清真寺、郑州市哈桑食品有限公司等，实地察看宗教活动场所
管理情况，与相关宗教工作负责人和部分教职人员进行沟通交
流，详细了解我市民族宗教工作开展情况。

就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工作，黄保卫说，相关部
门和单位要深刻认识当前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长期
性、敏感性和复杂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正确方向，有序开
展民族宗教各项工作。

黄保卫要求，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相关
会议和文件精神，切实维护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要坚持大
团结大联合，切实发挥政协的组织优势和专委会的基础作用，
开展联谊、增进理解、扩大团结；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民族宗
教界别的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我市民族和宗教
工作做贡献，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营造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
良好环境。

我市召开煤电行业转型发展工作推进会

不折不扣完成煤电
行业转型发展任务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昨日上午，我市召开全市煤电行业
转型发展工作推进会，落实全省关于能源业转型发展的重要部
署，加快推进我市煤电行业转型发展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王鹏出席会议。

会上，市发改委通报全市煤电行业转型发展工作进展情
况。登封市政府，高新区管委会，郑东电厂作表态发言。

关于下一步煤电行业转型工作，王鹏要求，一是各级各部门
要高度重视、深刻认识推进煤电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目
前我市煤炭消费占比仍然较大，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大背
景下，煤炭的减量化利用是大势所趋。二要积极稳妥，加快推进
煤电行业转型发展。要在保障供电、供热的前提下，细化完善各
项工作措施，按照“一厂一策”的原则制定关停或改造方案。三
要明确责任，不折不扣完成煤电行业转型发展任务，市发改委要
会同市直有关单位，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各县（市）区政府
要对煤电行业转型发展负总责，市政府督查室要对各有关单位
推进情况定期开展督导检查，确保完成既定目标。

本报讯（记者 聂春洁）继世界传感器大
会之后，一场信息科技领域的世界级盛会
将在郑州举行。昨日，记者从首届 Real
World国际（郑州）网络安全大赛暨国际网
络安全郑州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赛
将于 12月 1日至 3日在郑州举行，届时将
有 20支世界顶尖战队展开激烈角逐，观众
也将有机会近距离观赏选手们网络攻防技
术展示。

本届大赛由网络安全专项基金联合主
办，郑州报业集团、郑州市工信委、金水区
政府、北京长亭科技有限公司主办。20支

国际战队的 100 名参赛选手入围总决赛，
他们来自 15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 700多
支战队近2000名选手经过角逐胜出的。

据介绍，作为在国内举行的首届国际
性网络安全大赛，Real World CTF首创基
于真实世界软件的全新 CTF 赛制，结合
CTF 夺旗赛（由主办方命题，参赛者以团
队或者个人的形式参加，在固定时间内通
过解题来比拼网络安全技能）和 Pwn 赛
（以真实软件为目标，不设时间限制，在选
定的日期通过完整的攻击演示来比拼漏
洞挖掘成果的优势），所有赛题全部基于

真实世界软件的修改或二次开发来命题。
根据大赛日程安排，大赛将于 12月 1

日至2日进行线下赛，12月 3日举行国际网
络安全郑州论坛。其中线下赛中，CTF赛
制和现场将有完全仿真的环境搭建，真实
呈现虚拟空间的网络安全技术与真实世界
的关联。比赛现场将有来自腾
讯玄武实验室、盘古、360Uni-
con Team、GeekPwn、清华大
学、长亭科技带来的 Hack-
Valley 体验区，供观众现场感
受智能时代变幻无穷的新型网

络攻击手法，帮助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提升
网络安全意识。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赛参观采取注册制
预约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在大赛官网
www.realworldctf.cn注册获得观众资格。

（相关报道见6版）

首届Real World国际（郑州）网络安全大赛周六开赛
15个国家和地区20支世界顶尖战队决战绿城

“清风中原行”集中
采访活动昨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昨日上午，由省纪委、省委宣传部联
合组织开展的“清风中原行”集中采访活动在我市启动。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法制
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中央驻豫新闻单位及省直、市共 20余
家媒体的记者，围绕“用铁的纪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
航”的主题深入采访交流。

