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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阐释

“中国梦”，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同心奋进、一
往无前的磅礴力量。

三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
大进展，全面深化改革大潮正起，全面依法
治国顺利开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化，神
州大地活力迸发，砥砺人心的“中国梦”正一
步步变为现实。

2015年 9月 22日，美国西雅图，习近平主
席向美国各界发表演讲，用亲身经历讲述梁
家河从贫困落后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变迁——

“这使 我 更 加 深 刻 地 认 识 到 ，中 国 梦
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习近平

深情地说。
厚植于领导人心中的人民情怀，让“中国

梦”这个国人世代求索的历史宏愿，具有了最
为深沉的群众基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中共中央
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五
大发展理念，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新思维’。”国家行
政学院研究员胡敏撰文指出，以此破解发展
难题、增强发展动力，不仅能够确保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也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在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韩庆祥看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提出了问
题，又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这就是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中央治
国理政铺排布局的内在逻辑，指导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又在实践中形成愈发深
厚的思想伟力。

与时俱进的治国理政方略，清晰表达了
解决当前问题、实现未来梦想的实践逻辑，正
在化作无数中国人的共同信念和自觉行动。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
高，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国民
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上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新目标，向世人描绘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时的动人景象，
也昭示着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奋进方向。

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内部制度到
外部环境，中国梦从不同维度为人们展示了
丰富多彩的未来图景，也必将不断凝聚起全
体中华儿女逐梦前行的新的力量。

逐梦之路无坦途，破浪前行须奋进。
面对挑战和困难，尤需责任与担当。全

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周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切实践行五大发展理念，顽强拼搏，开
拓创新，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
好明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在中国梦指引下昂首奋进
——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出三周年之际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9日电
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十二五”期
间，我国四项主要污染物——化学
需氧量（COD）、氨氮、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量持续大幅下降，已提
前半年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十二
五”规划目标。

数据显示，“十二五”前四年累
计，我国主要污染物 COD、氨氮、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降
低 10.1％、9.8％、12.9％和 8.6％。
今年上半年，四项污染物排放量继
续实现了较大幅度下降。

然而必须认识到，环境质量的

改善不可能一蹴而就。环保部部
长陈吉宁提醒说，我国一些主要污
染物排放量仍高达 2000 万吨左
右，只有再减少 30％至 50％，环境
质量才会明显改善。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
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
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到 2020 年
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这将扭转我国生态环境的大
势，同时也意味着‘十三五’将实行
一 系 列 重 大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行
动。”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夏光说。

据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28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8 日签署对
土耳其实行制裁的总统令。

俄总统网站刊登的这项总统
令名为“关于确保俄罗斯联邦国家
安全、保护俄罗斯公民免遭犯罪及
其他违法行径伤害、对土耳其采取
专门经济措施的命令”。

根据总统令，旅游公司不得办
理前往土耳其的旅游手续。总统

令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包机往
来俄土航线，严格监督土耳其运输
公司在俄境内的活动，监督港口，
监督俄罗斯亚速海—黑海港口水
域的运输安全，包括禁止土耳其船
只 在 俄 罗 斯 海 港 水 域 逗 留 和 航
行。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除外交
人员和家属以及具有临时居住证
的人以外，土耳其公民暂时不得入
境俄罗斯。

“十二五”减排目标
提前半年完成

普京签总统令制裁土耳其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29日电
美国国家安全局 29 日零时（北京时
间 29 日 13 时）正式终止此前饱受争
议的大范围、不加选择监控美国国
内电话记录项目，转而对特定范围
可疑人员进行监控。

今年 6 月，美国国会通过《美国
自由法》法案，对“9·11”恐袭后通过
的《爱国者法》中的国内监控项目作
出修改，要求美国政府自 11 月 29 日
起不得全面监控美国国内电话记
录，政府只有在获得法院批准的情

况下，才能向通信公司索取特定嫌
疑对象的有关电话记录。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27 日
证实，新的电话监控项目将根据特
定案例搜集电话记录，确保搜集的
信息更有针对性。此外，美国政府
每年将向美国国会和公众公布当年
搜集电话记录的次数及电话被监控
的人数。

据悉，美国国安局虽然调整了国
内电话监控范围，但其在全球范围内
的其他监听行为仍未受到约束。

美结束国内大范围监听
全球范围内其他监听行为仍未受到约束

据新华社巴黎 11月 2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抵达法国首
都巴黎，应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奥朗
德和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席法比
尤斯邀请，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开幕活动。

当地时间下午 3 时 30 分许，
习 近 平 乘 坐 的 专 机 抵 达 巴 黎 。
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
受到法国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11月29日，ARJ21国产喷气式支线
客机首架飞机正式交付成都航空公司，
标志着国内航线将首次拥有中国自己的
喷气式支线客机，更标志着我国走完了
喷气式支线客机设计、试制、试验、试飞、
取证、生产、交付全过程，具备了喷气式
支线客机的研制能力和适航审定能力。

对于中国民机产业而言，ARJ21是
开路先锋，经历了在市场机制下自主创
新发展的艰苦探索，其设计研制、适航取
证、投放市场都将为国产大型客机C919
打下坚实基础。

回望开路先锋闯过的路，用披荆斩
棘形容丝毫不为过。从 2008 年首飞到
2014年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适航证，
ARJ21又走过6年的艰苦试飞历程，其间
接受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影子审查”，完
成高温高寒、失速、结冰等安全测试，并
实现3万公里的环球飞行。

