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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旅游线跨越时空纵横中国

!丝绸之路"国家旅游线路是以丝路文化为

核心!跨越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

六省区!是一条典型的国际旅游线路!在海内外

具有较大的市场影响#

!香格里拉"以川"滇"藏民族文化和特色景

观为内涵!构成了从昆明经大理"丽江至迪庆的

核心旅游线路! 并辐射四川甘孜及西藏等地!是

我国的热点旅游线路之一!在海内外深受欢迎$

!长江三峡"以峡谷景观%高峡平湖风光"大

坝景观"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为主要吸引物!是我

国对外推广的经典旅游线路$

!青藏铁路"以青藏铁路为依托形成的通往

雪域高原的旅游线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

拉萨!并延伸至西藏的其他地区$

!万里长城" 以中华文化的象征长城为主体!也

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之一! 东起山海关!

西至嘉峪关!跨越多个省区市$

!京杭大运河" 以京杭大运河的历史遗存为

内涵!北起北京通州!南至杭州!跨越北京"天津"

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六省市!是我国东部贯

穿南北的文化旅游线$

!红军长征" 是目前我国红色旅游景区中最

受欢迎的旅游线路!该线从江西瑞金出发!直达

延安!是我国贯穿东西"连接南北"重点在西部的

旅游线$

!松花江鸭绿江" 以东北三省的林海雪原"白

山黑水"民族文化"边疆风情为内涵!以冰雪旅游"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边疆旅游为核心!以大江和界

河旅游贯穿东北三省$

!黄河文明"以黄河文明为纽带!自西向东连

接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南"山

东等八省区!其重点是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

中原黄河文化旅游区$

!长江中下游" 以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和世界

遗产为核心!连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

上海!以都市旅游"遗产旅游"山水观光为特色$

!京西沪桂广"以空中航线为主!连接北京"

西安"上海"桂林"广州等五个著名旅游城市!是

我国旅游市场中最早对外推出"长盛不衰的典型

旅游线路!被誉为&经典中国'旅游线$

!滨海度假"以空中航线%海上航

线!连贯我国东部沿海的度假旅游目

的地! 从北向南包括大连% 烟台%威

海%青岛%日照%连云港%福州%泉州%

厦门%深圳%珠海%海口%三亚%北海等

城市! 突出我国的滨海度假旅游品

牌!引导居民休闲度假$

这些线路主题明确!形象鲜明!都是我国精品

旅游资源的典型代表! 能够集中体现中华文化和

壮丽景观的精髓$ 同时!其市场认可度%社会公认

度比较高!形成了较大的旅游市场规模!旅游发展

潜力和客源增长潜力比较大!比较适于市场推广$

全力打造中国印象

据国家旅游局负责人介绍!推出 &中国国家

旅游线路'的目的是通过国家旅游线路整合相关

省区市分散或分割的旅游形象!形成若干具有统

一%清晰%明确的形象的国家旅游线路品牌!作为

我国国家旅游总体形象的有力支撑$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在解释 &中国国家

旅游线路'的筛选原则时说!国家旅游线路是依

托品牌线路 %连接重要旅游区 (点 )的旅游产品

组合!而不是主题类旅游产品组合(如世界遗产

之旅%冰雪之旅%温泉之旅等)!必须要有品牌化

的航线%交通%河流%海岸等线路作支撑#

与此同时!线路立足国际兼顾国内# 国家旅

游线路要在国际国内旅游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影

响力和吸引力#

不刻意覆盖全国的旅游市场

&中国国家旅游线路'应当符合&典型性强%知

名度大%交通通达%跨越多省'等条件!体现旅游线

路特征!立足国际兼顾国内!突出典型代表性!但

并不刻意强求覆盖全国的旅游市场#

&中国国家旅游线路'交通连贯!线路通达!

可游性强 # 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 !公

路%铁路%航空的通达性较好!旅游城镇%旅游景

区%宾馆饭店等功能设施比较齐备!全线路特别

是重要节点城市或景区在交通可进入性% 资源

和景观的可游性% 地理与气候的适游性等方面

优势明显#

穿越区域!跨越省市!辐射带动性强# 国家旅

游线路跨越多个省区市!具有较大的体量和规模!

