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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隆尧县日前在北京召开了“隆
尧县莲子镇中国食品特色小镇规划评审
会”，旨在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提升区域
经济竞争力，丰富区域发展内涵，提升文
化吸引力，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品
质，把莲子镇打造成为全国知名的食品工
业特色强镇。

隆尧县莲子镇以其鲜明的食品工业特
色位列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隆尧县地处
河北省东南部，面积749平方公里，人口约
52万，辖6镇6乡，曾先后获得“全国食品
工业强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河北
省民营经济发展先进县”等称号。莲子镇
位于隆尧县东南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方
便面生产基地，也是农业部命名的“全国
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一直是隆尧县重要
的经济增长极。

此次隆尧县邀请北京金必德城市规划
设计院开展特色食品小镇规划编制工作。
金必德研究院院长沈青介绍了规划内容，
对未来莲子镇中国食品工业小镇发展提出
了明确的思路和构想，以特色小镇为龙头
带动整个镇域发展，将莲子镇培育成为隆
尧县产业升级、人才引进、创新创业、旅
游示范新的增长极和城市副中心。

根据特色小镇建设目标，基于产业发
展特点、重点项目分布及其资源性质，以
小镇镇区和东方食品城园区为基础，打造

“一镇一带一轴一核”的食品工业小镇空间
布局。加快构建现代食品工业产业体系，
构建特色文化和休闲旅游体系，促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同时策划了工业示范区、产
镇互动居住新社区、总部商业区、生态湿
地运动区和美丽乡村休闲示范区等五大片
区项目。在重点策划好食品工业小镇、现
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建设的同时，围绕莲子
镇所发生的邢台大地震的历史事件，策划
设计了穿越“死亡谷”地震主题公园和建立防震抗震训练馆，策
划创意儿童欢乐谷主题娱乐公园，建设莲子镇生态湿地公园和美
丽乡村农业旅游示范区，推动了中国特色食品小镇旅游主题项目
的布局和建设。

隆尧县县长李建强说，该县将按照规划创新内容，以特色小
镇建设为载体，加快乡村振兴进程，以莲子镇食品工业小镇为龙
头，把特色小镇优美环境、人文风格、特色资源等在空间上进行
集中集聚，推动莲子镇特色食品小镇的发展。

12 月 1 日，江西省九江市
举行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
大会暨濂溪公园开园仪式。海
内外理学研究知名专家学者以
及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家和中
国各地的周子后裔代表出席，
共同纪念这位写下“出淤泥而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先贤哲
人。活动期间，推出了“一代圣
哲、千古景仰”——北宋思想家
周敦颐事迹展、专题片《中国理
学开山祖——周敦颐》、“纪念
周敦颐诞辰 1000 周年书法、美
术作品展”、周敦颐理学思想研
究学术报告会、历史话剧《濂溪
先生》演出等系列纪念活动。

北宋思想家与教育家周敦
颐生于湖南道县，病逝于江西
九江，葬于九江市濂溪区东城
村。周敦颐对九江情有独钟，
在九江为官、讲学，筑书堂、凿
莲池，行吟匡山、濯缨濂溪，择
九江为卜居之地，以九江为第
二故乡，认定其后世子孙为九
江人，直至长眠于九江。周敦
颐与九江的渊源非常深厚，这
里既是他曾经的教化之地，也
是他魂归道山、与匡庐同在的
安息之地，子孙繁衍、文脉相
传，他的精神和情操、他的深邃
思考已融入了他所深爱的这片
土地，成为丰厚庐山文化的重
要精髓和标志之一。

濂溪公园位于濂溪区濂溪
大道谭畈村周家湾地段，分为

主体建筑及园林景观两个部
分。主体建筑外形新颖而别
致，既有现代的时尚感，又蕴含
着理学文化思想；园林景观按
原有的地理环境布局，公园内
曲径通幽，分布错落有致，环境
十分优美。周敦颐辞官后在庐
山北麓创办濂溪书堂，将门前
溪水命名“濂溪”。从那时起，
濂溪历史在九江绵延千年，生
生不息。时至今日，濂溪之名
在九江仍处处可见，去年庐山
区更名为濂溪区。

