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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周玉祝

初冬的兴安县白石乡，银杏树上金黄一片，叶
如蝶飞，房前屋后像铺满了金黄的毯子。来往穿梭
的大小车辆，花枝招展的游客，使平常沉寂的乡村
沸腾了起来。“以前的游客几年加起来都没有今年
来的多，看来我们这个原本不知名的小山村要火
啦。”白石乡石柱村村民肖昌化一边忙着给游客准
备午餐，一边笑呵呵地说。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游客慕名而来，白石
乡近年来的变化与“桂北老家”建设项目不无关
系。目前，一条以秦家大院古村为依托，延伸到石
柱村的湘江源、浪上村的小型梯田、银杏林等众多
的自然生态景观带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白石乡水源头村是全国220个经典古村镇之
一。数百年前，唐朝大将军秦叔宝的后裔在唐末天
祐年间的战乱中，从山东移居而来，至今已有40

多代子孙在这里繁衍生息，因此又称秦家大院，素
有“进士村”之美誉。

古老的建筑，醇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在人们追求
高楼别墅、热衷钢筋水泥的今天，水源头则以不变应
万变的沉着，向世人展示出一种别样的“新貌”。

“保护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古屋，也是在创建
今天的新村。”“保护就是最好的发展”早已是白
石乡党委、政府，水源头村民的共识。

近年来，白石乡在不断加大力度保护水源头古
村的同时，对水源头等村庄进行连片综合整治。目
前，水源头村有了宽敞的旅游公路，青石板巷道也
更整洁干净，村里还建起了生态停车场、新增了垃
圾箱、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有了名副其实的三星级
旅游厕所，全村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
外，该村污水处理设施、古民居的保护性修缮，古
村消防水塔建设、旅游标示牌等正在紧锣密鼓地实
施当中，总投资达 1000 万元。

如今，在白石乡水源头保留了非常完整的明清
建筑，街巷主次分明，房屋鳞次栉比，四周要隘处
皆有门楼和闸门守护，村旁古石桥、古塔及众多银
杏点缀，“屋前有大树、树下有人家，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桂北老家”特色旅
游景观已然形成。

人文添彩，延续“美丽乡愁”

“白石乡除了历史悠久、保存完好的水源头
古村、银杏之外，还有石梯村的大小石林，大路
口村的天生桥群，石柱村的湘江源，浪上村的小
型梯田、银杏林等众多的景观。”乡长吕芳对乡
里的景观如数家珍。

“要更好地打造‘桂北老家’，就要将现有
的人文景观与不同季节的自然生态景观相融合，
才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常来常新。”在维护好古
村与银杏黄叶这一特色景观的之余，白石乡目前
已经对未来的发展有了清晰的思路，并且已经在
逐步实施。

据了解，今年开始，白石乡在辖区主道路两
旁陆续种植银杏树，以更好地强化已经形成的银
杏景观特色。进入冬季，该乡在大力宣传大小石
林、天生桥群、湘江源等自然生态景观原始风貌
的同时，动员和号召全乡群众，尤其是党员群众

在不同季节营造好不同的自然生态景观。在水源
头、石柱、浪上、门家田等村，利用冬闲田播撒
油菜种子 1000 余亩，尤其是对浪上村前 200 余
亩的小型梯田进行适度整治。当银杏景观过后，
全乡就会进入春天般的绿色世界，再到来年三四
月漫山遍野油菜花、桃花、李花争相绽放的“花
花世界”。这样不仅充分利用了冬闲田为群众创
收，又能形成绚丽的花海景观，最终使白石乡形
成春天畅游花海、夏天遍尝瓜果、秋冬魅力银杏
的“全年”特色旅游景观。

目前，该乡新建的生态停车场、水源头休闲
步道、石柱村的湘江源栈道等众多项目正在实施
之中；计划于今年三四月份油菜花开时节举办的
系列特色旅游观光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实
施之中。

同时，还以水源头古村为中心，依托现有自
然生态景观，充分将历史文化气息与自然生态景
观有机交融，挖掘白石乡村生态特色。未来，白
石乡将成为一个以古村落探幽、农业观赏采摘、
乡村休闲、户外旅行、山水观光为主要功能的旅
游生态新农村。

▲日前，灵川县的园林工人们着手整理县城区一些受损的绿化带准备换种新
花或其他绿化苗木，以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是近日工人在该县甘棠公园滨江路旁
工作的场景。 通讯员廖梓杰 摄

本报讯（记者陈娟）桂林市在前期探索旅游产业用地分类管理
的基础上，于2016年3月完成了旅游产业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在全
国率先公布实施旅游产业用地基准地价。经过半年多来的实践，及
时保障了桂林文化旅游城、桃花江片区等重大项目用地需求，累计
落实用地100多公顷。在近日召开的旅游产业用地政策改革研讨会
上，桂林市的探索实践得到了国土资源部的肯定。

