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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之上·伏牛之巅
——项目建设篇

白云山：项目添活力 旅游加速度
——洛阳嵩县白云山景区跨越式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张莉娜

登云巅，雄踞千里伏牛之上；眺远
方，饱览五岳险秀奇观。

近日，踏着斑斓的霜叶，记者步入白
云山的如诗画卷，一个个拔地而起的项
目，一条条蜿蜒前行的道路，无不彰显出
白云山人对旅游业发展的执著和热忱。

“河南瑞贝卡集团进驻白云山，拉
开了120亿元塑造全新大白云山的序
幕。重点项目建设为 5A级景区白云
山插上了奋飞的双翼，也助推着洛阳
乃至全省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发
展。”洛阳白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兰海波自信而又坚定。

瑞贝卡点石成金 白云山豪迈升级

薄雾蒙翠峰，碧纱罩玉容。“人间
仙境”白云山再次迎来新时代——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经3次
大规模提升改造，白云山景区以清丽
脱俗的气质成为中原地区的旅游热
点。20多年过去了，高品位的资源没

有发挥积极效应。由于景区投入不
足、产品单一等因素制约，白云山陷入
了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境地。

2014年 9月，河南瑞贝卡集团入
驻白云山景区，开启了白云山旅游升
级换代的大幕。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
“利用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点石成

金，大力发展休闲度假产品，推动旅游
业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是白云
山转型升级的关键。”兰海波说，景区聘
请成都来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编制了
景区提升建设规划，提出以5A级景区
为主体，按照“一体两翼四大板块”的布
局，打造中国顶级旅游度假胜地。

三年来，白云山景区豪迈升级。通
过不断挖掘优势资源，巩固强化自然观

光产品，持续开发休闲度假产品，补充冬
季旅游产品，吃、住、行、游、娱、购完整的
配套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立足景区核
心，打造铜河山乡旅游、白河服务小镇、
瓦房竹林养生、上河农家体验等差异化
产品，使白云山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

发展引领新思路 景区呈现新妆容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自瑞贝
卡入驻以来，白云山大力推进建设、提
升、改造步伐，展现出老景区的新妆容。

徜徉在“中国最美的地方”，无论是
九龙瀑布、玉皇顶、小黄山、白云峰、原始
森林等观光区，还是白云湖、情人谷、森
林氧吧、高山牡丹园、留候祠等休闲区，
都展现出景区的俏模样。千尺崖玻璃观
景台建设、芦花谷步道改造、中心区夜景

亮化、景区宾馆商铺提升、情人谷景点打
造、白云湖美景重塑等一个个项目加速
推进，让白云山的面貌焕然一新。

景因路成线，路随景蜿蜒。白云山
正在打破交通瓶颈，建立起“北连南接、
握指成拳”的全域联动的交通格局。景
区北连五马寺、庄克拉，南接上庄坪，形
成白云山南北服务区的快速串联。随
着庙子—五马寺旅游快速通道的开通、
五马寺—白河镇道路的升级改造、原始
森林到旅游快速通道的延伸，将进一步
拓展旅游发展空间，发挥白云山在大伏
牛山旅游区的龙头作用。

白云山跨越式发展进程快马加鞭。
按照“依山借势、开窗见绿、融入自然”的
全域理念，打生态牌、走绿色路，精品景
区建设引领了河南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旅游项目上台阶 白云速度赢未来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白云山以项目带动为抓手，全面布

局旅游+，一个个重点项目陆续竣工，也
缔造出神奇的“白云山速度”——

4月，萌宠乐园萌萌哒地开放。
5月，海拔 1500米的玻璃栈道走

向云端。
6月，小黄山索道全新亮相，四星

级白云人家度假酒店开门迎客。
8月，景区内首家五星级酒店白云

国际度假酒店欢喜迎宾……
值得一提的是，投资1.2亿元的白

云国际度假酒店从无到有、从拔地而起
到投入使用，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

“白云山速度”创造了一个个“白

云山神话”，实现了一次次精彩蜕变。
这里处处充满了浪漫，白云国际酒

店、瑞贝卡森林木屋度假酒店让游客感
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妙处；
CS野战、团队拓展、丛林穿越、雪上娱乐
等特色项目，为旅途增加了别样的风景。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白云山的
目光始终瞄准未来：随着下庙游客服
务区、庄克拉游客服务区、车村河谷国
家农业公园、庄河拉度假小镇等旅游
度假服务综合体的逐步完善，这里将
彰显“人在画中游、云在树上飘、水在
空中舞”的不凡魅力。

