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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文化旅游消费升级的趋势日渐明显，
并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和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文化旅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2017年河南
省游客达 6.65亿人次，比 2016年增长 14.1%，开封全
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 586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4%，旅游总收入约483亿元，增长21.2%。

业内人士表示，近几年河南积极实施文化强省战
略，随着中原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发展，以郑开大道为

中轴线、以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为轴心的文化旅游动
脉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全域旅游示
范区已初具规模。

“依托恒大强大的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开封恒大
文化旅游城将填补行业空白，成为引领文化旅游发展
的标杆之作，为河南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原
经济腾飞注入新的动力。”上述人士补充道。

□本报记者 王军伟

继贵阳恒大文化旅游城和长沙恒大文化旅游城之后，

近日，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正式亮相，

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介绍，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由世界 500强企业恒大

集团旗下的恒大旅游集团倾力打造，坐拥恒大童世界、五国

风情温泉小镇等产业配套集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档次最高、配套最全的世界级文化旅游胜地。

中原文化旅游再塑新名片
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精彩亮相

顶级定位与产业集群配套成最大亮点A

在业内人士看来，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最大的亮
点是周边规模宏大的恒大童世界等产业配套集群及
其航母级配套。

据介绍，恒大童世界是专为少年儿童打造的全球
唯一的全室内、全天候、全季节的童话神话乐园，以中
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故事为核心内容，融合中国文
化精髓和世界文明，采用世界最成熟、最受欢迎、科技
含量最高的顶级游乐设施设备及技术，打造全球顶级
的童话神话乐园。

独具特色的五国风情温泉小镇涵盖中式、泰式、
芬兰、土耳其、日式五大主题，以五国文化风情为底

蕴，融合特色温泉文化，凸显自然人文景观，打造别具
一格的主题温泉产品和服务。

根据规划，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还涵盖丰富的顶
级配套：约87000㎡国际会议中心、约26000㎡国际会
展中心、约14600㎡运动中心、约12700㎡文化娱乐集
群、约168000㎡欧式城堡酒店以及浪漫婚礼庄园、五
大现代博物馆、万国美食街、缤纷商业广场、超高层
商务建筑群等。

“这些配套都是世界顶级的配套资源，恒大打造
世界级文化旅游胜地的决心和魄力可见一斑。”上述
业内人士表示。

打造中原地区文化旅游新高地B

据介绍，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位于中国（河南）经
济自由贸易区开封片区。资料显示，开封作为“中国
八大古都之一”，是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4100余年的建都史，汇集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天波
杨府等多个 5A、4A级景区，拥有汴京灯笼张、汴绣、
木版年画等众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封恒大
文化旅游城依托古城开封千年历史，融合悠久灿烂的
黄帝文明、黄河文明和北宋文化，独具中原文化特色。

资料还显示，开封被称为“北方水城”，素有“东方
威尼斯”美誉，坐拥东护城河、包公湖、龙亭湖等“八河
四湖”，自然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宜游、宜业、宜居之城。

“目前河南正在积极打造文化旅游高地，依托独
一无二的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优势，开封恒大文化旅
游城将成为开封以及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旅
游新高地。”有专业人士分析。

行业标杆助力中原经济腾飞C

开封恒大文化旅游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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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
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杰出领导
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
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执行
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七届、八届执行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孙孚
凌同志的遗体，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孙孚凌同志因病于 2018年 5月 18日 13时 56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97岁。

孙孚凌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孙孚凌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4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孙孚凌同志”，横
幅下方是孙孚凌同志的遗像。孙孚凌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
翠柏丛中。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孙孚凌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
哀，向孙孚凌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孙孚凌同志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孙孚凌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报讯（记者 孙静）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我省
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5月24日，郑州海关发布的
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今年前4个月，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
达417.8亿元，同比增长17.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近30%。

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活跃度持续提升，目前共有5051家
民营企业参与进出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94家；进出口值超
过1亿元的有55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0家。民营企业参与进
出口贸易中，又以“走出去”的增长幅度最大，今年前 4个月，
全省民营企业出口值达311.7亿元，同比增长28.5%。

