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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传播量破2亿，10万人次进现场

运博会创新，科技赋能“永不落幕”
9月6日下午，第二届大运河文化

旅游博览会(以下简称“运博会”)成果发
布会在无锡召开。运博会于9月3日至
7日举办，主会场设在无锡市，分会场
设在淮安市，创新性开启两个“双展”，
即主分会场“双展”和线下线上“双展”，
探索后疫情时代文旅展会的全新模
式。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累计超
过10万人次走进运博会现场，线上受
众已经突破2亿人次。更将通过“运博
会官方云平台”的常态化更新运营，打
造“永不落幕”的运博会。

全域覆盖
推动文旅市场强信心

本届运博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跨省团队游重启后，江苏举办的文旅行
业最大规模专业展会，共吸引了国内
10个省(区、市)37个城市、境外28个国
家(地区)的 4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近
3000名人员参展参会，并首次引入线
上直播带览带货，积极探索将交流活动
从线下转移到线上。

在运博会主会场无锡，运河城市文
旅精品展，创新推出江苏序馆，除省内
13个设区市精彩亮相外，北京、天津、
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等运河沿
线省(市)的30多个城市积极推介展示
文旅资源，现场销售线路产品。

以“创意赋能文旅·文旅激发创意”
为主题的运河文化创意展，囊括了近
200家参展企业带来的3000余件大运
河沿线城市旅游文创产品、非遗文创产
品、文博文创产品。截止到9月6日上
午11时，文创商品销售额突破170万
元。运河美食文化展以“寻味运河·共
享美好”为主题，吸引了来自7个运河
沿线省(市)和江苏13个设区市的173
家企业参展，让观众大饱眼福和口福，
展会期间，实现销售200余万元。

在淮安分会场，以“守多彩非遗·创

时尚生活”为主题的运河非遗展，来自
运河沿线8省(市)110余项非遗项目荟
萃一堂，在为期三天的展会期间为广大
游客带来了不同寻常的视觉、听觉、味
觉体验。截至9月6日12时，分会场各
展位接待游客近7万人次，全场销售初
步统计超147万元。

文旅融合
加速产业发展“双循环”

本届运博会以挖掘展示文化和旅游
资源为重点，打出了艺术创作、文旅精
品、非遗文创、舞台演艺、美食文化、夜游
经济的“组合拳”。

从资源挖掘来看，运博会形成了极
具地方特色的文创IP，具有可持续开
发、应用的长效价值;夜游古运河、音舞
诗画《运河四季》主题演出、交响合唱
《大运河》、舞剧《千年运河》等演艺项目
扮靓了运河夜色，展示了大运河历史文
化底蕴和时代风采,其中,开幕式演出
《运河四季》形象展示运河四季的景色
之美、人文之美、风物之美,当晚逾1700
万人次在线观看开幕演出直播，成为本
届运博会最大亮点之一。

为描绘大运河“前世今生”，绘制当
代“清明上河图”，组织运河沿线艺术家
创作的大运河百米长卷美术作品终稿，
于运博会开幕前夕在南京博物院展出，
近4万观众前来体会审美的感动和旅
游的冲动。融合发展的项目业态，释放
了文旅产业效能，成为畅通产业“双循
环”的强劲引擎。

从学术研讨来看，本届运博会举办
了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合作、大运河城
市文旅消费两场主题论坛，发布了
《2020年度大运河文化和旅游发展榜》
《2019大运河文旅消费白皮书及2020
趋势报告》，为推动文化和旅游高水平
融合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文旅高质量
发展探索路径。

线下线上
助力科技赋能运博会

本届运博会主动适应“云经济”发
展趋势和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全面升
级为线下控制人流、线上全程直播的

“线下+线上”双展模式。线下通过5G、
AR、VR等科技手段创新形象展示和
互动体验方式，线上注重传播推广和消
费交易，同时依托江苏智慧文旅平台，
通过现场取景、云端展示、全程直播、网
红带货等多种方式，打造永不落幕的运
河文化旅游专业展会。