据悉，桂林市颁布实施旅游产业用地基准地价，把旅游用地分
为旅游设施用地、旅游地产用地、旅游商品生产用地及旅游景观和
生态用地四大类，并把桂林市中心城区定为 6 个等级，临桂区和
11 个市辖县分为 1 — 4 个不同等级。基准地价评估成果设定使用
期限为一年，一年后根据需要进行再调整，以便使旅游用地基准地
价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和指导意义。

据统计，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实施以来，我市共引进旅游产
业用地项目 160 个，已营业项目 10 个，创造产值 1 . 36 亿元，实
现税收 3351 万元，新增就业人数 2000 多人。

保障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桂林建立旅游用地
基准地价体系

看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 留得住客人

兴安白石乡：“桂北老家”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本报讯（通讯员莫梅娟 唐李理）近日，自治区国税局“法制
税务示范基地”评选结果揭晓，阳朔县国税局获得“广西国税系统
法制税务示范基地”称号。

近年来，阳朔县国税局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
税务机关建设的目标，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机制，营造依法治
税氛围，在规范执法上下功夫，在“打造法制税务品牌，推进示范
基地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据了解，该局一直以来坚持“五个依法”开展税收行政执法，
权力规范公开运行，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加大行政审批项
目清理力度，公开权力清单。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加大法制培训力
度。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执法过错追究制度，运用执法考核系统
对税收执法行为实现全方位的自动监控。开展经常性税收执法检
查，及时纠正执法偏差，规范执法行为。加强内外监督，充分发挥
内部法规、监察部门及外部社会、纳税人的监督，构建全方位、多
层次监督体系，确保执法监督到位。

将依法治税融入纳税服务，加强和完善办税服务厅的管理，推
行办税公开，利用多种途径公开税收政策、办税程序、咨询和投诉
举报电话等事项。深入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推行标准化服
务，实行首问责任，细化服务指标纳入绩效考核，规范服务全程。
依法化解涉税矛盾，推进政务公开，丰富公开形式和手段，利用政
务网络等新兴媒体，提供在线咨询，接受纳税人监督。

坚持依法治税 打造法制品牌

阳朔国税获广西
“法制税务示范基地”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黎剑 周俊兴 记者秦紫霞）日前，桂林市老
龄办与桂林市保健养生产业协会相关人员来到兴安县白石乡三友村
就生态养殖产业进行实地考察，为当地农民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助推该村的精准扶贫工作。

据了解， 2016 年 8 月，桂林市老龄办将 2000 羽爱心“五黑
鸡”鸡苗送到帮扶联系点白石乡三友村 18 户贫困户手中，让这些
贫困家庭通过饲养黑羽鸡这项“短平快”项目增收致富。眼看这批
“五黑鸡”就要出售，农户却没有门路批量销售。市老龄办急农户
所急，特邀桂林市保健养生产业协会负责人前来实地查看，希望将
三友村现有闲置的优势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对该村生态散养的“五
黑鸡”销售进行结对帮扶，形成一个新的健康食疗产业链条，助推
精准扶贫。

市老龄办：

帮扶单位牵线搭桥
爱心企业助推扶贫

根据桂林市“美丽桂林”乡村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美丽桂林”乡

村建设活动先进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市乡村办发〔2016〕5号)要求，经由县区乡村办

组织各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推荐，市乡村办研究并审核，报市领导同意，拟确定灵川

县大圩镇秦岸村等100个村为2016年度“美丽桂林”乡村建设活动示范村候选单

位，曾建军等100名同志为2016年度模范保洁员候选人，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

工作日(2017年1月5日至1月9日)。

如对上述候选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电话，于

2017年1月8日前邮寄或直接送桂林市“美丽桂林”乡村建设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

送达以送达日期为准，邮寄投递以邮戳为准)。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69号创业

大厦东辅楼8楼824室。邮政编码：541199。联系电话：0773-2848265、2848264。

群众如实反映问题受法律保护。

附件：2016年度“美丽桂林”乡村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对象名单

桂林市“美丽桂林”乡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1月5日

灵川县8个
大圩镇秦岸村
海洋乡大塘边村
大境瑶族乡大境村
三街镇溶江村
灵川镇民治村
九屋镇三合村
公平乡联合村
灵田镇上长岗村
全州县16个
龙水镇亭子江村
蕉江乡界顶村
石塘镇川溪村
文桥镇锦福村
绍水镇塘口村
两河镇鲁水村
全州镇集才村
庙头镇仁街村
东山乡白竹村
黄沙河镇黄岗村
才湾镇秦家塘村
凤凰镇水西村
枧塘镇安德村
大西江镇五星村
永岁乡双桥村
安和镇文塘村
兴安县7个
崔家乡高泽村
华江瑶族乡高寨村
严关镇杉树村
湘漓镇阳安村
漠川乡长洲村
兴安镇三桂村
白石乡白竹村
永福县5个
三皇镇荣田村
苏桥镇太平村
罗锦镇下村村
堡里镇三多村

