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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徐海涛 张晓营）4月 15日，记者从许昌市发
改委获悉，今年第一季度，许昌市 171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02亿元，约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29.2%，略高于去年同期，实现首
季“开门红”。

按照“1718”投资促进计划，今年许昌市安排重点项目 171
个，总投资3267.7亿元，完成年度投资1030.8亿元，预计带动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8%以上。目前，92个在建项目正在抢抓建设
进度，加快推进；79个新建项目有 43个实现开工，占到年度开工
计划的 54.4%；79个新建项目涉及审批事项 539项，已完成审批
369项，审结率68.5%。数据表明，许昌市超额实现了年初制定的
第一季度全市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审批完成率、计划新开工项目开
工率均达到年度计划的50%以上的“双50%”目标。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首季“开门红”这一目标，许昌市严格
台账管理，建立了《2019年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工作台账》和《2019
年计划新开工重点项目联审联批任务》两本任务台账，按照台账时
间节点持续跟踪问效；强化综合考核，组织9个县（市、区）对2018
年度全市在建项目进行了全方位学习、考核，激发了各地比学赶超
的动力；扎实开展“四个一百”专项行动，针对市本级 38个工业重
点项目的 44个问题建立了工作台账，其中已解决 22个，其余 22
个正在加紧协调解决；坚持促进度督导，提前对下一月拟开工项目
下发开工提醒函，提醒项目单位扎实做好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督
促各职能部门、各县（市、区）加紧完成各自承担的审批事项，确保
项目按时开工。7

171个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302亿元

许昌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首季
“开门红”

文化之光，闪耀莲城。
近年来，一系列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

大手笔、大项目让许昌建设文化厚重之城
的底气十足，许昌文化自信的脚步越来越
坚实：

位于许昌老城中心的曹魏古城，依据
《考工记》宫城建制及城市设计，通过挖掘
曹魏文化资源，擦亮三国文化品牌，致力
于“汉魏风格、简约厚重、挺拔大气”的古
韵古貌，打造曹魏历史文化展示平台，塑
造许昌市人文形象名片。

魏王巡街、古典戏法、传统杂技、戏曲
评书、3D灯光秀……在曹魏古城南大街，
精彩表演让天南海北的游客放松了心情、
放慢了脚步。

自去年 2月开街以来，曹魏古城南大
街“周周有主题、月月有节庆”，培育出“魏
都夜宴”“汉风古韵荷花节”“古城好声音”
等互动品牌，对三国文化资源进行“活态”
传承与现代呈现，先后接待游客逾400万
人次，刺激和带动了周边旅游商品、特色餐

饮、地方特产等多种业态发展，成为具有浓
郁三国民俗特色的文化街区和旅游名片。

城市中轴文化长廊内，钧瓷文化艺术
馆、许昌美术馆、东方珍宝艺术馆 3颗“明
珠”渐露芳容；环护城河曹魏风情带内，民
俗文化风情区、历史休闲特色区渐次竣
工，将再现三国“嘉年华”，让许昌的曹魏
文化形象、具体、可感。

打造文化强市，构筑文化高地。2018
年许昌市GDP总量和增速分别位居全省
第四、第二，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达到 1047.4亿元；三产在三次产
业占比达到37.0%，三产比重同比提高1.8
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焕发的勃
勃生机，为出彩许昌增添抹抹新彩。

文化如水，润泽万物；文化如歌，和谐
共振。

惠风和畅，文化焕彩。今朝许昌，正
在成为一座既有历史记忆、又有现代文
明，既注重文化传承、又崇尚开放创新的
魅力之城。7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曹魏故都逢盛会，魅力许昌喜迎
宾。4月 10日至 16日，许昌第十三届三
国文化旅游周举行，经济、文化、科技、旅
游等 5大板块 23项精彩内容，带给广大
市民和海内外游客独具魅力的“三国嘉
年华”。

【亮点一】
5G自动驾驶清扫车成功“首秀”

“预备，开始！”4月 10日 17时，在许
昌芙蓉湖畔的5G自动驾驶控制中心，随
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坐在电脑前的控制
员摁下启动键，停在芙蓉大道上的一辆

“森源”牌道路清扫车缓缓启动。
音乐声响起，清扫车以每小时 20公

里左右的速度自南向北前行，车厢下的
绿色清扫盘高速旋转，车后的喷水装置
随即向两侧喷射出一排水雾，尘土和垃
圾被“乖乖”地吸入清扫车的“铁胃”中，
所过之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在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
幕之际，网络与交换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北邮许昌基地，与森源集团联合开展
5G自动驾驶清扫车作业试验，“首秀”取

