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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新

年贺词中指出，历史长河波澜
壮阔，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创造了今天的中国。

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三
门峡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攻坚克难，顶压前
行，各项工作扎实开展。广大
干部群众信心满满、干劲十足，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汇聚起精
彩纷呈的时代记忆。

在兔年春节到来之际，本
报记者兵分五路，深入基层，
感受我市干部群众在 2023 年
的期许与展望。让我们带着
新年的憧憬，踏上新征程，向
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图片说明：
①1 月 18日，在市商务中

心区，沐浴着冬日的暖阳，市
民在户外高兴地跳起舞蹈，庆
祝新春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② 1 月 17 日 ，市 民 在 湖

滨区宏远市场选购年货。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③ 1 月 17 日 ，湖 滨 区 崖
底佳苑小区居民收到了书法
家 书 写 的 春 联 和 福 字 。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④1 月 19日，在市区一住

户家里，亲朋好友、左邻右舍
前 来 看 望 这 家 新 添 的 小 成
员。 本报记者 孙猛 摄

⑤ 1 月 19 日，在卢氏县
卢园广场非遗展示点，小朋
友感受非遗文化和传统年俗
文化的魅力。 聂金锋 摄

虎年正月初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开幕，来自三门峡经济开发区的
智能制造机器人——布科思机器人，因参与冬奥场馆消杀工作，受到了
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时隔一年，2023 年 1 月 18 日，兔年春节前，记者再

次来到河南布科思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布科思”）实地走
访。

“冬奥之旅对于企业来讲，在知名度和品牌效益方面是一次
‘出圈’之旅。”河南布科思总经理党重生介绍，“此前，企业的知

名度往往是在机器人产业的圈子内，去年以来，在医院、企业、
车站、场馆等消费市场甚至是 C 端市场（个人消费者市场），
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美誉度。”

创新是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品质。随着个人消费市场
对企业品牌的认可，以及当时防疫工作的需求，2022 年，
积累了室内自动化空气管理经验的布科思，开始了新
的产品研发。

经过 20 天的集中攻关，2022 年 7 月，一款名为

“海豚”的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问世。
“这是河南布科思落地三门峡以来，推出的第 3 款产品。作为整个

布科思企业的‘研发中心’和‘生产中心’，三门峡创造的优良营商环境，
给予了我们发展的信心。目前，新品研发、生产的周期已经缩短到了业
内领先的 6个月，此前，这一周期往往要经历 15 个月。”党重生说。

从公共场所消杀到室内空气管理，从冬奥场馆到群众家庭，河南布
科思的发展是三门峡加快向创新型城市蝶变的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
过去一年，河南布科思在开发区科技创新产业园成立了“机器人研究
院”，并新攻克了机器人制造的一项业内重点技术，向着核心配件全面自
主化生产又迈进了一步。

展望 2023 年，河南布科思向记者展示了新的发展计划：一座位于三
门峡经济开发区东区的崭新“绿色智能工厂”，电池与激光雷达部件的技
术攻关，服务于三门峡机器人产业链的远景规划……

创新发展的脚步永远不停。在三门峡经济开发区，一家家企业、一
个个项目正胸怀新年的目标，摩拳擦掌奔向崭新征程。

霓虹闪烁、灯光旖旎，国道 209 迎宾桥的立柱栏
杆上，“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的祝福语缓缓“飘”
过。1 月 18 日，夜幕降临，散步在涧河北岸的木栈道
上，看着浪漫梦幻的灯光，伴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呼
吸着涧河边的清新空气，倾听着白天鹅的婉转吟唱，
感受着步步有诗意的城市“慢”生活。

“要把青龙涧河特色文化商业街区打造成最能
凸显黄河支流生态修复的安全廊道，最能体验天鹅
城内山水诗意生活的人文水岸，最能集聚黄河金三
角地区消费新业态的文化街区。”三门峡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对青龙涧河特色文化商业街区的建设
定位清晰、准确。为加快推进该工程，我市专门把其
纳入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个重大的民心工
程精心推进。