百寿镇朝阳村
阳朔县6个
普益乡勇村村
杨堤乡浪石村
白沙镇白面山村
金宝乡延村村
福利镇绛村村
阳朔镇高洲村
灌阳县8个
洞井瑶族乡桂平岩村
观音阁乡桃花村
西山瑶族乡罗家村
黄关镇商家村
新街镇龙炼村
新圩镇光明村
水车乡璃碧村
文市镇瑶上村
龙胜各族自治县7个
乐江乡宝赠村
伟江乡新寨村
平等镇甲河村
三门镇花桥村
瓢里镇界泉村
马堤乡张家村
泗水乡里茶村
资源县4个
河口瑶族乡大湾村
两水苗族乡凤水村
资源镇官洞村
车田苗族乡黄龙村
平乐县8个
源头镇源头村
沙子镇保和村
平乐镇高埠村
阳安乡古端村
大发乡福瑶村
二塘镇马家村
桥亭桥亭村
同安镇华山村

荔浦县7个
东昌镇东阳村
杜莫镇金鸡村
龙怀乡三河村
修仁镇大榕村
茶城乡屯留村
蒲芦瑶族乡黎村
大塘镇富德村
恭城瑶族自治县7个
莲花镇门等村
嘉会镇泗安村
平安乡北洞源
三江乡三江村
栗木镇建安村
恭城镇古城村
观音乡狮塘村
象山区1个
象山万福村
秀峰区1个
甲山街道办矮山塘
叠彩区1个
大河乡四联村
七星区1个
华侨旅游经济区竹江村
雁山区2个
柘木镇窑头村
雁山镇罗洪村
临桂区11个
五通镇杨梅村
六塘镇道莲村
南边山镇南新村
会仙镇寺山村
两江镇古定村
中庸镇穴田村
宛田瑶族乡永安村
临桂镇花堽村
茶洞乡富合村
四塘镇太平村
会仙镇燕山村

关于对 2016 年度“美丽桂林”乡村建设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候选对象名单的公示

灵川县8个
曾建军 男 大圩镇秦岸村委南村
石孑兑有 男 潮田乡潮田村委绕芳村
唐德凡 男 海洋乡海洋村委上街
舒祚善 男 大境瑶族乡新寨村委新寨村
秦正弟 女 三街镇三街村委北街
秦新妹 女 潭下镇大泉村委五屋村
韦旺妹 女 兰田瑶族乡两合村委大口涔村
易红强 男 公平乡岩山村委中南村
全州县18个
赵田秀 女 龙水镇龙水村委龙水村
王登文 男 蕉江乡界顶村
唐富年 男 石塘镇贤宅村委贤宅村
蒋振光 男 文桥镇粟水村委锦碧街村
赵文生 男 绍水镇中心28号
谭金明 男 两河镇桂家村委雷家渡村
唐继红 女 全州镇柘桥村委柘桥村
文冬凤 女 庙头镇仁街村委夏屋村
盘胡子 男 东山乡白竹村委梨木坪村
唐双东 男 黄沙河镇新铺里村委珠塘村
熊新年 男 才湾镇城管环卫站
马林宗 男 凤凰镇三里村委
王龙玉 男 枧塘镇芳塘村委
徐永吉 男 大西江镇香花村委徐家村
蒋干生 男 永岁乡永岁村委
廖显荣 男 文塘村委新圩村
王爱莲 女 咸水镇白竹村委
唐艮秀 女 白宝乡文甲庄村委宅落夫村
兴安县9个
文才吉 男 崔家乡上塘村委上塘村
罗海燕 男 界首镇大洞村委南门头
陈金花 女 华江乡杨雀村委桥头村
张桂珍 女 兴安镇道冠村委毛家村
熊佳珍 女 溶江镇莲塘村委莲塘村
蒋明照 男 高尚镇茗田村委宅美村
罗全胜 男 严关镇杉树村委江西坪村
秦子挥 男 白石乡鳌头村委水源头村
蒋配华 女 湘漓镇力头村委力头村