本次“清风中原行”集中采访活动，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和省纪
委三次全会工作部署，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纪检监察机关恢
复重建 40周年”为主题，以“纪检监察强党建、为人民、促发展”
为主线，以重要时间节点、中心工作、特色举措为主轴，将通过扎
实深入的采访，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呈现全省各地各部门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具体成效。

据悉，此次“清风中原行”活动还将深入兰考县、三门峡市、
濮阳市、焦作市、安阳市、鹤壁市等地采访。

本报讯（郑报融媒记者 董占
卿）昨日，市环保局机动车污染监
察支队负责人详细解释了加强柴
油货车污染治理的原因，以及五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市区道路交
通管理措施的通告》的背景。

加强污染治理是生态
文明建设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

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打几
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其中之一
是‘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确
保三年时间明显见效。”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开展柴油货车超标排放专
项治理。

6 月 13 日国务院召开常务
会议，部署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其中提出“严格环境
执法督察，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

大气污染、柴油货车污染、工业
炉窑治理和挥发性有机物整治
等重大攻坚”。

6月 27日，《国务院关于印发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中提出，要大力淘汰老旧车
辆。重点区域采取限制使用、严
格超标排放监管等方式，大力推
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
货车提前淘汰更新。

（下转五版）

我市机动车污染防治形势严峻
亟须进一步加大管控力度

11月 27日，市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办联合执法督查组赶赴新密
多家企业，实地查看实施重污染天
气橙色预警管控期间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落实情况，发现多家企业已
按管控要求进行了停产。

在郑州信峰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督查组一行进入该公司的车
间内后，发现机器轰鸣，工人们在
忙碌着。其中，有3名焊工正在进
行焊接作业，并未按照要求使用
移动式便携焊烟净化器。

在信峰矿山机械公司厂区的
一侧，督查组还发现了一个蓄水

池，该厂的生活污水向外溢出，并
流入厂外的水沟内，散发出恶
臭。经查看该公司的环评手续，
显示生活污水应在蓄水池内净化
后再清理走。督查组随后出具了
问题交办单，责令该公司迅速进
行整改。

督查组随后又来到新密市东
发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耐火新密
嵘鑫高铝耐火厂等多家耐火材料
厂查看，发现均已按照管控要求
停产，厂区内的耐火材料也进行
了遮挡。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 朱钰玮

新密多家企业
已按管控要求停产

一家矿山机械公司未用焊烟净化器生活污水外排

昨日上午，2018年全国室
内跳伞（风洞）冠军赛在上街机
场开赛。室内风洞跳伞是一项
新兴的运动项目，已被国际航
联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锦标赛运
动项目。本次冠军赛共有来自
全国各地10支队伍的100多
名运动员参加。图为选手在进
行比赛。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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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严禁接受
服务对象吃请安排

飞一般的感觉飞一般的感觉

航空港区“大棚房”
违建整治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成燕）近日，市委常委，航空港实验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马健对该区文物保护和“大棚房”整治工作进
行督导调研。

马健首先来到苑陵故城遗址公园，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
报。据了解，该区 415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

随后，在八千办事处刘铁汉、刘建伟“大棚房”现场，马健详
细了解“大棚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据介绍，今年以来，该
区共组织开展3次“大棚房”问题大范围清查，一次大棚房“回头
看”，近期又组织开展第二次“回头看”。截至目前，该区对排查
出的 4 宗违规建筑全部拆除，拆除面积 93.47 亩，整治率达
100%，现复耕复绿已完成89%。

马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提升文物安全工作能力和防
范水平，确保港区文物得到永久保护、永续利用。针对“大棚房”
问题，各单位要把清理整治“大棚房”问题、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
乱象作为阶段性中心工作，协同作战，全面排查、不留死角，确保
清理整治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