周敦颐上承孔孟、下启程
朱，造就千秋理学大业。他在
庐山莲花峰下授道著书，写下

传世名作《太极图说》和《通
书》，把儒、释、道三家相融合，
重塑了宋代以后儒学新形态，
被尊为理学开山鼻祖，理学成
为宋、元、明、清四朝官学；周敦
颐立诚修身、守洁处世，铸就千
载廉洁文化。他在九江为官期
间，勤政爱民、光明磊落，深得
百姓爱戴，是“廉”与“洁”结合
第一人，是廉洁文化的奠基者，
是中国古代廉政官员的典范。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的君子情怀，“事冗不知筋
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的廉洁
精神，千年来净化着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思想灵魂。

本报电（记者赵 珊）日前，华侨城集团携旗下云南世
博集团、云南文投集团等共同参展2017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展示云南全域旅游改革创新的成果。过去一年多，华
侨城以“文化+旅游+城镇化”和“旅游+互联网+金融”战略
与云南省签订全域旅游框架合作协议，重组云南世博集
团、云南文投集团，全面参与云南全省旅游大开发。

目前，云南旅游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原有的演
艺、景区、村寨、特色小镇、非遗产品等特色旅游基础
上，将“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景区”“文
化+演艺”“文化+影视”“文化+‘一带一路’”“文化+
美丽乡村”等形式融入到全域旅游的创新发展中。

云南世博集团正积极拓展南亚、东南亚旅游文化市
场，打造跨境旅游线和产品链，实现“走出去”发展，
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云南文投集团涉足文化演艺、文
化影视、文化旅游、文化园区、文化金融、文化设施建
设管理、文化科技、文化教育、特色小镇等业务领域，
其联合中柬艺术家打造的大型文化演艺 《吴哥的微笑》，
截至目前累计演出 3000 余场，吸引各国游客观众约 150
万人次，成为海内外游客赴柬埔寨旅游的必看剧目之一。

本报电（董慧云） 由欧中酒店管理专家委员会主办
的“欧中酒店服务质量测评体系”日前在京发布，旨在
建立推广国际服务质量体系检测及应用，为中国酒店业

“把脉”，激励行业良性竞争，逐步提高行业高品质产
品。

欧中酒店管理专家委员会主席邱兆彤认为，在酒店服
务质量全球化背景下，提升质量，改善供给，中国需要世界
经验，世界需要中国智慧，酒店行业有必要通过最高的标
准，专业的测评向顾客推荐最佳服务品质的酒店。

欧中酒店管理专家委员会是欧盟架构下专门从事中
欧双边旅游、酒店业发展、管理、理论研究、学术交流
的非盈利性专家组织，总部设在欧洲布鲁塞尔，会员涵
盖欧中15个国家。2005年起，欧中酒店管理专家委员会
组织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针对国际顶级服务质量体系包括
部分国家、行业组织、酒店集团等现有服务的标准、评
分标准，做了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不间断地跟踪国际
行业服务质量的动态和升级，制定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

“欧中酒店服务质量测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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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纪念理学鼻祖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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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全域旅游创新发展

“欧中酒店服务质量测评体系”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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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赏到体验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的洁白与
寂静、蓬勃与豪迈带给人们无限向往。冬季，灵动
的流水变化成更加美艳动人的形态——冰雪，神奇
的大自然创造出绚丽多彩的冰雪景观。从广袤的林
海雪原，到雾凇雪淞等自然冰雪景观，都令游客置
身奇幻的纯真世界。