得了成功。
“5G自动驾驶试验业内已经进行了

多次，但是，把 5G自动驾驶技术应用在
特种车辆上，并实现自动作业，在全国是
首次。”负责此次试验的北京邮电大学王
鲁晗博士说。

【亮点二】
“梦回魏都”灯光秀美轮美奂

4月 10日晚，“梦回魏都”灯光秀在
曹魏古城南城门惊艳亮相。在灯光、烟
雾、音响等综合效果的作用下，墙面犹如
电影屏幕般，出现了“曹操迎汉献帝迁都

于许”“曹操实行屯田发展经济”“关羽割
袍断义”等一个个历史画面，仿佛一条时
光隧道，把人们带回 1000多年前的盛世
繁华。

“真是太美了、太棒了！”市民周兰站
在曹魏古城南城门前，被璀璨的灯光吸
引，掏出手机开启拍摄模式。

“全国有关三国文化的古城很多，但
讲曹魏文化的古城不多。我们要把曹魏
古城打造成一个可以‘讲故事’、可以‘慢
游’的地方。”曹魏古城管委会办公室主
任丁军超表示，以后，游客来到曹魏古
城，不但能领略古城“颜值”之美，而且能
享受震撼人心的灯光盛宴。

【亮点三】
文化成为开放合作的纽带

4月 10日举行的市情推介暨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上，共签约项目 37个、投资
总额达 211亿元，其中文旅项目 8个、投
资总额40.4亿元。

文化成为开放合作的纽带。许昌持
续深化对德合作，累计签约对德合作项
目 63个，已落地 21个，中德（许昌）产业
园上升为省级战略，河南省首个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区获批建设，许昌成为河南
省乃至中部地区对德合作的“桥头堡”，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亮点四】
方寸之间再现汉魏风貌

在去年首发《曹魏古城》邮票的基础
上，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在开
幕式上推出了第二组《曹魏古城》邮票。

2007年至今，许昌市相继推出10多
套三国文化邮票，从《孔融让梨》到《曹冲
称象》，从《健身气功·五禽戏》到《千年魏
都 三国英豪》，从《三国英豪 王者曹操》
到《千年魏都 曹魏廉臣》，于方寸之间再
现汉魏风貌。7

本报讯（通讯员 朱庆安）屋顶栽花，墙面垂直绿化……近日，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许昌市首座立体绿化公厕正式投入使用。

这座公厕位于许昌市区万丰路北段，三面墙上栽有碧玉、鸭脚
木、红钻、绿钻、绿精灵、金童子、小仙女，屋顶种有月季、常春藤、扶
芳藤，近万株植物搭配成的色块，让这座占地 60平方米公厕的绿
化面积增加约120平方米。

立体绿化厕所是许昌市增加绿化面积、提高城市品质的一种
新的尝试：在植物的选择上，不仅考虑了色彩的变化，同时考虑了
植物的形态与姿态；在植物的养护上，安装的自动喷灌设备，能够
定时定量对绿植进行浇水，以达到长期绿化的效果。目前，除了万
丰路北段这座公厕进行了立体绿化外，位于市区望田路和玉皇阁
路的两座公厕，立体绿化也进入收尾阶段。

许昌市园林绿化管理处负责人介绍，立体绿化基本不占用土地，
能起到拓展绿化空间、防治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降低建筑能耗、
缓解城市排水压力等作用。下一步，许昌市将逐步扩大公厕垂直绿
化试点范围，通过利用物体的表面向物体索取绿化空间，以达到节
约土地、增加绿量、提高生态质量、美化生活环境的目的。7

许昌市

首座立体绿化公厕投入使用

许昌芙蓉湖自动驾驶示范区

首次试验圆满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薛伟洲）近日，北京邮电大学在芙蓉湖畔开展

的 5G 自动驾驶清扫车首次作业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展
示，将北京邮电大学在 5G网联自动驾驶领域内的技术积累得以
在芙蓉湖畔进行展现、测试，并将5G自动驾驶技术首次应用在了
特种车辆上，并实现了智能化作业，这不仅是自动驾驶行业的首次
尝试，也是 5G网联自动驾驶在特种行业的首次应用，对 5G自动
驾驶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芙蓉湖自动驾驶示范区的建设，是基于北邮和许昌在车联网
领域的合作，在市委市政府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支持下，由北京
邮电大学联合中移智行、森源、金乙昌、镭神等多个单位，共同开展
和完成。

本次示范在 5G网联示范区域提供的 5G网络服务基础上进
行平台搭建，协同自动驾驶车辆自身感知的信息、路侧感知设备获
取的路况信息及交通流中的交通灯信息进行融合，从而增强自动
驾驶车辆的感知能力与决策能力，使自动驾驶车辆摆脱对车辆端
传感器的依赖，降低自动驾驶的硬件成本，消除天气、光照、信号遮
挡等恶劣环境对自动驾驶的影响。同时，引入远程驾驶模式，通过
5G网络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的能力，实现人车分离和远程介
入，从而提高自动驾驶的安全性，降低了自动驾驶车辆成本。

通过许昌芙蓉湖 5G网联自动驾驶示范项目，许昌芙蓉湖自
动驾驶示范区已成为河南省首个具备完善开放道路测试环境的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场，可实现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识别及响应、交通信
号灯识别及响应、障碍物识别及响应、行人和非机动车识别及避
让、跟车行驶、靠边停车、并道、人工操作接管、联网通讯等网联汽
车测试场景，并已有观光车、乘用车、道路清扫车等各种类型车辆
在相继开展测试。7

