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细微处见精心”——宁波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精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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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的北国风光，一边是绿草如茵、
萌宠云集的澳洲牧场——始于
2020 年末的一场“微改造、精提
升”，让向来“银装素裹”的梅山
湾冰雪大世界拥有了更多色彩，
也让来此畅游的旅客尽享天南
海北异邦景观。

如今，梅山湾冰雪大世界的此
次改造提升已进入尾声。乘着北京
冬奥会召开的契机，这颗闪耀在宁
波海岸线上的“明珠”，将以更多元
的色彩“秀翻”大众视野。

当冰雪“接轨”澳洲牧场

2021 年的国庆黄金周，位于
梅山湾冰雪大世界的布里斯羊
驼牧场一开放，就吸引了万众目
光——

香猪、贵妃鸡、柯尔鸭、梅花鹿
等一众“网红”萌宠“闪亮登场”，引
得游客纷纷合影留念，甚至一度冲
上抖音热榜首位；独具魅力的羊驼

“布布”“斯斯”成了牧场“顶流”，无
论走到哪里，都能收获满满的拥抱
和闪光灯；还有“液体动物”安格鲁
貂、“百鸟之王”孔雀、“微笑天使”
豹纹守宫⋯⋯在欧式极简风的外
景摄影基地里，游客仿佛进入了阳
光烂漫的午后，简单的周末被点缀
得精彩纷呈。

“虽然地方不大，但随手一拍
都是景！小羊群会时不时地来找你
要吃的，我还被‘围攻’了！”一位

“小红书”博主这样分享道。
布里斯羊驼牧场位于梅山湾

冰雪大世界景区南侧，物业经理朱
宝宝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微改造”
赋能，这里还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
空地。

而如今，这里已呈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景区优选了互动性
强、软萌可爱的 20 余种萌宠入住，
通过自然、生态的展现方式，打造
人与动物、人与环境、动物与环境
的网红生态萌宠互动乐园，每逢节
假 日 ，都 能 吸 引 众 多 忠 实 的“ 拥
趸”。此外，在研学方面，景区通过
打造生态牧场引入自然科普的理
念，丰富了研学中心原有冰雪研学
体系，以丰富多彩的动物展区，点
燃孩子们对自然的探索欲与求知
欲，让他们零距离融入大自然，潜
移默化地收获知识与快乐。

“之所以选择‘萌宠+牧场’这
一主题，就是为了对曾经单一的冰
雪主营业态进行补充，进而融合打
造更充实、更有特色的游览景点。”
梅山湾冰雪大世界运营傅晓芬说。
据介绍，自布里斯羊驼牧场开放以
来，游客在景区的游览时间有了显
著提升，从社交媒介上获悉并前来

“打卡”的游客也创下了新高。

为冰雪“镀上”虹彩

一条冰雪美食街，串联起梅山
湾沙滩公园、梅山湾冰雪大世界和中
国港口博物馆，激活了景区的消费潜
力，也为冰雪底色“镀上”了虹彩。

“为了让这条冰雪美食节拥有
统一的主题、协调的色彩，我们主
要采用‘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的管
理模式，以最小成本，打造最‘靓’
时尚街区。”梅山湾冰雪大世界物业
经理朱宝宝说。

走进冰雪美食街，映入眼帘的
是蓝天白云下呈玛卡龙色的弧形店
招。刘小姐的串串香、刘小姐的手抓
饼、正新鸡排、小茶缸⋯⋯景区严把
商户品牌审核关，严选入驻商家品
类及质量，让消费者在快乐游玩的
同时，也能安心享受优质美食。

记者了解到，冰雪美食街始建
于 2019 年，规划经营类目包含旅行

社团餐、游客简餐、冰雪超市、冰雪
纪念品以及 22间全国各地特色美食
小吃商铺。改造后的冰雪美食街，以
经营品种多样、内外环境整洁卫生、
整体风格统一的全新面貌，与冰雪
大世界主题乐园相呼应，从而达到
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的效果。

“在此次‘微改造、精提升’中，
我们重点围绕缤纷美食小镇的主
题，美化美食街外立面，以确保入驻
商家店面风格与整体建筑风格统

一。对于尚未入驻的店面，我们采用
美食标语油画布对外露的钢结构进
行包柱。对美食街另一侧的团餐区，
我们以彩绘喷涂外墙、堂食大厅地
面，同时合理设计安放沿街区两侧的
分类垃圾桶和定点投放点，以确保美
食街整体和谐。”朱宝宝说。

据悉，改造后的冰雪美食街，当
即受到了消费者的追捧。在暑期的
旅游旺季，景区单日人流量峰值达
到了 1.5 万人。

微改造妙笔，为冰雪大世界添“生机”

梅山湾冰雪大世界中，改造后的布里斯羊驼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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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
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
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
撑。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的高度，深刻总结新时代党的自我革
命的成功实践，精辟概括对建设什么
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
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规律性认识，对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推进、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作
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立意高远、视野宏大、思想深邃、内
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
指导性、针对性，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遵循，是纪检
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今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十个年
头，十年磨一剑，面对“四大考验”日益
严峻复杂、“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凸显
的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
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党以
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
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
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
各方面，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作风
问题抓起，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
同向发力，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
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
推进。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
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
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
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刹住了
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
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
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
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
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
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兴衰成败。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
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
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
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
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