ARJ21新支线飞机项目严格按照国
际通用的适航管理条例对设计、试制、试
验、试飞、生产、销售和产品支援服务的
全过程进行管理，是国内第一次实现完

全按照市场运作模式向用户销售自主研
制的民用飞机。通过开路先锋的探索，
我国攻克了一大批重大试验课题，掌握
了一大批关键试飞技术和新技术、新材
料、新工艺，建立了民机产业体系，培养
了一批民机产业人才，为我国民机产业
上台阶做好准备。

需要看到，研制成功仅仅是中国民
机产业发展的第一步，实现商业成功才
是最终目标。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民
航运输飞机已达2000多架。按照计划，
ARJ21将于 3个月后正式投入航线运行
为民航服务，将接受来自市场的全方位
考验，以证明其安全性、经济性和舒适
性。

交付首家客户仅仅是走向市场的开
始。作为一个商品，ARJ21的生命刚刚
开始，要获得市场的认可、要实现规模化
的批量生产、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前面
的路还有很长。我们期待中国民机经受
市场的考验，得到用户的信赖、旅客的喜
爱，真正振翅翱翔在蓝天上。

（据新华社上海11月29日电）

让中国民机产业飞得更高

11 月 28 日闭幕的中央扶贫开发工
作会议提出必须以超常规的力度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
体贫困。目前，全国国家级贫困县还有
500 多个。记者调查发现，近来，不少省
份制定贫困县摘帽的具体“时间表”。

贫困县较为集中的贵州省提出，到
2015 年要完成 30 个贫困县摘帽，剩余的
20 个贫困县需要在 2018 年全部摘帽。

湖北省明确，全省 37 个贫困县，以
2014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
准，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70％以上的县，需
在 2017 年 摘 帽 ；达 到 65％ 以 上 、不 足

70％的县在 2018 年摘帽；其他贫困县在
2019 年全部摘帽。

河南省对贫困县实施分类分期脱
贫管理，省直管县中的 4 个贫困县 2016
年至 2017 年实现总体脱贫，基础较好的
23 个贫困县 2017 年至 2018 年实现总体
脱贫，其他 26 个贫困县 2019 年实现总
体脱贫。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
部 22 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
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各地还通过
层层签订“军令状”、调整干部考核等方
式，确保扶贫“脱帽”压力层层传导。不
少地区调整对贫困县主要领导干部的
考核指标体系，取消 GDP 考核，考核指

标主要聚焦减贫数量和提高贫困户生
活水平。

一位基层贫困县扶贫部门负责人坦
言，县里脱贫摘帽，不仅只是单方面宣布
已脱贫就行，更有包括贫困发生率、人均
可支配收入等一系列指标的确认，而且
数据都是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由于贫
困人口多，脱贫摘帽压力非常大，扶贫干
部经常嗓子嘶哑、晚上失眠”。

国务院扶贫办曾对外透露，目前正
在研究制定贫困县退出机制标准，将按
照县申请、市审核、国务院扶贫办备案、
第三方机构核查的流程陆续开始为贫困
县摘帽。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争戴“贫困帽子”历史将终结
——多地制定贫困县摘帽“时间表”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11月 29日，台湾诚品在大陆的首家旗舰店——诚品生活在苏州开
业，其中诚品书店部分跨越两层，约15000平方米。诚品创办人吴清友表
示，诚品书店首度进驻大陆，旨在搭建两岸文化交流新平台。新华社发

11月 29日，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
在全国同时举行。近 93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 86.9％，参加
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 33∶1。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上海 11月 29日电 11 月
29 日，我国 ARJ21 新支线飞机从上海飞
往成都，正式交付给成都航空公司。这
是继 11 月 2 日 C919 大型客机总装下线
后，我国航空工业又一重大突破，标志着
我国走完了喷气式支线客机设计、试制、
试验、试飞、取证、生产、交付全过程，具
备了喷气式支线客机的研制能力和适航
审定能力。国内航线首次拥有自己的喷
气式支线客机。

首架交付成都航空的是 ARJ21 第
106 架机，为 90 座的全经济舱型飞机。

成都航空副总经理何培文告诉记
者，初期 ARJ21 将投放成都至北京、上
海、广州等 7 条航线，以发达城市和东南
沿海城市为主，是因为在试运行阶段，航
班的安全保障是第一位的。

据悉，ARJ21 飞机自 2008 年 11 月 28
日在上海成功首飞后，先后投入 5 架飞
机进行试飞取证，累计安全试飞 2942 架
次，5258 小时的测试飞行，并于 2014 年
底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适航证，同时
接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影子审查”。

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金壮龙表示，
ARJ21－700 飞机的研制为 C919 国产大
型客机项目顺利推进开辟了道路，创造
了有利条件。

台湾连锁书店进驻苏州

2016年国考开考

11月 29日，ARJ21停靠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新华社发

国产新支线客机ARJ21正式交付
标志国内航线首次拥有自己的喷气式支线客机

■短评

▲▲

2008年11月28日
ARJ21飞机在上海成功首飞

●累计安全试飞2942架次
●测试飞行5258小时
●于2014年底获得中国民航局
颁发的适航证

●接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的
“影子审查”

标准航程型满座航程 2220公里

增大航程型满座航程 3704公里

标准航程型最大起飞重量40500公斤

最大使用高度 11900米

▲▲

2016年底之前
将有5架ARJ21飞机完成交付

●90座级 2架
●78座级 3架 制图/刘 竞

习近平抵达巴黎
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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