魏都区

基层党建经验叫响全国
本报讯（通讯员 孔刚领 高涛）近日，魏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申健民应邀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向参加全国加强和创新城市
基层党组织建设专题研讨班的学员交流、报告魏都区基层党建工
作的经验做法。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培训安排，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学员均来
自全国的组织工作者。申健民以《创新五个基本 做实党群工作》
为题向参训学员详细讲解了魏都区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情况，重
点解读了魏都区以党建“1369”工程为统领，创新“基本组织、基本
阵地、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五个方面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的典型做法。

据介绍，魏都区以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连续 3年实施
了民生“365”工程，把养老、医疗、教育、健身等17个方面的民生工
作，细化为上千个具体事项，融入社区、融入庭院，构建了“15分钟
便民服务圈”“15分钟健康服务圈”“15分钟智慧阅读圈”，让群众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2018年，魏都区的公众安全感指数在全省
157个县（市、区）评比中排名第一、社会保障覆盖率排名全省第
一、医疗保险覆盖率排名全省第一。3月31日，中组部示范市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座谈推进会在许昌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魏都区
基层党建工作时，对魏都区的党建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报告结束后，不少学员纷纷与其进行交流，对魏都区基层党建工
作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魏都党建经验”值得借鉴推广。7

“三国嘉年华”亮点连连看

品三国盛宴 赏出彩许都
——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游周掠影

曹魏风，三国情，许昌行。

犹如一场美丽的约定，4月 10日至

16日，盛装的许昌迎来了第十三届三

国文化旅游周，八方宾朋走进三国名

城，听美妙弦歌、赏春日丽景、享

文化盛宴，感受许都厚重的历

史文化和独特的城市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以文化滋养城市，

让文化引领发展。从

2007 年开始，由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科技

厅、省体育局、省邮政管

理局、省邮政公司、许昌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许昌

三国文化旅游周活动，已

成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知名

的节会品牌，让三国名城、曹

魏故都的文化品牌叫响神州。

一年一度的许昌三国文化旅

游周，洋溢着浓郁的三国历史文化特

色，向世界展示着许昌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成就一座城市的文化盛事。

从文艺巡演到名家讲座，从好戏
连唱到旅游探访，从创意大赛到经贸
洽谈，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活动看点
多多，亮点纷呈：共安排开幕式、招商
活动、文化旅游活动等 5 大板块 23
项精彩纷呈的活动，实现文化、旅游
与经贸的有机融合。

“古之许都、今之许昌，明珠辉
映、天地中央”，著名诗人张鲜明创作
的大型诗剧《许昌行》，文意恣肆，震
撼登场；

“雄浑厚重、慷慨悲凉，建安风
骨、后世流芳”，“横槊赋诗”三国文化
大讲堂上，妙语连珠，气氛热烈……

全国首届古琴弦歌大会、汉魏文
化展览、“好戏连台”惠民演出等文化
活动名家荟萃，“绽放三国——花都
之春”观光游、三国文化研学游、“曹
魏映像·古城华章”等旅游活动令人

开眼，市情说明暨项目签约、5G项目
发布及产业对接等经贸招商活动精
彩不断……

一场场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一
项项趣味十足的创意大赛，一次次格
调高雅的文化讲座，无不氤氲着曹魏
文化的古韵悠长、宜居莲城的独特风
情。

以文化融通产业，把资源变成
资产。在许昌第十三届三国文化旅
游周市情推介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上，37 个项目“定约”许昌，投资总
额达 211亿元，其中文旅项目 8个，
投资总额 40.4 亿元，实现了文化搭
台、经贸唱戏、开放合作的多重效
益。

守正创新，久久为功。许昌，在
挖掘本地特色中展现城市文化，在整
合文旅资源中彰显城市风采。

如果说建筑是城市的脊梁、环
境是城市的容貌，那文化就是城

市的灵魂。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之一，许昌享有魏
都、钧都、花都等“五都”
和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中国钧瓷文化之乡等
“四乡”美誉。厚重
灿烂的历史文化，
是许昌得天独厚
的优势资源和传
承至今的精神财
富。

“ 闻 听 三 国
事 ，每 欲 到 许
昌。”依托三国文
化旅游周，许昌
把散落的三国文
化“珍珠”串起来，
形成了文化会展、
文化创意、休闲健
身、传媒出版、文化
旅游、艺术品与工艺

美术等九大文化产业
板块，走出了一条富有

许昌特色的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在河

南省社科院发布的《河南文化
发展报告》中，许昌市区域文化

竞争力在 18个省辖市中排名第三
位。
如今，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周活动已经

成为促进文化繁荣的战略资源、推动经济发
展的强大力量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支撑，被
誉为提升许昌综合形象的“文化名片”。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看点多多——

一场文化旅游盛宴
1

熠熠生辉——

一张三国文化名片
2

传承创新——

一座内陆文化高地
3

“梦回魏都”主题空间秀点亮曹魏古城

文化盛宴精彩纷呈
牛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