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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庆博物馆天庆博物馆
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

天庆博物馆是一家非营利性
民营博物馆。馆藏臻品分卷轴、器
物、名人书札、图书四大类共一万
余件。其中镇馆之宝为赵孟頫行

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 2017
年 12 月以 1.909 亿元的价格在北
京保利竞得的国宝级藏品。除此
之外，还藏有傅抱石《茅山雄姿》、
齐白石《双寿图》以及《明人金笺扇
集册》等珍贵文化藏品，让展馆熠
熠生辉。

黄河风情线黄河风情线
兰州重要的城市标志
黄 河 流 经 兰 州 152 公

里，黄河风情线大景区是兰
州市独有的城市文明与自
然风光完美交融的沿河景
观带，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开
放式市内滨河公园，被游客
誉为“ 兰州外滩 ”。如今的
兰州市区黄河两岸，山水相
映、绿树成阴、花团锦簇、游
人如织，自然风光和人文景
观相得益彰，业已成为兰州
最重要的城市标志。

《《四库全书四库全书》》
甘肃省的镇省之宝

兰州文溯阁《四库全
书》是我国现存的《四库全
书》三部半中的一部，这部
书原保存在沈阳，1966 年
10 月为了备战运到甘肃保
管。作为甘肃省图书馆专
库精心保藏的重点特藏文
献，具有极高的文献和文物
价值。200多年来，《四库全
书》历经战乱，文源阁本、文
宗阁本、文汇阁本全毁，文
澜阁本损毁不全，完整保留
下来的只有 3 套，即分藏于
台北的文渊阁本、北京的文
津阁本和兰州的文溯阁本。

佛慈制药佛慈制药
百年中华“ 老字号 ”

甘肃佛慈医药产业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
范围包括：中西药品、保健
品、药材种植、特色农业、饮
片加工等项目的投资、决策
及管理，药品、药材的科技
研究、服务，是一家具有近
百年制药历史的“ 中华老
字号 ”企业。通过设立制
药、科研、医疗、检测、商业
流通等业务板块，目前已初
步形成多元化、全产业链和
集团化经营发展的基础。

兰州大学兰州大学
西部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的高地
兰州大学肇始于 1909

年设立的甘肃法政学堂，
开西北高等教育之先河。
历经110载，数代兰大人始
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坚守奋斗，自强不息，以独
树一帜的人才培养和科学
研究成果引各方赞誉。110
年来，兰州大学培养了 37
万多名各类人才，仅恢复
高考以来本科毕业校友就
有 12 人当选“两院院士”，
位居全国高校第六，98 人
入选国家“杰青”，位居全
国高校第八，为促进国家
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支撑
西部经济社会跨越发展，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
定作出了特殊贡献。

城关新姿城关新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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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写发展新篇章

兰州，史称金城，甘肃省省会，位
于祖国大陆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黄
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是中国
西北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
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一
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之一，全市现
有常住人口400多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向纵深推
进，宝兰高铁、兰渝铁路

建成通车，兰州航空
口 岸 、铁 路 口

岸、兰州新区
综 合 保 税

区 、兰 州
国 际 港
务 区 对
外开放
功能不
断 完
善 ，兰
州 至 中

亚、欧洲、
南亚的“兰

州号”国际货
运班列常态化运行，承东

启西、南接北连的快速交通优
势、枢纽节点地位和全面开放格局

已经形成，为兰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加
强交流合作创造了条件，开辟了空间。

近年来，在中央和甘肃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兰州市紧紧围绕
建设“都会城市、精致兰州”这条主线，
抢抓“一带一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
开发、兰西城市群、兰白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等机遇，加快发展十大生
态产业、强化科技创新、提升城市品
质、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改革开放、保
障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努力开创新
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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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让
“精致”成为兰州城市竞争力的重要
标志。铮铮言语表达了新时代兰州
抢抓机遇，全面创建西部高质量发展
城市的初心、使命和担当。

今年 3 月，兰州市政府办公室印
发《“提升城市品质、打造精致兰州”
三年行动方案》。《方案》要求紧紧围
绕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新一轮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大局，依托兰州山
水之城地域优势，在主城四区全面开

