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5日，2017“中澳旅游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幕。中国

是澳大利亚最重视的旅游市场。中国也重视与澳大利亚的旅

游合作，欢迎更多澳大利亚朋友来华旅游。

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

在达沃斯共同启动中瑞旅游年。2月底，中国丹麦旅游年即将

在北京拉开帷幕。近年来，中国先后举办了中俄、中韩、中印、

中美等国家旅游年，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旅游年”逐渐成

为中国外交领域的一个“热词”。“旅游年”独具亲和力，受到了

世界游客的欢迎。可以预见，未来与世界多国互办“旅游年”活

动，将成为中国外交的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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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一枝独秀到春色满园

“旅游年”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
在2012年。继互办“国家年”及“语言年”
之后，中俄两国2012年举办了中国“俄罗
斯旅游年”，随后2013年举办俄罗斯“中国
旅游年”。当时有一句评论曾被广为流传
——“只有通过旅行者的脚步，才能丈量出
中俄关系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旅游年期
间，两国游客大大加深了对对方的认知，用
双脚绘出了一幅精彩的答卷。

互办旅游年，是推动两国旅游合作向
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的重要
举措。随后，中韩两国在2015年举办了韩
国“中国旅游年”，在2016年举办了中国

“韩国旅游年”。中韩两国互办旅游年活
动，不仅推动两国旅游交流合作深入开展，
也成为了国际旅游合作的典范。

强大的利好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国家
希望和中国举办旅游年。2015年，中韩、
中印、中墨、中国—中东欧旅游年密集举
办。2016年中美两个最重要的大国举办
了旅游年。中美旅游迈入全新时期，旅游
已成为中美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旅游
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闪耀亮点。今
年，中瑞旅游年、中澳旅游年已经开启，中
丹旅游年、中哈旅游年、中国—东盟旅游年
也即将启幕。

中国举办旅游年的朋友圈正从一枝独
秀到春色满园。旅游年作为旅游外交的重
要载体，在外交事务中的独特作用正在日
益凸显，成为国际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最
活跃、最具潜力的内容。

心相通厚植民意基础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接连举办

的“旅游年”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世界加深
理解、巩固友谊的基础，增进双方民众对对
方国家和文化的了解，为政治、经贸等各领
域合作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美都有灿烂的文化、优美的风光，两
国人民都有加深了解、增进友谊的强烈愿
望。两国举办旅游年是一个契机，扩大人
员往来，加强文化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培
育更为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美国前总
统奥巴马在祝贺中美旅游年开幕时说，希
望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人的精神、紫禁城
和长城的威严，兵马俑战士的历史、黄山之
美以及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活力。也希望
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是什么塑造了美国人。
我们越真正了解对方，就越能一起努力。

中俄举办旅游年之后，两国游客互访
人数持续创新高。中国游客到俄罗斯的人
数已连续三年超过100万人次，稳居俄罗
斯入境游客人数首位。与此同时，每年有
近两百万的俄罗斯游客来中国旅游。俄罗
斯旅游署负责人表示，两国旅游合作交流
潜力无限，从最初的观光开始，深入探究文
化、民族传统、风俗习惯，认识风景名胜，了
解双方国家的发展历史。

配合大国外交战略

“元首外交为旅游铺路，旅游为元首外
交搭建舞台。”近年来，国家元首在国事访
问中，纷纷将旅游作为重要内容。国家主
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在外交场
合多次强调旅游交流合作，并确定举办中
韩、中印、中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等旅游
年活动。旅游年已成为促进国家间政治关
系、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传播本国文化、
展示文明成果、提升国家形象、增强国际影
响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举办旅游年有力地配合了国家战略的

实施，实现了与国家战略的协同共振，在大
国关系塑造与周边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中韩互办旅游年夯实了两国和两国人
民加深理解、巩固友谊的基础，契合了两国
的发展现状和长远利益，具有经济、政治、
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中印互
办旅游年扩大两国旅游交流规模，拓展旅
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使旅游交流成为发
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中
国—中东欧国家旅游年搭建起双方旅游之
桥、合作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桥，推动了
双方旅游合作深入发展，增进双方民众对
对方国家和文化的了解，为经贸等各领域
合作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美旅
游年则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为
中美关系发展培育更为厚实的民意和社会
基础，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亮点。

旅游为桥带动多领域

举办旅游年由政府搭台，业者唱戏，不
仅惠及旅游业，还以旅游为桥，带动多个行
业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
旅游年将吸引两国旅游、文化、航空、交通、
海运、外交、边境管理等多部门间的交流与
合作。

