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影响之下，博物馆正

在加速与互联网、新技术、新模

式的联动发展，推动博物馆游

览方式进行革命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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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7 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
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
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
史性成就，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也扩展了国家发
展的战略回旋空间。但同时，西部地区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
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
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短板和薄弱环节。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
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
历史意义。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胜日寻芳湖之滨，无边光景一时
新。

郑州的湖，宛如片片翡翠，散落于
大地之上，镶嵌于城区之中。每一个
湖，都那么晶莹剔透，青翠欲滴！

春夏之交，访湖之旅，遇见波光
潋滟、风光旖旎，收获欣喜连连、别样
精彩。

但这些仅仅是一个个景观化、生态
化的湖吗？湖对郑州又意味着什么？
满目绿意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

“深意”，掩映着怎样的城市“抱负”？

新亮点——
“以湖润城”揽胜景

揽湖入怀，一城灵秀。
随着高品质推进城市建设，郑州

的湖美起来、靓起来，“出落”得更加楚
楚动人，成为一个个网红“打卡地”。

清晨、傍晚，周末、假期，郑州的龙
湖、如意湖、龙子湖、象湖、雁鸣湖、西
流湖、蝶湖、天健湖、洞林湖、双鹤湖等
地，水光潋滟、芳草萋萋，湿地公园里
人们或漫步，或休憩，好一幅生动多彩的画卷。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践行新发展理念，郑州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将河
湖、水岸线、绿地、绿道、公园巧妙组合，打造美丽宜人的城市

“绿肺”“绿心”，给人们提供更多可进入、可停留、可沉浸的绿
色休闲空间。

“以湖润城”揽胜景，按照空间规划、功能布局，郑州的
湖营造出了优质的现代人居环境，也逐渐成为城市开发建
设的新亮点。

生态之美，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底气。“如果做到生产、生
活、生态有机融合，湖将成为展示和观察郑州的新窗口，而
以湖为中心的片区极有可能重新定义这座城市，并赋予其
新的生命力。”城市研究专家、方塘智库创始人叶一剑颇有
感触地说。

新引擎——
“湖畔经济”伴水生

好的环境最具吸引力，好的环境也是生产力。
放眼国外，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大湖、大江、大河流域

都发展成了产业密集带，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轴心和
重点地域，如北美洲的五大湖区、欧洲的莱茵河流域等。

环顾国内，杭州西溪湿地布局未来科技城，以阿里巴巴为
首的创新型企业扎堆于此；东莞松山湖IT产业集聚，华为建
立科技基地，大规模搬迁至此；武汉东湖附近形成了国家级光
电子产业基地，打造“中国光谷”……环湖经济圈应势勃兴。

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中，湖及周边区域已不仅仅是
展现生态环境和城市形象的景观带，还衍生成为集聚高端
生产要素、优势资源、高端产业的“聚宝盆”和“新高地”。顺
应经济发展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郑州也在流行“湖畔经
济”，于绿水青山间不断“淌金流银”。

如果论经济密度，全省最高的区域非如意湖畔的郑东
新区中央商务区（CBD）莫属。这里集聚了 55家世界 500
强企业、73家中国 500强企业、153家上市公司，核心区每
平方公里贡献税收超18亿元，人均创造税收达13万元、创
造增加值14万元。

（下转第五版）

风雨无阻向前进
——写在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之际 05│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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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翻滚穗飘香
——我省战疫情力夺夏粮丰收纪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 成 新 格 局 的 指 导 意 见》

省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为基层减负增能的九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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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红涛

5 月的中原大地麦浪翻滚，一望无垠，
8000多万亩小麦即将迎来收获期。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之年，也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今年春季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面对风险挑
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和重要副
食品安全。

“小麦产量占河南粮食总产的一半以
上，小麦稳，全年粮食丰收就有了基础。”省
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申延平说，
我省是粮食生产大省，习近平总书记对河
南寄予厚望，我们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春季农业生产，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抢
抓农时，做到“两手抓、两不误”，坚决扛稳粮
食安全这个重任，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不负春光

疫情防控和春季生产“两手抓”

季节不等人，春日胜黄金。春季是小麦
生长的旺盛期、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产量形
成的关键期。受疫情影响，今年春季出现了
农资运输难、生产管理难、指导服务难、企业
复工难等一系列问题。

特别是疫情初期，正值我省春耕备耕

关键期，农资采购和运输成为农户关心的
问题。为此，我省各地第一时间将种子、
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纳入复工复产
重点企业名单，支持农资企业加快复产；
同时，开展“点对点”配送，并为农资运输
开辟“绿色通道”，把生产急需的农资及时
送达田间地头，送到农民群众手中。

“小麦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农资门店
受疫情影响尚未开业，弄不来农药、化肥，当
时我真是犯了愁，后来农业农村部门及时调
运了农资，解决了难题。”正阳县种粮大户黄
磊的 2800多亩优质强筋小麦即将收获，他
对今年丰收充满了信心。

为减少疫情防控期间人员接触，今年我
省创新春管指导方式，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
利用远程专家系统、12316等平台和微信、抖
音等新媒体手段，点对点、面对面为农民提供
麦田管理咨询服务，帮助农民开展春管。

此外，省农业农村厅还组织农业专家先
后与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河南农业大学等
合作制作《抗疫情保春耕》《小麦春季管理》
等 20多个系列专题视频课件，为广大农民

