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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金有 许晋

端午假期，碧树葱茏。在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鸡冠洞，以“浓浓端午情·
粽香寄相思”为主题的端午节活动欢
乐开场，四面八方的游客接踵而来，尽
享假日里的文化旅游盛宴。

今年4月10日，在鸡冠洞景区26岁
生日当天，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正式挂牌，迈出了栾川县深化国资国
企改革中的重要一步。新公司焕发新气
象，新使命成就新作为，励精图治、守正
创新的鸡冠洞人加快文旅融合创新步
伐，奋力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晨会训练彰显青春活力

早晨，金色的阳光穿过薄雾，洒向
北国第一洞府。纷至沓来的游客正在
等待一场晨会训练带来视觉盛宴。

8：00，迎宾广场，200多名鸡冠洞
员工统一着装，排列成一个个整齐的方
队，以军事化管理模式上演精彩的晨会
训练。庄严的升旗仪式、规范的风采展
示、嘹亮的集体合唱、丰富的集训课题、
优美的健身体操等，诠释着鸡冠洞全
新的企业文化，令游客啧啧称赞。

唯改革创新者胜！鸡冠洞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的成立，引领鸡冠洞景区

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军伟表示，晨会制度是公司改制后新
一届领导班子管理创新的大胆尝试，旨
在激发职工斗志，增强职工体魄，激励
职工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在现场，各部门员工统一步伐、健身
长跑。“令行禁止、快速反应；开心工作、
快乐生活”的跑步语，带来朝气。

“中国兴盛，我的责任；企业兴旺，
我的责任；家庭幸福，我的责任；游客
感动，我的责任……”在景区指挥官的
引领下，全体员工的言语句句铿锵，直
抵人心。一曲合唱《团结就是力量》，
使晨会气氛空前高涨。接下来，各部
门灵活多样地进行工作安排、步法训
练、礼仪培训和趣味游戏等，使员工在
开心、舒心的环境中接受新的任务。

时钟指向8:25，健身操音乐响起，
步伐整齐、舞姿优美的欢快场面感染
着每一位员工。8:30，晨会结束。

“晨会训练不仅增强了我们的责任
意识、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也大大提
高执行力和管理水平，为公司健康发展
注入了活力。”晨会训练总指挥、鸡冠洞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仓表示。

管理创新激发企业动力

“一个微笑是我的，两个微笑是我
们的，三个微笑、四个微笑、n个微笑是
大家的。只要我们相视一笑，整个春
天就洋溢在我们身边……”听着鸡冠
洞员工的晨会宣言，感觉如沐春风。

改革创新，激活一江春水。鸡冠
洞以改制为契机，借鉴海南呀诺达景
区的先进管理模式，围绕“用心经营、
用情服务、科学管理、追求卓越”的方
针，完善晨会模式，推行新的管理机制

及服务特色，使5A级品牌更加闪亮。
自新公司成立以来，景区经营管理

频出新招。景区调整规划新的内部机
构，使部门设置更加科学化、集约化、规
范化。鸡冠洞建立科学规范的用人机
制，推行以会代训的晨会模式，探索效能
为先的绩效机制，强化严字当头的督导
机制，助推景区管理水平跃上新台阶。

人才是企业发展之基。景区创新培
训机制，派出专业人才、优秀员工到全国
知名景区、重点高校定向考察，学习先
进经验，为探索科学化管理模式、提升
景区管理水平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

始终把微笑挂在脸上，始终把游
客感动当做第一追求，景区全面推行
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迈出科
学管理的新步伐。

规范化、标准化、人性化服务渗透
在鸡冠洞的每一处。女子检票班塑造
景区新形象，搀扶服务、代办服务、寄
存服务、茶水服务等随处可见，拾金不
昧、紧急救助、爱心帮扶等好人好事层
出不穷。在鸡冠洞景区，员工用一言
一行，诠释着最贴心的服务。

擘画蓝图彰显发展潜力

鸡冠洞，以8亿年的滴水之功塑造
了亘古奇观，又以26年的“绣花功夫”精
心雕琢了一幅钟灵毓秀的“水墨丹青”。
端午假期，游客们在这里包粽子、做香
囊，体验玻璃滑道漂流带来的乐趣。