拥有多个旅游服务中心城市或重点节点! 能够实

现资源%市场%品牌共创和共享!能够影响%带动和

辐射周边多个省区市! 以便在我国旅游业发展格

局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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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商务部
"#

日再次提醒! 受金融危

机和语言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近期公民应暂时不要赴波兰等中

东欧国家务工#

商务部提醒说! 受金融危机

影响 !自
"$$%

年
&

月以来 !中东

欧国家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货币贬

值# 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在内的中

东欧国家建筑业受冲击严重!市场

急剧萎缩!雇主贷款困难!支付能

力下降#

此外!上述国家国内失业率上

升!就业压力加大!加之其在西欧务

工的移民也开始回流!对外籍劳务

需求减少# 由于雇主开工不足和拖

欠工资现象普遍!再加上存在语言

和文化差异等原因!我在上述国家

务工人员权益受损情况时有发生#

为此!商务部再次提醒我对外

劳务合作企业! 近期暂停向波兰%

罗马尼亚等中东欧国家派出劳务

人员!同时提醒我公民近期勿赴上

述国家务工#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常宁市市委宣传部

获悉!&

'

*

"(

'常宁煤矿透水事故潜

逃矿主已落网$

'

月
"(

日
()

时左右!常宁市

三角塘镇企业办煤矿因非法生产

发生透水事故 !

('

名矿工被困井

下!至今生死不明$ 事发后!企业

办煤矿矿主及主要股东没有及时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潜逃$

事故发生后!常宁市在紧急组

织救援的同时!成立&

'

*

"(

'透水事

故专案行动组!当天晚上就控制了

煤矿的一名责任人彭青春 $

'

月

""

日! 又控制了另一名责任人廖

伦春$

'

月
"'

日!通过多方调查!

锁定另两位重要犯罪嫌疑人去向!

常宁市公安局与衡阳市"桂阳县公

安局联合行动!抓获了企业办煤矿

矿主刘伍成和煤矿实际负责人李

桂芽$

据常宁市公安局介绍!目前公

安机关正在抓紧审理嫌犯!其他几

名犯罪嫌疑人也正在全力抓捕中$

据新华社成都
"

月
#'

日电

为感恩社会"促进旅游业恢复!成都

市从
"#

日开始发放
"***

万张旅游

&熊猫卡'!持卡人可在年内免费或半

价游览成都
((

个国有重点景区!此

举理论上可减免门票金额
("*

亿元$

据介绍!成都市将对省外游客发

放熊猫金卡
(+**

万张"门票全免!省

内发放熊猫银卡
+**

万张" 门票半

价$ 能享受门票减免的景点包括都江

堰"青城山"西岭雪山等著名景区$

从
"#

日起!全国游客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和渠道申领熊猫卡$

%

月
(

日前!

(+**

万张金卡和
+**

万张银

卡将在西部及全国完成发行$

新华社银川
"

月
#'

日电 近

日生效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筑抗

震设防管理办法,规定!利用现有房

屋建筑筹办学校"医院"幼儿园"敬

老院等事业的! 须先进行抗震设防

鉴定!否则主管部门将不予批准$

这项政府规章还规定!学校"医

院"商场"敬老院"幼儿园"影剧院"

清真寺" 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抗震设防! 必须按照高于当地其

他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

计和施工$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据

中央气象台消息!

"+

日至
",

日!内

蒙古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气

温将下降
#

摄氏度至
,

摄氏度!华

南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有小雨或阵

雨!

