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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花满蹊，绿成荫。金秋十月，尧山脚
下，一场盛大的“花事”来临。

这是广西花卉苗木产业浓墨重彩的一
笔： 10 月 16 日— 18 日，第一届广西花卉
苗木交易会将在叠彩区“缤纷叠彩”田园综
合体举行。 1000 余个品种、 30 余万盆花
卉苗木齐亮相， 14 个地市展馆、 270 个标
准展位、 4 个专题展个个精彩， 6000 余平
方米的展厅如同一个“花花世界”，奇葩嘉
木让人应接不暇。

以花会友、以花兴业、以花惠民。在首
届花卉苗木交易会开幕前，记者特地探访了
各展馆，将本届交易会中可赏可玩的地方一
一道来，以飨读者。

看与赏——

主展馆： 14 地市精品花卉

“一网打尽”

本次交易展主要分为三个展区，主展馆
设在“缤纷叠彩”田园综合体核心区大型展
馆内。 14 个地市将在这 5000 余平方米的
展厅内，以花卉、苗木造型，呈现出各自的
城市特点。

记者了解到，在 14 个地市展馆中，桂
林馆尤其值得一看。市林业和园林局负责人
介绍说， 400 余平方米的桂林馆从门头到
绿雕设计，都以山水为灵感和造型，用上千
盆花和绿植来体现山水“流变”之美。有别
于其他展馆，桂林馆是四通八达的开放式布
局，市民可以沿花蹊、小径踏入馆内，在花
丛和绿植中来一次“有氧深呼吸”。在造型
花材的选用上，桂林馆选用了凤仙花、粉色
三角梅、矮牵牛等 50 个品种，整个馆的花
色隽秀、和谐。同时，精选了桂林地区 36
家代表性花卉苗木企业参展。每个展位都拿
出了“压箱底”的精品花卉和盆景设计。其
中不乏目前市面上少见的花卉苗木品种，如
近年来才引种的墨紫含笑、红花深山含笑
等。

在展厅外的丹桂路上，桂林市各县
（市）区也拿出各自精选出来的花卉和苗
木夹道参展。届时展厅内外将变成一片万
紫千红的海洋。

分展馆：近百盆盆景、千

余盆兰花精彩“连连看”

分展馆的展品毫不逊色。交易会期
间，位于核心区展馆附近的广西花卉苗木
交易会博览园，将作为分展馆承办兰花、
盆景、插花花艺和奇石根雕 4 个专题
展。

在分展馆，记者看到，布展方用
帘、屏风隔断，营造出了漏、透、疏的
园林小品景观，漫步其中，移步换景。
其中，盆景展将展出近百盆精致的盆
景。兰花展将展出各地兰友栽种的兰花
1000 盆。插花花艺和奇石根雕展则将以
“花之韵味 大美广西”为主题，展出
花艺作品 52 个。

记者了解到，插花花艺展中最值得一
看的是“传统插花”区。 2008 年，传统

插花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
本次花艺展中，花艺师们将采用 6 大容
器，即瓶、盘、碗、缸、筒、篮，利用梅
兰竹菊等传统花材，展示传统插花的魅
力。

玩与购——

花友福利：免费发放

1600 盆花 名师手把手教学

满庭花似锦，俱是看花人。本次交易
会不仅能让人大饱眼福，更设置了不少互
动环节，让市民朋友们全方位参与其中，
感受花朵带来的幸福感。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 10 月 16 日
15:00 — 17:00 在主场馆，将举行树桩
盆景现场制作活动，市民可以观摩金牌
盆景造型师展示榆树岭南派修剪技艺、
山松盘扎技艺，并有机会上台体验盆景
制作。同时将在活动开始前，现场发放
100 张奖票，在盆景制作表演后抽奖，
现场赠送表演老师制作的价值 280 元的
盆景 10 盆。未中奖的市民朋友也可凭票