该项目自 2022 年 3 月 3 日正式开工以来，全市各
责任单位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对沿街实体围墙围栏、
违章搭建、临时建筑物及构筑物进行拆除，着力实施增

绿、补绿、添绿工作，对河堤北路街道两侧建筑立面实施改造提升，
着力解决建筑立面陈旧、设施简陋、门店牌匾风格不统一、观瞻效
果不理想等问题，目前，已呈现出步道贯通、绿意浓厚、风格和谐的
初步效果。

在项目二期中，我市主要采取以点带面的模式，着力实施“拆
墙透绿”和路口精细化改造。截至目前，六峰路、上阳路、栖岸酒
店、盐业局和金玫瑰酒店 5 个示范点已全部建设完成，沿线人行道
和外立面改造已拆除部分改造完成 90%，其余部分根据拆迁进度正
在持续推进。迎宾桥、甘棠桥、彩虹桥、六峰桥和上阳桥的亮化提
升工程也已全部完工。为了践行双碳理念，此次选用的所有灯具
均为 LED 灯，所有施工工艺均考虑了实用和安全原则，部分特殊位
置的灯具还被加装了防盗罩，使用的所有管线均通过金属桥架进
行隐蔽安装，更加方便了后期检修。

“青龙涧河两岸的灯光亮起来后，展现出了三门峡的另一面
美！”“涧河北路临街小区的空调外挂机箱罩上都是天鹅的图案，真
是太漂亮了，住在这个城市就是诗意栖居！”市民对青龙涧河特色
文化商业街区的建设纷纷点赞。

“春晚舞台上有咱三门峡元素！”“庙底沟彩陶花瓣纹
为春晚舞台锦上添花！”“花开中国，象征美满幸福祥和！”1

月 21 日（农历除夕），三门峡文物元素亮相春晚，花瓣纹添彩
“满庭芳”，在我市考古界引起广泛讨论。

解锁文明密码，绽放满庭芳华。据了解，今年春晚舞美设计体
现“满庭芳”理念。其中，由四瓣花结构演化重构而成的演播厅顶部艺

术装置，创意取材自距今 6000年至 4800年前的庙底沟彩陶标志性的“花
瓣纹”。
“能在央视舞台上看到庙底沟花瓣纹元素，心里真的特别激动！”庙

底沟博物馆馆长王宏民说。
2022 年，我市大力推动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推进文化创意与科技深度

融合，培育壮大文化产业新业态，推出的“战无不胜”文物考古盲盒、馆藏
精品文物明信片、月牙纹彩陶罐邮票等文创产品，广受市场青睐。

黄河文脉，根在仰韶。2022 年，庙底沟博物馆成绩斐然：基本陈列“花

开中国——庙底沟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历程”，荣获“第十九届（2021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这是 2022 年河南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陈列展览项目；《花开中国 圣地仰韶——庙底沟文化自信教育发展培
训中心智慧展示项目》入选河南省“行走河南·读懂中国”2022 年重点展示
项目；以“邂逅庙底沟人”为主题的数字馆入选“河南省数字化转型典型应
用示范场景”推广类场景；推出的“云听仰韶”系列文物知识科普活动、“文
物会说话”系列节目，开展的“庙底沟奇妙夜”“陶器 DIY”手工制作、线上
历史小课堂等活动，拉近了文物与群众的距离。

“强文化之根，赋发展之能。2023 年，是庙底沟遗址发现 70 周年，庙
底沟博物馆是我市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紧跟新时代博
物馆工作的发展趋势，深挖馆藏资源、创新活动形式，系统规划‘一套课
程、双向交流、多条线路’，积极推进‘文化自信教育发展培训中心’‘彩陶
文化研究中心’等重大项目落地，不断增强建设现代化三门峡的强大精神
动力。”谈及新一年的工作，王宏民信心满怀。

1 月 18日，记者走进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
区）大王镇后地村，干净整洁的道路，村子各个巷道
墙上一幅幅摄影图片映入眼帘，农家小院里欢声笑
语，村民们忙着做美食、蒸年糕、挂灯笼……