展“提升城市品质、打造精致兰州”三
年行动，通过精致规划、精心建设、精
细管理、精准服务，彰显兰州山水之
美、风情之美、环境之美、人文之美的
精致品质，努力实现城市综合管理服
务“一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工作目
标，让“精致”成为兰州城市竞争力的
重要标志。

今年 4 月，兰州市出台《兰州市
2019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十大突
破”行动实施方案》，并着力通过实施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十大突破”行动，
提升城市品质，打造精致兰州，推进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入发展：基
层综合文化活动场所建设突破行动；
无障碍设施建设突破行动；全域无垃
圾整治突破行动；背街小巷、社区环
境整治突破行动；交通秩序整治突破
行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突破行动；
政务服务环境、窗口单位服务质量优
化突破行动；市场综合整治突破行动；
重点失信领域整治突破行动；线缆入
地整治突破行动，集全市之力营建高
质量发展的精致城市、都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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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长水阔别样美

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
会城市，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
黄金节点城市，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
上，中山桥、水车博览园、黄河母亲、
龙源等景点景观，星罗棋布，让人目
不暇接。每当夜幕降临，清秀俊朗的
南北两山华灯璀璨，宛若星河悬挂于
兰州天际；甘肃大剧院、兰州音乐厅、
马拉松公园等成了兰州人品读历史
文化，感受快乐生活的首选之地；风

情万种的百里黄河风情线成了兰
州的城市客厅，这里的黄河母亲、

水车博览园等已然成了外地人走进
兰州的第一旅游景点。

近年来，兰州市委、市政府着力
打造文化旅游产业，提出了“提升城
市品质、打造精致兰州”的工作目
标。紧紧围绕“交响丝路、如意甘肃，
都会城市、精致兰州”发展主题，坚持

“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的原则，充分挖掘兰州人文
和自然优势资源；以“黄河风情线”大
山大河大景为依托，以内河内院内景
为特质，高起点、高水准建设“读者印
象”精品文化街区；加快文旅融合发
展，不仅要让游客“观光在兰州”，更
要“体验在兰州”“休闲在兰州”“消费
在兰州”，呈现“精致兰州”的底色与
气质，努力把兰州打造成丝绸之路经
济带旅游名城、中国西北旅游集散地
和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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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营造“兰州蓝”

蓝天、白云，可以说是兰州人现
在享受的最大的生态红利。近些年，
伴随着强力治污，兰州已摘掉了大气
污染这个长期罩在城市头上的“黑帽
子”，退出了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城
市行列，空气质量得到了质的提升。
清新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使这座城
市变得愈发魅力十足。

今年，兰州市将着力强化工业污
染工程减排及管控，重点开展臭氧污
染防治，继续开展燃煤减量和煤质管
控，协同防治扬尘污染及面源污染，
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制度
体系。今年1至6月份，168个重点城
市中，南宁、宿州市等20个城市空气
质量改善幅度相对较好，其中，兰州
位列第十。

7月25日至26日，
由中国报业协会党报分
会、兰州市委宣传部等
主办，兰州大学等协办，
兰州日报社承办的“ 主
流媒体助力‘一带一路’
建设主旨演讲暨全国党
报党媒社长总编兰州行
大型采访活动 ”在兰州
举行。来自全国 53 家
城市党报党媒的媒体代
表，对兰州新区、中科院
兰州分院、天庆博物馆、
兰州新区大数据中心、
佛慈制药、《四库全书》
博物馆、金城关文化园
进行了实地采访，了解
兰州经济社会文化产业
发展建设情况。

兰州是一座秀美的
山水城市，两山对峙，大
河中流，山高水远，天长
云阔，雄奇中有着细腻，
粗犷中透着精致。兰州
的精致，是黄河母亲雕
像精细的雕刻，是都市
橱窗里《读者》杂志的雅
致，是兰州牛肉面拉出
的千条线，它们总是不
露声色，自然地散发着
像马家窑陶器上蛙
纹般诱人的
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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