提供在线直播和点播课程，开展形式多样的
线上培训和跟踪服务，推进春季农田管理顺
利开展。

作为全国超级产粮大县，邓州市组织农
技专家探索“线上春耕”和“线上春管”新模
式，指导全市春耕生产不误农时、有序推进；
滑县将传统的农技服务与移动网络结合起
来，推出了“滑县农管家”现代农业信息服务
平台，主要为农民种地提供全程化“保姆式”
服务，让农民“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就可以
完成农事管理……

一场疫情，让这个春天非同一般：运送
农资的三轮车在乡间道路上穿梭，植保无
人机在天上飞行，农技人员在线上线下忙
碌……这些共同构成了今年春季农业生产
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不误农时

提高“两病”防治质量效率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今年小麦条锈
病发生早、范围大，赤霉病发病风险高。对

此，我省紧急启动重大病虫害周报制度，全
面开展田间普查，加强监测预警。省财政 2
月份就下拨 1.96 亿元防控资金，市县财政
投入资金 2.66亿元，支持开展条锈病、赤霉
病防治。

今年，我省把小麦条锈病、赤霉病防治
的重点落在南阳、信阳、驻马店、周口、漯河、
平顶山 6个市的 45个县，通过强化防控措
施，有效运用财政专项资金，加强技术指导
与宣传服务，坚持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相结
合，做到防控全覆盖。

为确保防治质量，省农业农村厅还下派
18个专家指导组继续分包17个省辖市和济
源示范区，会同当地技术人员，做好小麦条
锈病、赤霉病和“倒春寒”防控的技术指导和
服务工作。

4月下旬的一场春雨刚过，项城市范集
镇种植大户张为民就联系好合作社给他家
麦地第二次喷洒农药。过去，10亩地人工
喷药要忙活半天，现在使用无人机喷药，1
亩地用时不到2分钟。“有合作社帮忙，今年
病虫害防治一点也没耽误。”他说。

春节以来，全省近10万家农民合作社、
8.8万个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作用，开
展土地托管服务，帮助农户打药、除草等，提
高小麦病虫害防治效率和质量，夯实小麦丰
产基础。

（下转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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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龙湖，湖光摇曳、芳草萋萋。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5月16日，沿着新建设的黄河滩区公路向东前行，麦浪滚滚，麦香扑鼻。原阳县黄河滩区数百亩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在望。⑨6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屋从哪里来？’5月18日10:00，
抖音直播带你开启研学之旅，了解
5000年前的先进建房技术——木骨整
塑陶房，感受古代先民智慧。”5月17日
一大早，大河村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就在微信朋友圈“广而告之”他们即将
推出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记者通过梳理我省多家博物馆发
布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发现，多数以

“云端”为主战场，“线上线下”联动，为
市民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博物馆体
验。事实上，不仅是河南，全国各地博
物馆活动均以网络参与为主。这意味
着，疫情影响之下，博物馆正在加速与
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的联动发展，推
动博物馆游览方式进行革命性升级。

从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国家博物
馆、南京博物院等八家博物馆联合推出

“在家云游博物馆”直播活动到沿黄九省
区博物馆联合推出“云探国宝”活动，再
到全国以各种形式上线的数字展览超
2000个……在疫情防控这一特殊时期，
全国各地博物馆并没有停下为公众服务
的脚步，而是开始尝试利用抖音、微博、
淘宝等平台进行直播或推出线上展览，
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云”游中国。

3月2日下午，河南博物院在参与
“云探国宝”活动中率先开启直播，直
播前就有上万名网友翘首以待。整
场直播下来，总浏览量高达23万。“河
南真‘中’，随便哪一件都是国宝级文
物，这简直是央视《国家宝藏》的番外
篇啊！”网友们直呼看得过瘾。

疫情防控期间，我省许多博物馆
借助互联网技术从“线下”转战“线
上”，从展厅看展到 3D全景式展厅静
态观展、线上课堂，再到直播看展、社
交互动、直播带货等“云上博物馆”活
动，不仅弥补了网友无法到现场参观
的遗憾，更让人们看到了数字化、智
慧博物馆的发展趋势。

“现在解锁博物馆有了更多新方
式。我们在参与直播过程中，除了能
够听到专业、有趣的讲解，还可直接
跟讲解员互动交流，感觉博物馆更有

活力、更接地气了。”来自郑州的文博
爱好者刘先生说。

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博物馆逐
渐适应了以直播方式拉近与公众的
距离，并表示疫情防控结束以后将把
网络展览、直播活动常态化，为公众
打造高质量的线上公共文化服务。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此前也曾试水
直播且取得不错的效果。该馆馆长胡继
忠说，网络直播是无门槛、低成本、老百
姓喜闻乐见的平台，已然成为博物馆数
字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发
挥出自己的优势，仍然是每个博物馆都
必须研究的课题，“比如本来相对枯燥的
考古遗址现场展示，如何与当下人们喜
闻乐见的传播方式相结合？如何依托馆
藏特色文物资源打造出网红IP从而达
到聚拢粉丝、推广自己文创产品的目的
等，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表示，网
上展览、直播等方式可以让更多的观
众欣赏到高质量的展览，而且一上线
就有几十万上百万的点击量。

“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博物
馆的深入建设，VR、5G
等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有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
这一模式。”③6

在线看展、社交互动、直播带货，“云上博物馆”成趋势

解锁“新姿势”增长新知识

金融创新“贷”动精准扶贫
——产业扶贫系列观察②

国际博物馆日
.185

河南博物院“云探国宝”活动直播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抖音平台直播预告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
感受那山那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14亿中国人民作
出历史性抉择：以“生命至上”
凝聚万众一心，以举国之力对
决重大疫情，以“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克时艰 03│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