展会现场开设了抖音专区和直播
间，前期线上组织“抖说运河家乡美”视

频大赛，线下通过打卡造势，吸引公众
参与。运博会期间，抖音专区现场发放
抖音打卡地图300份，468位观众参与
现场抽奖互动。直播带货专场中，南京
博物院大雅斋系列准备的10组现货一
上架就被抢光;苏州博物馆苏绣系列首
饰，每款限量30组，5分钟售空;西藏拉
萨市文创专场15分钟售出 120组产
品，“一元秒杀”活动上架五秒抢光。

运博会期间还吸引到众多网红达
人前来打卡，其中@Yuki微博直播探
秘运河精品展，吸引15.2万网友在线观
看，累计播放量超千万;@非遗抖起来，
与无锡非遗传承人深度互动，探秘展馆
特色内容，累计观看超500万人次。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新华社电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
将于9月8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

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大会还将对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进行表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
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
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我国可重复使用
试验航天器成功着陆

新华社电 我国成功发射的可
重复使用航天器，在轨飞行2天后，
于9月 6日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
这次试验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
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
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
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

南京的凌先生向省12345反映：该
市鼓楼区省体育宾馆对面，路边有十几
棵松树有倾倒危险。省12345第一时间
发起督办，南京市12345随即交办。属
地华侨路街道组织人员及时消险……

有困难，找12345，这正成为我省
8000万群众和1000多万市场主体的
首选方式。据统计，今年1-7月，全省
12345在线平台共办理了企业和群众
诉求1321万件，同比增长了30.5%，满
意率达94.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3
个百分点。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
主任张旻介绍，群众诉求对接的是老百
姓的日常，全心全意办好群众的诉求，
不仅帮助群众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
题，让群众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还

会传递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温暖。
省市12345平台还开设了企业服

务专席，全省联动，统一接收企业政策
询问、办事咨询和营商环境投诉等，提
供全天候、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涉企
服务。

江苏12345开展全省群众诉求大
数据分析，及时发现解决群众企业的难
点、痛点和堵点，形成专报，供党委政府
决策参考。以疫情期间为例，全省热线
平台围绕预付消费退款、防疫物资保
障、交通出行管控、企业复工复产和“健
康码”使用等60多个主题，共形成1007
期疫情专报，其中省级91期、各市916
期，获省主要领导多次密集批示，市主
要领导批示141次。

12345政府热线作为政府服务的
一个“综合窗口”，让群众从找多个部门
到找一个窗口，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

“专业分工”与“一口对外”的现实矛盾，
给群众和企业带来了便利，塑造出“整
体政府”的现实模样。省政务服务管理
办公室主任陆留生说，全省12345办理
的满意率已达94.8%，看起来是比较高
的，但是由于诉求的基数很大，不满意
的诉求量仍然不少。因此，省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进一步瞄准提高满意率，将
在工作中引入“问题实际解决率”指标，
通过回访监测和群众监督等手段，督促
政府部门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建国 曹卢杰

1321万件诉求牵系“家门口的幸福”
瞄准群众满意，我省12345更加关注“问题实际解决率”

北威县土布纺织技艺、浙江东阳竹编、河南浚县泥咕咕、天津泥人
张……5日-7日，第二届大运河文旅博览会暨第三届中国（淮安）大运河
文化带城市非遗联展在淮安里运河文化长廊景区举办，吸引了京、津、
冀、鲁、豫、苏、皖、浙8省（直辖市）30个设区市110余项非遗项目齐聚里
运河畔，为观众献上饕餮文化盛宴。图为非遗项目吸引参观市民驻足

通讯员 袁坤 赵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朱鼎兆 文/摄

“挑战杯”江苏大学生
创业竞赛落幕

扬子晚报讯 9月 5日，第十一
届“挑战杯”江苏省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在淮阴工学院落幕，最终来自
55所高校的80项作品获得金奖，确
定入围国赛作品77件，入围国赛作
品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杨频萍）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明天举行
习近平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