",

日起! 南方又将迎来一次大

范围降水$ 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

气影响!未来两天!内蒙古东部"华

北"东北"黄淮等地将先后出现
#

级

至
+

级偏北风!北部海区还会出现
,

级至
)

级东北风$

据新华社银川
"

月
#'

日电

为帮助中小学生减负! 让孩子快

乐学习!全国各地出台了不少&减

负'令$ 近日!银川市教育部门为

学生&减负'再出新规!通过量化

数据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小学一"

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出人意料! 国家统计局银川

调查队随机调查显示! 竟有九成

家长" 七成老师对此新规持否定

态度$ &减负'令!缘何会遭到&民

意'的反对-

做作业像写中篇小说

&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仅

语文作业让家长看了都发愁 !一

写就是
#***

字以上!每字又要写

拼音!从头到尾大约一万字!够写

一部中篇小说了$ '这是放在银川

市教育局局长张晓沛办公桌上的

一封信!署名为&家长里短'的作

者是一名从教
#*

多年的退休老

教师$

这封信深深触动了张晓沛 $

&这是一种典型的简单重复$ '

为此 ! 在
"**&

年春季开学

前!银川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

为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学生家

庭书面作业实行总量控制! 小学

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家长何以反对减负

然而!这一 &减负 '新规犹如

一颗重磅炸弹! 当众多低年级孩

子享受没有书面家庭作业的快乐

时!家长和老师却是担忧不已.不

给低年级学生布置作业! 会不会

影响孩子的学习! 进而影响孩子

升学%考大学-

记者在银川市二十一小学采

访了一些孩子和家长$ 今年刚上

一年级的田景戈告诉记者.&写的

作业没有了!都是读的作业!我很

喜欢$ '

&我们的应试教育已经让孩

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不留家庭

作业是改革的第一步! 接下来应

该是怎样吸引孩子在
#+

分钟内

充分学好的问题! 再下一步应该

是让他们产生学习兴趣! 培养好

学习惯的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够

真正解决应试教育的弊端$ '网友

&樊西哲'说$

银川市唐徕回民小学办公室

主任周志军认为!部分家长反对!

其实存在一种观念上的错误$ 在

很多家长眼中! 只有写下来的作

业才是家庭作业$ 其实不然!书写

的作业少了! 孩子可以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去安排时间!多思考%

多动手对孩子的成长更为有利$

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

月
"#

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

日!我国今年的宣传主题为"控

制结核! 人人有责###关注农

民工!共享健康$% 中华医学会

结核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肺

科医院结核科主任肖和平强

调'"结核病可以预防! 可以治

疗(但是如果做得不好!其危害

性可以与癌症相当! 以至于发

展到不可治愈的地步% $

结核病俗称 "痨病$ 或称

"肺痨$! 它是由结核杆菌侵入

人体后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

病!全身各脏器都可发病% 结核

病发生在什么器官! 就叫做这

一器官的结核病% 如发生在肺

叫肺结核( 发生在肠叫肠结核

等% 结核杆菌侵入人体后医学

上称结核感染% 感染者并不都

会发病! 只有在机体抵抗力降

低!侵入细菌量多时才会发病%

由于结核杆菌主要通过人的呼

吸道进行传播! 所以结核病中

以肺结核最为多见%

专家建议! 农民工应平时

加强体育锻炼! 增强机体的自

身抵抗力(注意休息!生活要有

规律 (合理饮食 !注意营养 (讲

究个人卫生!不随地吐痰(开窗

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阳光

充足(尽量减少与肺结核病人&

特别是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的接

触% 即使患上结核病!农民工朋

友也不必紧张&害怕!要正确对

待疾病! 只要去结核病专科医

院! 在结核病专科医生的指导

下!进行规律全程用药!坚持科

学养病!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

纵横全中国 上下五千年

国家旅游线路打造!中国印象"

商务部
!

近期勿赴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务工

常宁!!""##煤矿透水事故矿主落网

成都.

#())万张旅游卡
向社会发放

宁夏.