项目添活力，如椽大笔写新篇；旅
游加速度，如画美景赢未来……大手
笔、大投资、大气魄让白云山的宏伟蓝
图逐渐变为现实。

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节拍，大美
白云山正以激情昂扬、优雅靓丽的姿
态喜迎八方宾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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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1949-2049”，这一复兴图强的时间表，随着近

70 年时光的过去，已进入至关重要的“下半程”。靠

什么推开民族复兴的梦想大门？又该怎样踢好现代

化强国的临门一脚？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

实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用民族

复兴的历史标尺，衡量改革开放的不凡意义。铿锵

有力的话语，是对过去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谋划；

是必胜的信念，更是改革的宣言。

历史是理解未来的一把钥匙。30 多年前，一位

外国时装大师的黑色毛料大衣，在北京街头引来无

数围观；如今，中国红、中国风，扮靓世界各地的时装

周。30 多年前，我国 GDP 只有 3645 亿元，位居全世

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如今，中国经济总量

翻了 200 多倍，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经济规模。是改革开放，让我们“大踏步赶上时代”，

让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改革开放则是中

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从邓小平“不改革死路一条”的

大声疾呼，到习近平“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铮

铮誓言，中国在困顿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又在接续

奋斗中让这条伟大的道路不断向前。5 年前，有西

方媒体列举“中国需要跨越的下一个栏”，而现在他

们感慨“中国将继续崛起”。凭着一股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的闯劲，凭着一股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韧

劲，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让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

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

哲人说，时间是真理的挚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翻开

历史的卷轴，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不乏革

新图强的热血，不乏民族振兴的壮志，但大都草草收

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

党人在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开

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份信心，源于被历史

证明了的成就，源于被人民认同的选择，源于党的十

九大确立的新思想新使命。走进新时代，我们这一

代人的新长征，仍需跨越“雪山”和“草地”，仍要征服

“娄山关”与“腊子口”，但只要我们用新思想引领新

征程，去沉疴于自我革命，除痼疾于改革创新，就一

定会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

2018年，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 40周年。不断在

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的进展，是对改革开放 40周年最

好的纪念。相信改革开放将以“史诗般的进步”，让

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抵达全新高度；相信激荡百年的

民族复兴梦想，必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

以实现，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今年11
月8日是第18个记者节。中国邮政8
日发行《记者节》纪念邮票一套1枚，
这是我国首次发行记者节纪念邮票。

邮票图案采用了具有现代感的构
成手法及色彩表达方式。画面中的钢
笔象征了记者秉持弘扬民族精神、维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专业精神和
自信风范。两侧的线条及方点构成的
两个圆形图案分别隐喻地球和现代网
络体系，表示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
媒介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全球化的发

展态势。画面中麦克风、摄像机、录
音笔等形式各异的采编设备图标，结
合卫星及地面发射站等元素，突出了
当代记者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同时，
钢笔和两侧的圆形图案共同组成了
一只振翅飞翔的蝴蝶形象，喻意记者
追求至善至美，担负着传播先进文
化，引领和维护和谐社会，推动人类
文明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

该套邮票面值为1.20元，由中国
香港设计师韩秉华设计，北京邮票厂
影写版印制。

共绘新时代中美关系蓝图
——各国专家期待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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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发《记者节》纪念邮票

100年前，管风琴卡萨翁诞
生在美国波士顿，轰动一时，成
为北美四大名琴之一。然而，历
史的变迁中，它一度伤痕累累，
无法再发声。

10年前，卡萨翁从美国辗转
来到中国厦门，在“音乐之岛”鼓
浪屿上开始了重生之路。

今天，卡萨翁——这台目前
中国大陆最大的管风琴在它百
岁之时，终在东西方能工巧匠的
手中焕发了青春，再次奏出了天
籁之音。

▶在鼓浪屿风琴博物馆内修
缮的管风琴卡萨翁。 新华社发

跨越百年的
中美乐曲

聚焦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聚焦中美元首北京会晤

11 月 8 日至 10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

普就任后首次访华，也是中共十九大

胜 利 闭 幕 后 中 美 两 国 元 首 首 次 会

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两国

元首互动，备受世界瞩目。

世界在关注，中美元首从顶层设

计的战略高度，为两国关系创造更多

新的发展机遇。

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以来，中美

两国元首通过会晤、通话、通信等方

式保持了密切沟通，为两国关系发展

提供了战略引领，使中美关系实现平

稳过渡并总体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在两国元首共识指引下，中美高官互

访，各层级保持沟通和协调，首轮中

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社

会和人文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成功举行，两国在经贸、人文、科技等

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推进。

今 年 4 月 海 湖 庄 园 会 晤 ，两 位

元首就友好合作深入讨论。特朗普

此次访问，中方将以“国事访问+”