领取植物。
10 月 17 日上午 10 ： 00 — 11 ：

30 ，在主场馆将上演人体花艺表演及旗袍
花艺秀。同时举办的还有名师插花讲座、
插花 DIY 活动。 11 ： 30 — 12 ： 30 、
16 ： 20 — 16 ： 30 两个时段将举办园艺
科普大讲堂，有资深园艺师讲解三角梅怎
么养护花开不断。现场聆听的市民朋友还
可以排队免费领取三角梅等花卉，两场活
动预计免费发放 1600 盆花卉。

同样在 17 日， 15 ： 00 — 16 ： 30
在主展厅将上演微型景观花园现场制作
秀。园艺师将现场用花卉苗木制作“锦绣
山河”景观花园。同时，还将进行多肉植
物组合盆栽现场互动教学，市民朋友们有
机会上台与园艺师互动，现场手把手教
学，所参与制作的作品可直接带走。现场
还将抽取幸运观众，赠送 50 盆组合盆
栽。

此外，在 3 天的展会期间， 1000 多个
品种的花卉苗木除了展示外，也对外销
售，价格公道合理。遇到喜欢的花草，花
友们可以现场尽情地购买，将一瓣馨香带
回家。

6000 平方米展厅成“花花世界”，14 地市馆各有看点

今日，来赴一场人与花的盛事

广西花卉苗木交易会期间

公交 207 路增加运力投入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为切实做好第一届广西花卉苗木交易会
（主会场）的公交运力保障， 10 月 15
日— 18 日，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将
增加 207 路运力投入，增加 5 辆 10 米
新能源大巴，发车间隔由原 40 分钟加
密至 10 — 20 分钟，确保前往花卉基

地参观的市民安全出行、高
效换乘。

207 路途经站点：花
卉基地（世外陶园）—花

卉大道路口—尧山路口—莫家村—大
村村委—建干北路北—建干北路中—
建干北路（兴进御园）—建干北路
南—建干路—建干路口—七星公园—
解放桥—十字街（解放东路）。服务
时间： 7:00-19:00 。

此外，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提
醒，受道路条件因素制约，新增的 5
台 10 米新能源大巴不进建干北路
（兴进御园）站点，其余沿途站点不
变。

▲交易会主会场展馆宽敞明亮。 记者唐侃 摄
▲桂林市花卉馆布置得十分漂亮。 记者唐侃 摄

▲苍劲古朴的盆栽吸引了工作人员的目光。

记者唐侃 摄

▲分展馆中将展出来自全区各地的特色花卉苗木。

记者唐侃 摄展区一角被布置得犹如花园。 记者唐侃 摄

赋能高质量发展 桂林商贸经济复苏按下“快进键”

（上接第一版）活动当晚，腾讯直播平台
共计 61 . 92 万人次观看，其他媒体平台
共计阅读量超 10 万，活动现场人流量
超 8 万。通过微信、饿了么、美团等平台
统计，靖江王府片区历史文化旅游休闲
街区商户营业额比平时增长 2 倍。此次
活动也有力促进桂林夜经济的复苏。

受疫情影响，我市商贸流通业面临
着实体门店客流量减少、销售锐减的困
境。帮助传统商贸流通业尽快走出困境，

成为我市推动经济复苏的重中之重。对
此，市商务局和各县（市、区）积极推动电
商经济发展，重点帮助传统商贸企业拓
展电商业务，转“战”线上。该局组织我
市主要商场超市推出线上商城，提供
“无接触配送服务”；同时，在广西率
先联合美团点评集团倡议全市餐饮经营
单位、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快速转
型线上经营，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更
好地满足市民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需要。

该局还积极推动农村电商发展，1 至 9
月，全市实现农村网络零售额 15 . 21 亿
元，在全市整体网络零售额占比为
29 . 1%；直播成为农产品线上销售的重
要途径，1 至 9 月，全市参与直播的农产
品实现网络零售额 7405 .40 万元，实现
网络零售量 375 .7 万件。