办学须先做抗震鉴定

北方冷空气来袭
南方又迎来降水

学生!减负#缘何遭!民意#反对

结核病可防可治
农民工应注意防范结核病侵害

生活关怀
!""#$"%&$

华夏传真
'(%$! $)*+

社会广角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

理局局长胡晓炼日前在中外记者

吹风会上介绍胡锦涛主席即将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

峰会的相关情况时!就相关金融热

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 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有人提出应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

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我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已经实行了近
,*

年! 应适应当前

的经济格局变化进行改革!改革应

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需要在国

际金融组织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在国际金融组织中要改善监

督! 强调对所有成员监督的公平%

公正%一视同仁$第三!基金组织要

能够极早识别风险! 作出风险预

警$同时增强有效的处置危机的能

力$ 第四!我们认为基金组织内部

的治理结构也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问#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风险

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在不

同的场合表达了担忧#现在中国政

府是否对此有亡羊补牢的措施"今

后是否还打算购买美国国债"

答#对美国国债进行投资是中

国外汇储备投资运用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对美国国债的安全

性和收益性自然比较关心$从信用

风险方面看!一般来讲!国债的信

用风险是比较低的$今后我们会继

续根据需要购买美国国债$同时我

们强调!我们对于资产的价值波动

也是高度关注的$

问# 最近有一些香港报纸称!

中国在进行国际贸易时! 推动人民

币成为贸易结算货币! 请问有没有

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中国是否

希望将人民币作为亚洲区域货币"

答#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边

境贸易中长期使用!特别是在与中

国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贸

易时!结算中人民币使用的数量一

直是比较大的$为进一步推动对外

贸易的发展!中国准备在与东盟地

区的贸易中!广东%珠三角地区采

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如果这是一个

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互利的结果的

话!那么人民币自然就会在贸易活

动中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这只是

一个贸易便利化的具体体现$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备受关注的首期地方债终于浮出

水面!财政部近日发布通知!宣布

将于
'

月
")

日就
"**&

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政府债券(一期)

'*

亿

元进行招标! 这标志着
"***

亿元

的地方债发行大幕正式拉开$

根据财政部通知! 首期地方

债将于
'

月
'*

日开始发行并计

息!

#

月
'

日起上市交易$ 财政部

将代为办理本期债券还本付息 !

委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 深圳分公司办理利

息支付及到期偿还本金等事宜 $

债权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上

市流通$

尽管首期地方债利率尚未确

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地方

政府债券期限为
'

年!利息按年支

付!利率通过市场化招标确定$ 由

于债券利率随行就市!投资者可以

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投资组合$

央行负责人
详解当前国际金融热点话题

首期地方债近期发行

"

月
#$

日! 合肥市卫生部门在街

头开展防治结核病宣传活动#新华社发

"

月
#$

日!

$广州%舰全体官

兵庄严地向国旗

敬礼&当日!我国

海军$广州%号导

弹驱逐舰跨越祖

国传统海疆线 !

回到祖国怀抱&

新华社发

"

月
#$

日!模特在展示$汉帛奖%第
%&

届

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参赛作品&

当日!中国国际时装周'

'()%'

秋冬系列(

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首场举行的$汉帛奖%第

%&

届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时装作品大赛上!

广东深圳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学生陈嘉慰在来

自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位参赛选手中技压

群雄!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中国国际时装周
拉开帷幕

从!丝绸之路"到!京杭大运

河 "$从 !青藏铁路 "到 !红军长

征"$纵横几万公里$上下五千年$

引导海内外游客旅游流向的风

向标$新的旅游消费热点的发生

器%%这就是国家旅游局首批推

出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
%#

条

!中国国家旅游线路"&

!

关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

日宣布! 鉴于

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上升!

根据完善后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决定自
'

月
"+

日零时起将汽%

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

元和

(%*

元$

这是自去年
("

月
(%

日以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际原油价

格变化! 在两次下调成品油价格

后! 按照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首次上调成品油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

所长周大地日前告诉记者! 新的成

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使得我国燃油价

格对国际市场的反应更加灵敏$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

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成品油价格实

行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

间接接轨!是以一定时期内国际上

几种原油价格的平均水平为基础!

加上国内平均加工成本%税金和适

当利润确定的$当国际市场相关油

种一段时间内综合平均价格变化

超过一定幅度时!国家对国内成品

油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发展改革委在调价通知中要求

中石油% 中石化两大公司做好成品

油生产和调运的衔接! 确保市场供

应$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

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

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的稳定$

成品油价格今日上调
发改委

!

财政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