旅游年的举办，为中印两国旅游业界
深化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开
通了印度香客经乃堆拉山口赴中国西藏冈
仁波齐神山、玛旁雍错圣湖朝觐的新路
线。印度还对中国游客开放电子旅游签
证，赴印中国游客倍增。两国共同推动建
立了敦煌—奥兰加巴德、青岛—海德拉巴、
重庆—金奈、四川省—卡纳塔克邦四对旅
游友好城市（省邦）。

中美旅游年带动了互联网企业阿里巴
巴与多家美国重要旅行集团结为合作伙

伴，并上线“美国国家馆”。
中澳旅游年举办的消息一出，就带热

了两国航空。中澳间航空运力持续增加，
几乎每月都有新增航班开通。据媒体报
道，2016年以来，总计约10条中澳新航线
开通，包括国航、东航、南航、厦航、海航、
川航、首都航空7家中国内地航空公司，正
在运营澳大利亚航线。同时，包括澳大利
亚航空、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阿联酋航
空、阿提哈德航空等都对中澳市场充满期
待。

旅游为帆，万舟竞发向未来。期待旅
游年，释放更多精彩。

（本报综合）

旅游年：独具亲和力的旅游外交

赤壁市赵李桥镇地处鄂南边陲，与湖南
省临湘市接壤，素有“一脚踏两省，鸡鸣闻三
镇”之称，是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口子镇，全国
千强镇。2017年该镇将以建设“和谐赵李
桥”为主线，以普及“一感两度两率”为突破
口，以化解矛盾纠纷为目的，扎实推进平安创
建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该镇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召开专题会
议，要求全镇上下抓好平安创建工作。转变
观念、抓思想认识到位。发展是硬道理，稳定
是大道理，发展经济是政绩，抓好社会治安治
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要为经济发
展打好基础，就要抓“平安建设”。

创新社会管理，搭建“三个平台”。搭建
矛盾纠纷化解平台。依托镇便民服务中心、
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矛盾纠纷登记等事项纳入便民服务中心，对
苗头性和潜发性的矛盾纠纷及时上报到镇综
治办。每村组建一支3至5人的民间调解员
队伍，主动走访排查纠纷，形成“上下贯通、左
右协调、依托村居、多方参与”的调解网络。
搭建应急管理平台。出台村综治主任管理机
制和激励机制，明确由镇派出所统一管理，定
期组织培训，制定考核标准，提高村综治主任
的积极性，发挥“迅速反应、应急联动、破解难

题、维护稳定”的作用。搭建农村治安防控平
台。建立镇、村、组、户四级联防网络，村级层
面组建义务联防队，以片区为单位，相互联
防；各村按照“网格管理、联动服务”的原则，
以网格小组为基础，充分发挥“中心户长”的
作用，开展联户联防。健全联防工作机制，镇
村组户四方联动，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和防火防灾巡查，进一步提
高社会治安掌控能力，确保“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注重源头治理，建立“两个机制”。建立

预防机制。坚持信息预防，要求各镇直单位、
村委会从抓早、抓小、抓快着手，及时掌握信
息，解决问题，消灭隐患，防止形成矛盾纠纷；
采取“四超前”措施，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即
围绕镇党委中心工作超前介入，预测工作走
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
在激化前。建立包案机制。对重大、复杂、疑

难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
办法，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委会到户指导，
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积极与
相关部门协调配合，集中力量及时调处，化解
矛盾，限期解决。对信访案件，要求调节人员
要以情化解、以理化解、依法化解。同时，对
该镇重点上访人员，做到时时监管，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动态管理，确保辖区内“赴省、进
京”零上访。

突出重点问题，化解“一批矛盾”。对该
镇出现的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突出重点，积
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针对性
地分阶段地解决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管理、土
地纠纷、山林纠纷、原搬运站47户住房等一
批政策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确保事事有
回音。 （黄柱 刘勇民 贺瑞华）

转观念 搭平台 治源头 化矛盾

赵李桥镇奏响和谐“平安曲”

15日，记者走进赤壁市赵李桥镇，镇党
员干部忙协调，工程技术人员忙施工，机声隆
隆，各大项目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派
繁忙的景象。

一年以来，赵李桥镇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赤壁实施，紧扣“转型发展、绿色
崛起”做文章，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
署安排，主动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强而
优、严而实的要求和作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工作，全镇经济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预计2016年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65.54亿元，完成招商引资7.65亿，固定资产
投资到位11.98亿。