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为企业转型发展插上腾飞的翅
膀。随着一些项目建设落地、建成，夯实
了景区创新实干、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走进景区，高空玻璃滑道漂流、玻璃
景观索桥、高空飞碟、水上乐园等备受青

睐，飞龙滑道、地轨缆车、旅游观光车等
让人称赞。百花坡、高山牡丹园、月季园
等园林休憩区舒心怡人，吸引着四海宾
朋。游客服务中心、票务中心、星级旅
游公厕、生态停车场、商贸市场等基础
设施，铸就了景区的良好品牌。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鸡冠
洞新一届领导班子擘画出景区发展蓝
图：坚持经营与管理、文旅融合与基础
设施、旅游演艺与业态创新等同步提
升，积极做好文农旅融合策划、核心区
域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城市建筑设计、景
区总体规划修编三项规划，实现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获丰收。

接下来，景区将推进灯光亮化工
程，打造夜游经济模式，通过举办夏季
灯光节，丰富栾川旅游业态；稳步推进
人车分离道路改造工程、游客中心外
移工程、规划区土地性质转变及租赁
征用工程等中心工作，拉大景区框架，
提升品牌形象。景区将实施溶洞景观
提升工程，改造洞内灯光，让这座神奇
的宫殿美轮美奂、魅力无限。

奋进新时代的号角催人奋进！
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高质

量发展为引领，搭乘文旅融合、转型发
展的快车，奋力朝着建设园区型景区
的目标，书写出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壮
美篇章。

鸡冠洞：瞄准高质量 书写新篇章

精彩的晨会训练精彩的晨会训练，，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军事化的管理模式

展翅翱翔的雄鹰，辽阔壮美的草
原，连绵起伏的山脉，生机勃勃的绿洲。

盛夏的中亚，即将迎来尊贵的朋
友。6月 12日至 16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
的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在杜尚别举
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亚信会议）第五次峰会。

这是习近平主席刚刚圆满结束对
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后，中国面向周
边地区的又一重大外交行动。此访将
在新形势下引领中吉、中塔关系迈上新
台阶，推动上合组织和亚信在新起点上
实现新发展，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
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

规划合作蓝图 奏响睦
邻新乐章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启
了中国与中亚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如今，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
指引下，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同包括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
家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吉、中
塔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

友，互利合作亮点纷呈，双方关系正处
在历史最好时期，面临广阔发展前景。

访问吉、塔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
别出席热恩别科夫总统和拉赫蒙总统
举行的欢迎仪式、会谈、签字仪式、欢
迎宴会等国事活动，同两国元首对中
吉、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
作出新规划新部署，进一步夯实中吉、
中塔关系的政治基础，为中吉、中塔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描绘新蓝图，把双
方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多实实在
在的合作成果，增进民众福祉，助力各
自国家发展振兴，确保中吉、中塔关系
在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

弘扬“上海精神”携手
共谋新发展

犹记得，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时隔一年，上合
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将聚首比什凯克。

此次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将同各国领导人出席非正式欢迎
晚宴，集体合影，小、大范围会谈，文件
签字仪式，欢迎宴会等活动。习近平
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上合组
织发展现状和前景以及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意见，深入探讨当前形势
下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同促进安全
稳定和发展振兴的新思路新举措。中

方将倡议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就巩
固上合组织团结互信，深化政治、安
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等领域合作
提出倡议和主张，与各方共同推动上
合组织实现新一轮发展。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将同其他成
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比什凯克宣
言》，发表会议新闻公报，签署或批准
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峰会期
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同与会的有关国
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18年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不断
巩固团结互信，创造性地提出并始终
践行“上海精神”。上合组织成员国经
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种种考验，不断
深化政治、安全、经济、人文等各领域
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为促
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指出，比什
凯克峰会将翻开上合组织发展史上新的
一页，将为下一阶段发展提出新任务。

共同展望未来 推进互
信更深入

时光推移到5年前，中方开始担任
亚信主席国，成功举办上海峰会，倡导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
安全观，得到亚信各方一致高度评