“我们后地村东、西、北三面被黄河环抱，地理位
置优越，属于黄河岸边沙壤土质，特别适合大枣种植，
种枣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最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古枣
林。枣树耐旱涝，生命力极强，效益比种庄稼好得多。”
在该村文化大院，村党支部书记谢山山说起后地村的

发展之路如数家珍。“目前，我们村主要以发展大枣加
工、农家餐饮、乡村旅游特色产业为主。”谢山山说。

记者来到该村村民邓晓姗家中，她正和几名村
民在整理包装红枣茶礼品盒。今年 50岁的邓晓姗是
制作红枣茶的创始人，10年前，她成立普健果蔬合作
社，注册“灵枣缘”商标，现在年销售额 50余万元，同
时带动周边 4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说起新的一年的
打算，邓晓姗说：“做了这么多年了，产品也要更新和
突破。春节过完，我就到陕西榆林学习那边的枣茶研

发技能，努力提升产品技术，扩大发展规模。”
在该村枣香居农家乐，两名工作人员在对刚

刚做好的小酥肉扣碗进行保鲜覆膜，老板杨占国
告诉记者，他利用自己的小院发展农家乐，已经有
五六年了，主要以做当地美食“猪头宴”卤肉为主，
来吃饭的都是周边来枣林游玩的客人，周末和节
假日经常爆满，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具有地方特色
的饮食产业。“随着疫情形势好转，来明清古枣林
和黄河岸边观赏天鹅的游客不断增多，今年我们

准备了二十多种地方特色美食，确保干净卫生，还
有浓浓的家乡味儿。”杨占国说。

下一步，该村将按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以打造省级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为目标，进一步抓好文旅融合，挖掘文化底蕴，在
做好大枣产业的同时，延伸产业链条，培植大枣深
加工企业。春来踏青，夏赏荷花，秋品红枣，冬观
白天鹅，一个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文
和谐的美丽后地村新画卷正绘就而出。

1 月 19 日，冬日暖阳下，在陕州区原店镇西
区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院子里，老人们有的在
悠闲地晒太阳，有的在缓慢散步，有的在门球场专心
致志地玩球……“好球！”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响
起，伴随着老人们此起彼伏的笑声，一幅暖意融融的
画面跃然而出。

“我在这里生活，可以享受康复区、理疗区、保
健区、活动区、就餐区等多个功能区的便利，离家
还近，真是太方便了！”在该中心生活的 78 岁老人

杨锁成高兴地对记者说。
近年，我市积极探索“以大带小”模式，将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大中心）和若干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小中心）打捆交给同一机构运营，让小中心
成为大中心的“前哨”，并依托大中心带动小中心，
实现互联互通，打造了“15 分钟养老服务圈”。

让“养老”变“享老”，收获更多老年人的笑容，
是我市不懈追求的目标。刚刚过去的一年，市委、
市政府先后召开了全市加快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会、全市养老服务设施“五个一”建设
推进会等一系列会议，对养老工作进行全面安排
部署，并把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市
重要督查内容、重点民生实事、市政府工作目标、
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出台《中共三门峡市委 三门
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
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个清单”》《加快推
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3
年）》等规范性文件，联合编制了《三门峡市“十四

五”养老服务体系和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全力做
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推进。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乡镇敬老院69所，社会办养
老机构81家，拥有机构养老床位13934张，远高于省定
目标。”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 167个城市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市级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已顺利建好，老年人入网人数达 29
万人。此外，我市还完成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
化改造200户，真正实现了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

时光在走时光在走时光在走 我们步履铿锵我们步履铿锵我们步履铿锵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创新型企业助力创新型城市加速蝶变
本报记者 徐小龙

步步有诗意 勾绘“慢”生活
本报记者 侯鹏云

强文化之根 赋发展之能
本报记者 王婉媚

“养老”变“享老”守护最美“夕阳红”
本报记者 侯鹏云

产业发展成为群众致富的“翅膀”
本报记者 徐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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