冰雪旅游发展之初，游客更多的是欣赏冰雪的
静态之美，行走在银装素裹的冰雪美景里，徜徉在
美轮美奂的冰雕雪塑中。每年 12 月直到次年 2 月，
松花江畔就会矗立起一座巨大的冰雪之城，世界最
大的冰雪主题公园——冰雪大世界。那里有晶莹剔
透的城堡，有栩栩如生的冰雕，有如梦如幻的焰

火。同时，哈尔滨举办的世界最大的雪雕艺术嘉年
华——太阳岛雪博会也给游客奉献一场雪的艺术盛
宴。来自国内外的雪雕艺术家，创作出数以百计、
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型雪雕，把太阳岛变幻成一个童
话般的雪国。

除了观赏之外，冰雪旅游具有极强的体验性。现
在越来越多的游客更热衷于冰雪运动，痛快酣畅地玩冰
雪。在林海雪原间激情滑雪，尽享自由快感；在无垠的
雪原冰湖上驾驭雪地摩托飞驰，体味银白世界的神韵；
在辽阔的雪原上跨上骏马驰骋，感受游牧民族的生活情
趣；坐狗爬犁奔跑在冰雪上，饱览北国风光……

多元悦动体验

说到游客对于冰雪旅游的体验，大家最熟悉的
就算滑雪了。近年来，中国滑雪人数和滑雪场数量
逐年提升。据统计，去年中国滑雪人次达 1510 万，
全国共有646家雪场。

新疆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2005 年在阿勒
泰发现的滑雪狩猎图是世界上最早表现古代人滑雪
狩猎的岩绘岩画，“毛皮滑雪板”是当地古老游牧民族
发明的一种雪地出行工具，距今已有1万年历史，当地
人至今依然保留着毛皮滑雪的习惯。阿勒泰正在打
造以极致野雪为代表的世界高端冰雪度假目的地，设
有国内首个直升机滑野雪项目，还有乘坐马拉雪橇、
野外探险、体验毛皮滑雪等丰富的冰雪旅游体验。

除了滑雪，雪地徒步、冰雕冰帆、雪地摩托、
雪橇爬犁、狩猎打渔、雪地射箭、冰雪高尔夫等冰
雪体验游内容越来越丰富。今年冬季，黑龙江在牡
丹江的雪乡雪谷、大兴安岭的山巅、威虎山国家森
林公园内等处，开辟了雪地徒步穿越路线。游客置
身原始森林中，脚踩白雪覆盖的黑土，呼吸着纯净
的空气，环抱仰望百年大树，这是感触冬季大地之
美的一种非常独特的深度体验方式。

今冬，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除了有专业选手
的冰雕大赛，还为普通游客准备了“趣味冰雕比
赛”，参与者可以全家动员，一起动手打造专属于一

家人的冰雕作品。有近百年历史的哈尔滨冰帆重现
松花江畔，游客坐着冰帆驰骋在冬日松花江上。大
庆杜蒙阿木塔蒙古风情岛将举办冰上汽车漂移赛。
游客在广阔的冰湖上体验极速驰骋的快乐。

莽莽雪原中，藏着各种珍奇动物，冬季正是狩
猎打渔的好时节。游客在伊春桃山国际狩猎场、牡
丹江火山口地下森林射猎场、大庆连环湖等地，可
以亲自上阵，体验捕鱼打猎的原始自然生活，并感
受狩猎文化。

冬奥点燃热情

中国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点燃了中国人的冰
雪运动热情，北京和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地，
越来越受到冰雪旅游爱好者的青睐。

12月3日，滑雪爱好者们在北京延庆的雪道上飞
驰而过。延庆区第三十二届冰雪欢乐节拉开帷幕。
从本月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底。推出包括11项
冰雪赛事、3项冰雪文化活动及19项冰雪旅游项目在
内的近40项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冰雪节以“冰雪延
庆激情冬奥”为主题，传播奥运理念、推广冬奥运动项
目、带动民众参与冰雪体育运动、丰富冬季旅游市场。