价。去年9月，中方将主席国职责交予
塔吉克斯坦。

新形势下，成员国期待亚信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
和发展繁荣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亚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同各国领导人出席集体合影、领导
人会议和欢迎宴会等活动。峰会主题
为“共同展望：为了一个安全和更加繁
荣的亚信地区”。中方将倡议着眼地
区形势发展变化，继续践行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深入推进
亚信各领域信任措施合作。峰会将通
过并发表宣言。

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哈萨克
民族大学教授穆萨塔耶夫评论说，中
国关注地区安全局势，积极参与区域
安全合作架构的建设，在互利互信的
基础上力保地区稳定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今天的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所
趋，发展繁荣是人心所向。亚洲国家希
望加强对话与合作，把握机遇并共同应
对地区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人们也相信，中方将在这一进程
中，继续携手各方，为更加和平繁荣的
亚洲和世界，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不断贡
献智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综合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更好发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以下简称专项债
券）的重要作用，着力加大对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基本原则包括：

坚持疏堵结合。把“开大前门”和
“严堵后门”协调起来，在严控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以下简称隐性债务）、坚决遏
制隐性债务增量、坚决不走无序举债搞
建设之路的同时，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增加有效投资，促进宏观经济良性循环。

坚持协同配合。科学实施政策
“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投资等政
策协同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
提效，充分发挥专项债券作用，支持有
一定收益但难以商业化合规融资的重
大公益性项目（以下简称重大项目）。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配合做
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坚持突出重点。切实选准选好

专项债券项目，集中资金支持重大在
建工程建设和补短板并带动扩大消
费，优先解决必要在建项目后续融
资，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防止形成

“半拉子”工程。
坚持防控风险。坚持举债要同偿

债能力相匹配。专项债券必须用于有
一定收益的重大项目，融资规模要保
持与项目收益相平衡。

坚持稳定预期。既要强化宏观
政策逆周期调节，主动预调微调，也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精准把
握宏观调控的度，稳定和提振市场预
期。必须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改革
方向，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对举借
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的要坚
决问责、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
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

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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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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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
员 房磊 杨小花）“今年县里又新增了
针对未脱贫户的绿化树种植和家禽养
殖指标，新增的 260 亩‘裕禄红’红薯
种植项目，这周确定认领农户。咱们
全体党员要做好宣传工作，把更多的
群众动员起来、参与进来。”

6月6日上午10时许，兰考县委县
直工委党支部和结对的三义寨乡徐庄
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在村党群服务中
心讨论着村内的工作。这一天，是兰
考县全县 454个机关党支部和 454个
农村（社区）党支部共同开展“5+N”主
题党日的日子。

“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参与组织
生活的积极性提高了。”红庙镇李庄村
党支部书记李共有说。

2017年 5月以来，兰考县委以“支
部连支部加快奔小康”活动为载体，每
月第一个星期四，要求机关企（事）业
单位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入村和结对
村（社区）党支部，按照“5+N”的规定
动作，开展“固定党日”活动。截至目
前，已开展“固定党日”26期，累计参加
党员约35万人次。

“现在无论是机关党员，还是农
村党员，参加主题党日活动都很自

觉。”兰考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闫
涛说，“我们主要精力是把活动内容
安排得更丰富，在规定动作的基础
上，开发更多的自选活动，让组织生
活‘活’起来。”

开展人居环境改善“清零行动”，
助力“三夏”麦收，做好秸秆禁烧宣传，
为老人举办“饺子宴”……每次“固定
党日”，县委组织部都会根据实际情
况，调整“固定党日”活动的具体安排，
结对党支部根据结对村的实际情况选
择适合自己的活动来开展。

“孙祥立96分，孙新正92分……”
6月 6日，东坝头镇长胜村的“固定党
日”活动中，村党支部书记朱道荣逐人
通报本村无职党员上月积分情况。按
照县委组织部要求，根据《兰考县农村

无职党员设岗定责量化积分管理办
法》，每月“固定党日”由农村（社区）党
支部对积分情况进行通报，激发农村
党员担当作为。

“紧急通知，昨夜突发暴雨，多乡
镇受灾严重，请结对党支部迅速组织
党员干部全力以赴帮助结对村受灾群
众开展生产自救。”这是6月份“固定党
日”活动当天，县委组织部针对临时状
况，在工作群中发出通知，对活动内容
重新作出安排部署。