抓精品项目，做强实体经济。积极对接
国家、省、市“十三五”规划，围绕国家发改委
投融资试点镇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项目资
金，做强做大实体经济，扩大有效投资。目前
全镇在建项目6个，新开工项目10个，策划
项目11个，累计投资32亿元。总投资20亿
的卓尔·羊楼洞旅游开发项目，打造“一个古
镇，一片茶海，一个品牌，一个茶道”，精准发
力，带动美丽村居建设，引导传统村落保护与
开发，做强旅游实体。围绕瑜伽项目，投资
8200万元，将瑜伽二期、柳林山庄、柳林有机

生态休闲基地进行串联，打造柳林生态文化
旅游圈。围绕茶业加工，积极支持大德和茶
业、洞庄茶业发展，跟进乾泰恒砖茶饮料深加
工项目，做强茶业产业实体。

建基础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坚持把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补齐农村、农业、工业、旅游
短板的有力抓手。投资3200万元修建羊楼
洞村至羊楼司村旅游快速通道，将107国道
与羊楼洞周边4个村集中连片，构建羊楼洞
黄金旅游线，大幅缩短赵李桥镇至羊楼洞旅
游景区的通行时间，破解交通制约问题，线路
规划、土地征收已全部完成。总投资2500万
元的污水处理厂项目进行设备调试投入试运
行，目前正在铺设管网二期，力争今年6月底
正式运行。积极向上争取800万元资金建设
垃圾中转站，改造5个村19个垃圾收集亭。
争取资金完成投资300万元的赵崇路改造。

蓼坪“美丽乡村”建设、柳林港山洪沟治理工
程、生态国土项目正在申报立项。同时，实施

“村村通”工程，启动农村安全饮水“户户通”
工程，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水库整修、清
淤整治河道、安装U型槽等民生基础设施项
目。

重项目谋划，突破招商瓶颈。今年该镇
将紧紧围绕卓尔·羊楼洞旅游开发、投融资
试点镇建设、砖茶深加工三个十亿项目做文
章，实施“项目建设年”，全力推进“砖茶小
镇”建设。主动加强对接沟通，争取将107
国道新区配套设施建设、天然气项目、菜市
场改造、武深高速百花岭出口项目、S319线
赵崇段改线工程等一批项目纳入市政府
2017年重点投资项目。加大招商力度，设
计招商宣传画报，积极“筑巢引凤”，实施“引
进来”战略，跟进志翔钢结构项目，力争投资

7500万元赵李桥商业广场完成选址并开工
建设。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产业链，建设微
电影拍摄制作、肖像漫画创作培训基地。同
时，立足自身优势，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农业
和旅游业，策划茶叶加工项目、茶叶交易中
心项目、小农虾养殖基地、苕粉深加工、竹木
制品加工、黄桃种植等一批特色项目，破解
招商瓶颈。

优发展环境，落实服务保障。成立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专班，明确责任主体，实
行项目化管理，实行“四定一有”，即定人、定
时、定办法、有经费保障，做到事有专管之人、
人有应担之责、责有限定之期，使全镇上下，
紧密团结，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以开展“两学
一做”和“主题党日+”为契机，进一步治理

“庸、懒、散、软、混”，建立一对一跟踪项目服
务制度，对项目的全过程予以跟踪，协调解决

企业用电、用水、用地等方面的问题，促进项
目早日建成发挥效益。实行“五个零容忍”，
严厉打击项目施工中出现的敲诈勒索、强揽
工程、垄断建材、恶意索要、阻工扰工等违法
违纪行为，及时调处各种涉企纠纷，维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建立督办问责机制，定期、不
定期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督导检查，梳理项
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协调解
决。对因工作不力造成项目进度缓慢的，镇
纪委给予责任人纪律处分。同时，项目建设
情况将与年终考核相挂钩，推动干部主动作
为。

2017年该镇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针对部分项目建设资金紧张、新产
品市场拓展难、资源配置难、基础设施项目
立项时间较长等问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实施“项目建设年”，开展“项
目大会战”，抢抓时间，倒排工期，把项目建
设作为全镇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扬敢闯敢
试、务实重行的作风，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在
逆境中奋起，在追赶中超越，为全市“转型升
级，绿色崛起”的征程中贡献新力量，体现新
作为。