冰雪运动与冰雪旅游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没有冰雪运动，就不会有以冰雪运动为主的冰雪旅
游类别；没有冰雪旅游，就不可能有可持续、高水
平发展的冰雪运动。

河北省打造以崇礼为核心、以张家口和承德市
为支撑的中国冰雪旅游大区，建设一批冰雪运动、
冰雪娱乐、滑雪教学训练基地，积极承办国际性冰
雪体育赛事，打造成国际冰雪旅游胜地。目前，河
北张承地区已相继建成密苑云顶、万龙等多个滑雪
场和 20 个滑冰运动基地，按照国际标准建成高、
中、初级雪道100多条，既能满足大众滑雪需求，也
能成为举办各项国际雪上赛事的重要场地。张承地
区冰雪旅游品牌效应日益凸显，每年冰雪旅游接待
人数正在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冰 雪 旅 游动起 来
本报记者 赵 珊

“大雪”节气过后，天气越来越冷，

以冰雪观光、冰雪度假、冰雪体验等为

主题的冰雪旅游再次点燃民众的热情。

冰雪是资源，寒冷是优势。冰雪旅

游具有极强的体验性，静态地观赏冰雪

美景如今早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游

客热衷参与冰雪体育运动，痛快酣畅地

玩冰戏雪。悦动的冰雪旅游成为中国冬

季出游的最大亮点。

历史话剧《濂溪先生》海报

12月4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和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等人共同为“中加旅游年”标志揭幕。2018年将是中国—
加拿大旅游年，开幕式将于明年3月底在加拿大启动，闭幕式将于
明年秋季在中国举办。

2016 年中加两国总理宣布，将 2018 年定为中加旅游年，同
意就促进双向游客往来扩大合作。根据双方签署的关于旅游合
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同意在 2025 年前将双方访客人数提
高一倍。

随着中加旅游年标志的亮相，加拿大—中国旅游年官方网站
也正式启动，为两国游客提供更多实用信息。此外，为迎接大批
中国游客的到来，加拿大在签证、航班和交通安排等各方面做了
准备工作。加拿大今年已在中国增设南京、成都、杭州、济南、
武汉、昆明和沈阳 7 个签证申请中心，驻华签证中心总数量已达
11个；加拿大商家纷纷开通微信和支付宝以及中国银联卡消费业
务；加拿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将开通温哥华直飞北京、上海、成
都和香港的航班，未来中国游客赴加旅游将更加便捷。

根据加拿大旅游局数据统计，中国是加拿大增速最快的旅游
市场之一，也是第三大游客来源国。2016年将近61万中国游客到
访加拿大，截止到2017年9月，中国游客全年入境人数达到 55.7

万人次。自 2011年起游客数量每年平均增幅超过 20%，消费额约
为12.5亿加元，这一数字在未来4年内预计将会大幅提升。强劲的
经济增长，高速成长的中产阶级群体和不断增加的航线都充分表
明了这个市场的美好前景。

贾斯廷·特鲁多还是位时尚的“微博达人”，2013年他就开通
了微博账号，目前已经发布了 1800多条微博，粉丝数超过 14万。
仪式现场，特鲁多还与中国青年旅游达人分享交流了加拿大旅游
体验，他还介绍了加拿大多元的风光和文化，涵盖世界一流的城
市、山海、北极群岛、北方森林和大湖泊。特鲁多说道：“我们的
地理、景色令人叹为观止，若你去看看加拿大瀑布，你肯定会为
之赞叹。”

加拿大旅游局局长高思腾表示：“要想在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
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需要全天候和数字化的营销战略，
微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加拿大旅游局与新浪微博签署战略
协议，意在助力加拿大旅游局直接面向利用互联网来定制旅行计
划的 80%的中国游客，并加强加拿大旅游产品未来在中国游客中
的推广力度。

雪地摩托雪地摩托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向中国游客介绍加拿大。

崇礼滑雪崇礼滑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