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
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一百年来，
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
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
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
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
断发展壮大。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
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取得了历
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
次影响，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实践充分证明，
只要我们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
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全面从严治党开
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全面
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坚持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
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
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
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
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
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
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
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
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
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这“六个
必须”，是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
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开辟百年大党自
我革命新境界的奥秘所在，为我们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始终坚持自我革命、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基本要求，要
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
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踏上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伟
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奋力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

（载1月20日《人民日报》）

开辟了百年大党
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十九
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海天寥廓，潮起潮落。浅浅一湾海
峡，历经两岸风云变幻，寄托无数儿女
乡愁。迈进 2022 年的门槛，我们期待
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未来始于当
下，我们该给后代子孙留下怎样的理
想家园？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昭示我们，祖
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高度，敏锐洞察国内外形势和
台海局势变化，深刻总结中央对台工作
大政方针及实践，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

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的深刻含义是什么？台湾同胞从中能
获得什么？切身利益会不会受损？新华
社昨天播发了《五组关键词读懂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带你展
开理性思考：一、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二 、结 束 政 治 对 立 、实
现 持 久 和 平 ；三 、寄 希
望 于 台 湾 人 民 、反 对

“台独”分裂；四、融合
发展、共同市场；五、文
化传承、心灵契合。

五组关键词读懂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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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
者李典 王沁鸥）《北京 2022 年冬
奥 会 和 冬 残 奥 会 遗 产 报 告 集

（2022）》19 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集包括体育、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七个单
册，由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体育大
学共同编制，反映了自 2015 年北京
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筹办工作在
促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冰雪产业
发展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进步、奥
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广、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主办城市高质量发
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的
遗产成果。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冰雪
运动进校园、二氧化碳制冷技术等
科技创新成果，以及三赛区奥林匹
克公园、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
设立等议题，均在报告中出现。

目前，北京冬奥会诸多筹办成
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使广大人民
群众提前受益。

北京冬奥会发布遗产报告集
多项筹办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

1月19日，工作人员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防风墙旁平整雪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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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据新华社北京11月月1919
日电日电（（记者记者董雪董雪）） 针对有针对有
媒体询问媒体询问，，中方是否已为中方是否已为
北京冬奥会期间申请来华北京冬奥会期间申请来华
的美国官员颁发签证的美国官员颁发签证，，外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919 日证日证

实实，，中方已经向美方由政中方已经向美方由政
府官员组成的团队部分成府官员组成的团队部分成
员审发了相应签证员审发了相应签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据报道，，中方中方
已经为已经为 4646 名美国政府官员名美国政府官员

颁发了签证颁发了签证，，以便于他们以便于他们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来华工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来华工
作作。。这些美方官员大多数这些美方官员大多数
来自美国务院来自美国务院，，发言人能发言人能
否证实这一消息否证实这一消息？？美方此美方此
次申请签证是否同此前美次申请签证是否同此前美

方所说的不派官方和外交方所说的不派官方和外交
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相矛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相矛
盾盾？？

他表示他表示，，关于美方为关于美方为
外交官和官员申请签证与外交官和官员申请签证与
美方此前声称不派官方和美方此前声称不派官方和
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
是否矛盾是否矛盾，，这个问题应该这个问题应该
去问美方去问美方。。

中方已向美方官员审发冬奥签证中方已向美方官员审发冬奥签证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
刻总结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成
功实践，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
摇，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推进。

各地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和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以永
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继续打好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
战，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
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坚
持、不断前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肯定成绩，振奋人心。

“既可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
村’，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慨而
慷’”，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
授冯务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
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得到
全面加强，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做
到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打虎”“拍蝇”“猎狐”成绩显著。
十年磨一剑。党风政风为之一

新，社心民心为之一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
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
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
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
人奋进，全面从严治党这张实实在
在的成绩单顺民意、得民心。”重庆
市大渡口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李晓珂表示，作为一名基层纪检监
察干部，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做
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
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
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
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
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勇于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的
长盛之道。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李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百
年党史，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揭示了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以伟大
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历
史逻辑和深刻道理。

“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
界。”李冉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根据形势发展和人民期盼不断审视
自己，刀刃向内，进行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丰富
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想成果。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思
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
饬作风；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
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增强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
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必须’
深刻阐释了坚持自我革命和全面
从严治党的必然联系和内在机理，
对于实现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甘
肃省张掖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崔锦云表示。

对于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上用“九个坚持”作出了
进一步阐释。

“‘九个坚持’闪耀着推进自我
革 命 认 识 论 和 方 法 论 的 科 学 光
辉。”杭州市余杭区纪委书记、区监
委代主任唐小辉对“九个坚持”很
有体会。他表示，作为基层纪检监
察机关工作人员，对基层工作的薄

弱环节和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
要有清醒认识，深刻汲取党的自我
革命的经验启示，以更好地应对风
险挑战、攻克问题难题。

新时代新征程蕴含更加艰巨
的挑战，要求锻造更加坚强的领航
力量。

“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为民
造福的实事好事”⋯⋯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让江西省上饶市广
信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徐俊感
触很深。

“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根基，
群众期盼就是正风肃纪反腐的发
力点，保障群众的利益就是一切工
作的立脚点。”徐俊说，作为基层纪
委书记，要坚决践行人民情怀，发
挥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加
强对党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
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

辽宁省抚顺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张智明对总书记强调的“强
化政治监督，确保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印象深刻。他表
示，我们将继续聚焦政府诚信、权
力运用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精准发力，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为
贯彻新发展理念保驾护航，把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