规格接待，还有一些“特殊安排”，体

现了双方对加深彼此了解和友谊的

重视和期待。

中美有很多共同利益，需要合

作，而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往往是误解

和误判。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中美要找到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世界更期待，中美关系的健康发

展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美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两

国关系。中美两国元首每次互动都

会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这不仅出于各自利益

考虑，同时也着眼于两国对世界的

责任。

当今世界，地区热点频发，恐怖

威胁蔓延，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

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审视当前的

中美关系，既要抓牢双边互动需求，

也要把握国际合作的方向。

中美合作好了，世界才更好。美

国布鲁金斯学会新任主席约翰·艾伦

列举了世界需要中美合作且中美可

以合作的五大领域，包括经济发展、

应对世界人口老龄化、城市规划和基

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等技术与创

新、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

艾伦认为，在 21 世纪，在共同应

对人类社会所面临一些紧迫问题的

时候，“美国和中国可以成为这一过

程中非常重要的领导力量”。

一个开放的中国将为全球经济

带来更多机遇，为同包括美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拓展合作开辟更广阔的空

间。一个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

关系，将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为维

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
统特朗普11月 8日至10日对中国进
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总统就职
以来首次访华，两位领导人年内第三
次会晤，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
题进行战略性沟通。

这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
方接待的首次国事访问，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期待中美最高领导人为新时
代中美关系发展描绘新的蓝图，寄望
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为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中美关系发展迎更多机遇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和东南亚研
究中心教授、汉学家狄伯杰对美中关
系未来发展非常乐观。他说，作为世
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都意识到
双方发展关系的重要性，也在政治和
战略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此次
双方最高领导人再次会晤将给中美关
系注入新活力，双方将进行互利务实
合作，在主要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密切

沟通和协商，推动双边关系朝健康稳
定的方向发展。“相信两位领导人在承
认双边关系具有挑战性的同时，更看
到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巨大机遇。”

日本杏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刘迪
告诉记者，此次特朗普东亚之行中最
受瞩目的就是其对中国的访问。世界
两个大国的元首频繁会晤，必将把双
方关系推向新高度。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
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特朗普
对中国的访问将是推动中美关系健
康发展的重要契机。他表示，中美关
系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重要政治影响
力，双方务实合作、相互尊重、密切沟
通、求同存异，必将更好地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

中美关系发展促世界繁荣

在位于韩国首尔市中心附近的办
公室里，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秘书
长李钟宪对记者说：“中美关系是决定
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未来发展的

最重要因素，两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
对整个地区的国家而言都非常重要。”

李钟宪认为，当今形势下，中美
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需要两国本着
相互尊重的原则，根据现实情况，采
取更加开放和灵活的政策。他相信，
中美发展关系的前景广阔，必将造福
世界其他国家。

菲律宾民间智库菲律宾综合发
展研究院主席乔治·李告诉记者，中
美关系将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的发展
方向，两国应该致力于发展经济，加
强民间交流，避免发生政治和军事冲
突。中美两国只要平衡关系、协调观
念、照顾彼此利益，就可以帮助整个
世界向更加和平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土耳其海峡大学助理研究员卡
迪尔·泰米兹告诉记者，中美关系深
刻影响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这
一关系遭遇的任何挫折，都可能在全
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中引发危机。因
此，两国应致力于发展持续稳定的双
边关系，相信特朗普访华将为两国关
系发展带来新机遇。

中美关系发展惠世界各国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教授贝尔胡特斯法·科斯坦蒂诺斯表
示，在当今世界经济依然疲软，世界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的背景下，中美两
国元首面对面交流沟通不仅有利于
两国关系的发展，对解决世界经济和
安全领域面临的问题也大有帮助。

南非米德兰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马修·辛说，特朗普访华将强化美中
两国长久以来业已存在的伙伴关系，
希望此访取得建设性成果。稳定健
康的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惠及包括非
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中
心研究员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说，中
美双方正在努力寻求构建良好、健康
的关系，充分发挥两国在促进地区和
平中的作用，因此此次世界两个最大
经济体的首脑会晤将世界瞩目。相信
此访将开启中美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
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中美合作好了，世界才更好
11月8日，集邮爱好者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枣庄市分公司展示《记

者节》纪念邮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