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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博
物馆举办展览约2 . 6万个，教育活动近26万
次，参观人数达11 . 26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亿多人次。

18日，2019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中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南省博物馆举行，国家
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我国博
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
底，我国登记备案的博物馆达5354家，比
上年增加218家，免费开放博物馆数量为
4743家，占博物馆总数的88 .6%。

“我国博物馆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服务能力与社会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刘玉
珠评价说，博物馆日益成为公众欢度传统节
日的新选择，成为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关于博物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刘玉珠在

18日下午举行的“博物馆·文化中枢”论坛上
表示，我国博物馆应探索搭建“博物馆社交
圈”，尝试将博物馆服务对象从个体扩展到
社会群体，使“去博物馆”成为一种时尚的
生活方式。同时，要探索实现博物馆服务从
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的延伸。

依据“作为文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的
未来”这一主题，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全国22
家文博单位举办“根·魂——— 中华文明物语”
特别展览。2018年度“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
馆”、第十六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项目评选活动获奖名单也于
当天揭晓。 据新华社

今年一季度，全国水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但一些地方出
现水质恶化反弹的势头，部分
重点湖库水质下降。

这是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日
前召开的2019年第一季度水
环境达标滞后地区工作调度视
频会上获悉的。生态环境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全国水
质改善不平衡，一些地方出现
水质恶化反弹的势头。山西长
治绛河司徒桥、辽宁辽阳汤河
桥、湖北宜昌沮河铁路大桥
（小桂林）、黑龙江哈尔滨倭
肯河口内等4个断面，水质
“断崖式”下降，从去年同期
Ⅱ类降到劣Ⅴ类。

根据相关要求，2020年
年底长江流域及渤海入海河流
国控断面要基本消除劣Ⅴ类。
一季度，长江流域6个国控断
面退出劣Ⅴ类行列，但湖北荆
门的拖市等6个断面水质仍为
劣Ⅴ类，并新增了湖北宜昌1
个劣Ⅴ类断面。

渤海入海河流中，2断面
一季度断流未监测，天津马棚
口防潮闸等4个国控断面仍为
劣Ⅴ类。同时新增了天津滨海
新区沧浪渠出境，辽宁营口沙
河入海口、锦州西树林，河北
秦皇岛饮马河口、沧州李家堡

一，山东潍坊柳疃桥等6个劣V
类国控断面。

这位负责人指出，长江流
域总磷污染问题突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城镇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及配套管网不
完善，部分污水直排。农业面
源污染严重。

渤海入海河流生态流量不
足，缺乏天然来水，有些河流
就是城市的排水渠道。断面水
质受上游来水影响较大，需要
协同治污。

同时，一些重点湖库保护
形势依然严峻。云南抚仙湖作
为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
泊，占全国淡水湖泊蓄水量的
9 . 16%，多年以来水质保持Ⅰ
类，但近年来总磷、总氮、营
养状态指数等呈上升趋势，
2018年湖心点位水质降为Ⅱ
类，今年1月至3月总磷持续超
标。

针对今年太湖、巢湖、滇池、
洱海等重点湖库暴发蓝藻水华
风险较大的情况，生态环境部要
求相关地方加强形势分析和预
测预警，加强饮用水水源水质监
控，及时开展取水口等重点水域
的蓝藻围挡和打捞处置，保障水
质安全。

据新华社

去年我国新增1亿多人次“打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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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南路104号3600m2酒店招租另
尧山农家乐45亩招租

酒店招租13517838222彭

市场好摊位、门面招租
桂林市中山北路112号群众市场，
现有少量猪肉、牛肉、水果、蔬
菜、日用百货等好摊位招租；另
二楼一千多平米门面招商招租联

系电话：13978362999

房 产 信 息 殡葬服务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15807733846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3966588老兵空调

翻新、维修
做海绵垫沙发定制13635195778

桂林雅鸿家具有限公司为你服务

安新江边别墅出售
憎13707730731

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招聘启事
因审判工作需要，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决定向社会公开招

聘合同制书记员、法官助理岗位工作人员3名，招聘详情请登录桂
林人才网(http：//gl.gxrc.com/)公告栏查阅。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
起至2019年5月28日止。报名方式：如实填写个人简历表发送到电
子邮箱1783451225@qq.com。咨询电话：0773-5800512

函授大专/本科 在职学历提升
文凭国家承认 [你放心] 学信网可查 教育部电子注册
学习时间地点 [你决定] 快乐学习 工作学习两不误
紧缺热门专业 [你任选] 名师汇集 获得证书有保障

地址：市叠彩路6号机关大院桂林生活网憎18378328563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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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全厂长13077601275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家政·清洁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维修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15994683893

家电·家具维修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抽粪改道瓦窑3611670七星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3898628象山3812798疏通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铁西3811716北门2611991
七星5818352秀峰临桂2832551低价疏通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5861219象山3817569
秀峰3639223北门8994622

象山3882519瓦窑3613296
秀峰2827118七星5811768疏通抽粪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15295882537
市区15295876497

疏通改道水电 市区18877313155
市内18877312837

开
票

厨厕马桶管道改道
补漏水电打孔抽粪疏通 2883818

维修清洗
加氟回收空调移机13152599266

康美大厦一楼门面出
售，出租。面积137m2电

话：13707730731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15977338056

卷闸门·电动门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工商注册退伍军人水电
腻子泥工不漏水再付款补漏 2868837

招 聘 广 场

租转信息

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大车80元起
小车60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富邦搬家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3820890北区2602277

远达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吉庆搬家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象山搬家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2606628

桂福搬家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搬家·搬厂

生态环境部：部分地区

水质呈现反弹势头

5月18日，养殖户在江
苏省盱眙县淮河镇明祖陵
村虾稻共生示范园区开捕
小龙虾（无人机拍摄）。

当日，第十九届中国·
盱眙国际龙虾节龙虾开捕
仪式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
县举行。

“龙虾之乡”盱眙县地
处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
小龙虾是当地经济产业、商
贸旅游的一张闪亮名片，产
业规模超百亿元。近年来，
盱眙县全面推广“虾稻共
生”新型种养模式，目前全
县80万亩小龙虾养殖面积
中“虾稻共生”面积达65万
亩。 新华社发

“龙虾之乡”盱眙小龙虾开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