兰考县委开展“固定党日”活动以
来，坚持贴近党员、贴近群众、贴近实
际，激发了基层党员干事创业的热情，
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活力，夯实了农村
战斗堡垒，成为稳定脱贫奔小康路上
的有力抓手。③4

兰考：让主题党日组织生活“活”起来

规划睦邻合作新发展 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亚信峰会之际

截至目前，兰
考已开展“固
定党日”26期，
累计参加党员
约35万人次

35
万人次

6 月 9 日，栾川
抱犊寨，翠绿的山峦
和洁白的云海完美融
合，宛如画家笔下的
水墨画。抱犊寨位于
栾川三川镇境内，这
里山峦起伏、植被茂
密，是夏日休闲避暑、
拍摄云海的绝佳去
处。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云海如画

署名文章

道义高地容不下背信弃义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真面目

钟 声

“利者，义之和也。”一些目光短浅

的美国政客怕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反

而亲手抛弃了曾经自我标榜的国际道

义，让世人看清了什么叫见利忘义、什

么叫背信弃义。

上世纪 4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全

球头号强国，并逐渐改变曾经的“孤

立主义”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宣

传其价值理念，极力塑造“第一大国”

形象，编织了美国“自由世界领袖”

“必不可少的国家”等神话。然而，这

届美国政府却要将本就广受质疑的

所谓道义家底彻底败光。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说着“自由、公

平和互惠的贸易”，却不断挥舞关税大

棒，搞极限讹诈；口口声声说“打造开放

投资环境”，却以“莫须有”名义打压他

国企业；自身发展遇到问题，却蒙骗民

众，转嫁国内矛盾；天天高谈阔论国际

责任，自己却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等

国际条约；自我标榜“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要力量”，却肆意干预他国内政；毫无

根据地指责别国侵犯人权，自己却执

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机

构盖洛普的一项民调显示，在抽取的

134个国家中，对当下的美国持正面看

法的人持续减少，和几年前相比降幅

高达近20个百分点。

现如今，大家都看清了所谓美式

道义的真相：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是“道

义”的，无助于实现“美国优先”就是“不

道义”的。连美国众多盟友也吃了大

亏。美国单方面退出由其牵头的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给其他参与国来

了个措手不及；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使多年艰苦谈

判的成果付诸东流；美国刚与欧盟发

表暂缓加征关税的联合声明不到一

个月，就再次要挟对汽车加征 25%关

税……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
奈都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软实力”已经

遭到削弱。

美国对国际道义的扭曲和蔑视，

暴露了一些美国政客极端实用主义的

处事做派。在他们看来，国际交往根

本毫无价值、规则可言，仿佛除了赤裸

裸的利益交换，就是力量对抗。而所

谓“道义”，不过是他们争夺话语权、营

造舆论，并最终谋取私利的工具而已。

美国学者劳伦斯·达根一针见血地指

出，“美国的政策是打着‘理想’旗号的

变相帝国主义”“是用道德高尚的辞藻

对损人利己的行为进行解释”。这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美国政客总是

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对待国际规

则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真正

的国际道义，不仅是国际话语权的基

础，更代表着国际社会对一些问题的

共识，表征着人类文明对一些价值理

念的尊崇。比如要互助合作，而不能

以邻为壑；要遵信守义，而不是反复无

常；要相互尊重，与他国平等相待，而不

能搞唯我独尊、霸凌主义那一套……

肆无忌惮践踏公认的价值准则，只能

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美

国决策者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美国前总统林肯有句名言，“人所

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

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炼自

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

界。”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理应负起应有

的责任。越是在复杂问题面前，越应显

示出与自身体量相匹配的风度和智慧。

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

影响力，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拥有的力

量，归根到底靠的是守住共同的价值，

推动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达成更广泛的

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

者名节。”一个国家只有堂堂正正，才会

赢得世人的认可。奉劝美国一些政客

搞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那就是道

义高地容不下背信弃义，背信弃义无

法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也无法

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负责。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