该负责人表示，第四季度，商务部
门将继续主动作为，加快推动商贸服务
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桂林经济增长。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刘赵城）
10 月 15 日，记者在“舞甲天下·逍遥秀
峰”秀峰区第十一届国际街舞大赛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国际街舞大赛将于 10
月 17 — 18 日在桂林东西巷历史文化
街区举办。届时，将邀请全国顶级街舞大
咖作为助阵嘉宾，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街
舞选手齐聚秀峰，共享街舞盛事。

本次活动由秀峰区人民政府主办，
秀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承办，秀峰区
舞甲天下街舞协会执行，桂林东西巷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支持。

据了解，今年由于疫情原因，本赛

事将把重心放在国内低风险地区，召集
来自全国的 11 个省 20 多个市 500 名
街舞高手前来 PK ，并进行线上直播。
通过这一文化品牌，助力“冬游广
西”、“冬游桂林”活动，为推介该区
文体旅融合和发展、打造文化休闲游注
入新活力，助推秀峰乃至桂林文旅复兴
起到积极作用。据悉，今年设置有 7
个比赛项目，满足了各个年龄段街舞爱
好者参赛交流的愿望。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比赛将有热播综艺“这就是街舞”
全国街舞明星大咖：小宝、林梦、龙
仔、安仔、大饼到场助阵。他们将为该

区发展街舞文化，打造街舞文化品牌，
助推文体旅融合发展提供“金点子”。

作为广西目前行内排名第一的街舞
大赛，桂林秀峰国际街舞大赛已成功举
办 10 届，有超过 20 个省、上百个地
市、超过 5000 名选手来到桂林秀峰
“以舞会友”。同时作为增进世界各国
友谊的国际赛事文化品牌，迄今为止有
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
大、澳大利亚、非洲、俄罗斯等诸多国
际顶级街舞高手自主参赛。去年比赛开
启的线上直播模式，通过线上线下关注
该赛事的有百万人次之多。

“舞甲天下·逍遥秀峰”

秀峰区第十一届国际街舞大赛
将于 10 月 17 — 18 日举办

中央第二巡视组巡视广西工作动员会召开
（上接第一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要
提高政治站位，从“两个大局”高度，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巡
视工作的重要意义，自觉接受监督，积
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工作，坚决完成
好党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

薛利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
职责，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
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中央巡
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
针，落实政治巡视要求，把督促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作为根本任务，紧盯自治区党委职能
责任、紧盯全面从严治党阶段性主要矛
盾、紧盯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紧盯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了解落
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情况，特别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党中
央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等决策部署情况，以及制度执
行、深化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情
况；了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情
况，突出政治生态建设这个基础性、经
常性工作，加强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落实、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情况的监

督；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情
况，加强对领导班子建设、选人用人、
抓党建工作和干部担当作为情况的监
督；了解落实中央巡视、审计等监督发
现问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检视问题整改情况，发挥监督保
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鹿心社表示，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果，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冲刺收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
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
署对广西开展巡视，充分体现了对广
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广西
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主
动接受和支持巡视监督，以实际行动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党委
将认真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督促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巡视
监督、积极协调配合、严守纪律红

线，为中央巡视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
障。自治区将以接受中央巡视为契
机，奋力实现“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科学谋划好“十四五”发展，加
快建设壮美广西。

中央巡视组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作 2 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
值班电话：0771-5551300；专门邮政
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037
号邮政信箱。巡视组每天受理电话的
时间为：8∶00-18∶00。巡视组受理
信访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15
日。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中央巡视
组主要受理反映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
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
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
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
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
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10 月 17 日（星期六）20:00，桂林市将在市中心广场举行“决胜全面小
康 决战脱贫攻坚”广场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单位为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
府，演出节目有器乐、四重唱、舞蹈等，欢迎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前往观看。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桂林市“周末大家乐”广场文艺演出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