“从去年开始，民营企业进出口全面增长，已经成为我省对
外贸易的重要力量。”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我
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9亿元，同比增长17.6%，占同期
全省外贸总值的23.3%，属于增幅最高、“走出去”步子迈得最
大的领域。今年，这种快速增长的态势依然持续。

在“走出去”过程中，我省民营企业对东盟、欧盟、美国的
进出口数值增速最快。今年前4个月，我省民营企业对东盟进
出口 64.6亿元，同比增长 46.4%；对欧盟进出口 59.1亿元，同
比增长 35.3%；对美国进出口 57.2亿元，同比增长 7.4%。上
述三者合计进出口值占同期我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的43.3%。

此外，在全省民营企业对外出口的产品中，农产品的增长
幅度最大。今年前 4个月，全省民营企业出口农产品达 47.3
亿元，同比增长49.7%，占同期我省农产品出口的88.4%。

“这与民营企业不断创新，推动农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
值、多品种转变有关，如我省传统出口的香菇、猕猴桃等农产
品，通过深加工，以香菇脆片、猕猴桃果片等形式出口的数量越
来越大，产品附加值极大提高。”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说。③3

■发展民营经济 助力中原出彩

全省民营企业
“走出去”步子越迈越大

溆水河畔，松柏青翠，夕阳的余晖洒落在向警予故
居的白墙青瓦上，宁静，肃穆。与之相邻的向警予铜像
纪念碑广场，每天来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向警予（1895-1928），原名向俊贤，女，湖南溆浦县
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
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向警予1895年 9月出生于溆浦县城一个殷实的商
人家庭。1912年以优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
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周南女校，并将名字改为向警
予。向警予在这里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东。

1919年秋，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
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同年10月与蔡畅等组织湖南女子
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
者。12月，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她发奋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
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坚定地
支持蔡和森的建党主张，积极参与建党工作。

共同的理想信念使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爱情，
1920年他们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了婚礼。

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续，开
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妇女解放运动
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5年5月，任中共中央
妇女部主任，并增选为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

1925年 10月，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
义大学学习。1927年 4月回国，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
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大部
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

地下斗争。有的同志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离开武汉到上海
去。向警予说：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
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
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1928年 3月 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幸
被捕。敌人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
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了共产党人
的浩然正气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新军阀决定在 5月 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
级的节日里杀害她。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刑场的
路上，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演讲。敌人对此极端恐惧，
宪兵们殴打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坚持地讲下
去。残酷的刽子手向她嘴里塞进石头，又用皮带缚住
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向警予被押
赴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33岁。

蔡和森闻讯后写下《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浓怀
念。他在文中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
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
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
节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向警予的一
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
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
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

向警予故居 1996年 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为国家级AAA旅游景
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向警予创办的
溆浦女校，也更名为警予学校，她当年亲自编写的校
歌，在一代又一代师生中传唱。

（据新华社长沙5月24日电）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孙孚凌同志
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向警予:“模范妇女领袖”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陆慷 24日就布基纳法索同台湾“断交”
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布基纳法索政府发
表声明，决定自即日起同台湾“断交”。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布基纳法索政府

发表声明，决定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
系，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他说，众所周知，1971年 10月联合国
大会第 26届会议通过了第 2758 号决议，
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该决议所确认的一个
中国原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 13
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中国同世界各
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前提和政
治基础。

陆慷表示，当前，中非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 9 月
中国将主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必将

掀起中非友好合作新的高潮。近年来，冈
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纷纷同中国实现
关系正常化，重返中非友好合作大家庭，
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势不可挡。“我们欢迎布基纳法索在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早日加入中非友好
合作大家庭。”

就布基纳法索宣布同台湾“断交”，我外交部表示：

“欢迎早日加入中非合作大家庭”

新华社华盛顿5月2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说，因
近期朝鲜表示出的“公开敌意”，他决定取消原定于 6月中旬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白宫当天早上发布了一封特朗普致金正恩的公开信。
特朗普在信中说，他十分期待与金正恩的会面，但朝方在近
日展现出“极大怒气与公开敌意”，他认为当前已不适合举行
这次计划已久的会晤。

特朗普与金正恩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特朗普宣布取消与金正恩
在新加坡的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