（黄柱 刘勇民 贺瑞华）

“闻鸡起舞”施工忙

赵李桥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冬笋酸菜炒腊肉
记者 王莉 通讯员 吴剑

“你的老公余某被我们绑架了，快
点拿130万来，不然……”，2月11日下
午，赤壁市民熊某在接到这个陌生电话
之后吓得六神无主，思虑一番后向警方
报案。

当日正值元宵佳节，这起突发的绑架
案件引起了赤壁市公安局高度重视，立即
启动重大案件侦办机制，成立以副市长、
公安局长程伟为组长的专案组，抽调刑侦
大队、辖区派出所数十名警力参战。

经警方初步调查，2月10日晚上7时
左右，余某曾打电话给妻子熊某，称自己
被绑架到湖南岳阳，随后手机就关机了。
随后，一男子打电话给熊某，称余某将其
的物品变卖，要熊某筹集130万元赎金才
可以放人。2月11日上午，正当警方展开
调查时，该男子又打来电话找熊某要钱，
而此时余某电话仍旧关机。

专案民警对案发前余某的工作、生活
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并对城区进出车辆进

行摸排，综合相关线索，警方发现此案疑
点重重。2月12日上午11时许，民警锁
定余某在赤壁城区金三角附近。12时左
右，民警在金三角一门店附近发现正在悠
然闲逛的余某，并当即对其进行控制。

余某面对警方的审讯，马上一五一
十交待起了这起荒唐“绑架案”的来龙去
脉：他自己在外面结识了新欢，一心想要
摆脱老婆熊某，从去年8月起就不回家，
并购买可变声的手机和两张手机卡，冒

充他人多次给妻子熊某打电话称自己贩
毒事发。2月10日晚，余某开车到赤壁
铁山家中伪造假现场后前往岳阳，之后
通过手机变声给妻子打电话，编造帮人
运输毒品丢失货物需要赔偿130万巨款
的恐吓信息。

赤壁警方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7
日之处分，自此，一起自导自演的“绑架
案”，以“导演”受到法律制裁而告终。

（马万里）

自己导演“被绑架” 荒唐男子被拘留

赤壁市公安局快速侦破一起自编自导绑架案

在咸宁过春节的人，大概都吃过冬笋酸菜炒腊
肉这道菜，这道菜就地取材，菜品渗透着浓厚的本
地特色，非常叫座。

咸宁盛产竹子，只要家里有片竹林，冬笋便是
餐桌上一道容易操作而又爽口美味的菜品。家住
咸安区桂花镇刘家桥的刘新民家就有一片竹林，他
说，冬天招待客人，冬笋酸菜炒腊肉是一道讨喜不
费力的菜。

跟随刘新林的脚步，我们扛着锄头，来到了他
家屋头的竹林，就地取材。

在我们看来，在一片竹林里挖竹笋，根本不知
道从何下手，刘新林却说，挖竹笋有规律可循。哪
里的土坷垃松了，有点冒尖了，哪里的土地有裂缝
了，这些都可能藏着要冒尖尖的竹笋。果然，刘新
林挥了几下锄头，便有几个拳头大的冬笋冒了出
来。

回到家中，刘新林的妻子秦爱华剥开冬笋褐色
的外衣，便露出了乳白色的冬笋，手指轻轻一掐，那
股子鲜嫩便流淌在指尖。

随着秦爱华轻快有节奏的切菜声，冬笋整齐地
躺在砧板上。锅里坐着水，水开后，一刀哗啦，冬笋
在开水中翻滚了几下，就被秦爱华捞起来。趁着这
个当儿，她从灶头割了一块腊肉，丢进开水里，烫软
过水，还能去盐，到时候吃起来就咸淡相宜了。

一分钟没闲着，秦爱华去后屋摸了一把酸菜回
来，洗干净后，切好待用。这会子，腊肉也煮好了，
秦爱华把肥肉切好后，便开始下锅里炼油。待油香
四溢，她手头的腊五花肉也切好了。

把五花肉扫入锅中，翻炒几次，五花肉中的肥
油稍稍渗出，秦爱华便将提前准备好的竹笋和腊肉
一起倒进锅中，翻炒约2分钟后，下入葱段，炒匀后
即可出锅了。

刘新林搁置好农具，从柜子里拿出一壶本地酿
的米酒，倒上几杯，就着冬笋酸菜炒腊肉，客人们都
吃得香极了。

美国游客在苏州参加中美旅游年活

动，感受浓浓的江南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