永福县7个
李奉恩 男 堡里镇罗田村罗记屯
黄大昌 男 三皇镇荣田村米珠屯
韦林善 男 永安乡军屯村老木弄屯
何荣荣 女 罗锦镇下村村白头岩屯
曾世成 男 百寿镇白果村拉孝屯
谢历明 男 龙江乡龙山村
吕爱英 女 永福镇曾村村子陂背屯
阳朔县 5 个
陆日勤 女 高田镇龙村村委碑头村
李本安 男 兴坪镇西山村委石鼓门村
李旺嫂 女 葡萄镇葡萄村委厄头村
容明汉 男 白沙镇白沙村委大鹏山村
陈兰英 女 金宝乡大水田冲口村
灌阳县8个
唐 友 男 洞井瑶族乡椅山村车田屯
刘祖佳 男 西山瑶族乡罗家村罗家屯
伍利龙 男 黄关镇中秀村南岗岭屯
周万松 男 新街镇江口村老街屯
陆桂东 男 新圩镇光明村铁炉头屯
文家会 男 水车乡水车村夏云屯
陆成军 男 文市镇瑶上村瑶上屯
刘军军 男 灌阳镇徐源村刘家屯
龙胜各族自治县9个
邓远珍 女 龙胜镇平野村寨西三组
潘秀枝 男 龙脊镇金江村龙堡下组
粟春花 女 瓢里镇瓢里村上街组
银维新 男 三门镇交其村与才组
吴芬銮 女 乐江乡宝赠村盘坡组
沈合兴 男 平等镇太平村茶冲包组
石珍忠 男 泗水乡八滩村大屯
邓广昌 男 江底乡江底村大屯
侯光裕 男 马堤乡马堤村大屯
资源县6个
唐正理 男 梅溪镇戈洞坪村铺门前组
罗华森 男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凤水村民委员会
林家松 男 资源镇同禾村
兰永忠 男 车田苗族乡车田村石山底
莫忠远 男 瓜里乡大田村百叶冲组
刘冬秀 女 中峰镇中峰村黄家塘屯

平乐县7个
王 沁 男 源头镇居委会
叶桂才 男 二塘镇沙冲村委龙家源
石土旺 男 青龙乡大刚村委
黎正秀 女 沙子镇沙子街委
覃冬英 女 同安镇屯塘村委岩背村
欧长聚 男 阳安乡阳安村委
陶福庆 男 张家镇湖洋村委
荔浦县 6 个
毛登光 男 东昌镇东阳村岭坪屯
陈立安 男 杜莫镇榕洞村三六枧屯
陈爱平 男 荔城镇黄寨村白马厂屯
莫向谥 男 青山镇满洞村崩山屯
覃尚琼 女 龙怀乡庆云村大岭屯
莫佩章 男 花篢镇江华村龙渡屯
恭城瑶族自治县 5 个
张美凤 女 龙虎乡龙虎村委龙虎街
周仁堂 男 西岭镇西岭村河边街
李同德 男 栗木矿区管理委二区
何德庆 男 恭城镇天堂村委天堂村
卢建新 男 莲花镇莲花村委莲花村
象山区1个
周雪娥 女 象山区二塘乡芬塘村
秀峰区1个
伍壬妹 女 甲山街道办矮山塘村
叠彩区1个
陈 英 女 叠彩区大河乡星华村民委员会下窑自然村
七星区1个
秦发妹 女 穿山街道办事处光辉村委会纸马铺村
雁山区1个
葛桂弟 女 雁山镇良丰村下村
临桂区7个
龙满香 女 临桂镇凤凰村委向东村
周献林 男 南边山镇朗联村委狮子口村
秦二喜 女 四塘镇李家村委埠塘村
刘中光 男 两江镇河沙村委刘村
廖福妹 女 茶洞乡富合村委登云村
李庆庆 男 中庸镇穴田村委穴田村
韦桂英 女 黄沙瑶族乡黄沙村委棕树湾村

2016 年度“美丽桂林”乡村建设示范村候选名单(100 个) 桂林市 2016 年度模范保洁员候选人员名单(100 个)

▲日前，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乡光明村农民在收获椪柑。据悉，乐江乡是该县柑橘
种植的主要产地，境内主要种植有椪柑、南丰蜜桔、夏橙、砂糖桔等品种，种植面积达
2.8万亩，水果年总产量可达4万吨，有效促进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通讯员黄勇丹 摄

本报讯(记者黄蓉 通讯员陈铸恒 张少雄)
桂林公路管理局日前在全州组织召开了全州（才
湾）至资源（梅溪）公路工程（才湾至山川段）
交工验收会议，自治区公路管理局、自治区交通
工程质量监督站、桂林市交通运输局、全州县政
府、接养单位及设计、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专

家、代表参加会议。交工验收小组认定全州（才
湾）至资源（梅溪）公路工程（才湾至山川段）
符合设计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工程质量合格，
同意通过交工验收。自交工之日起投入试运营,
由全州公路管理局接收管养。

据了解，全州（才湾）至资源（梅溪）公路

工程（才湾至山川段）公路工程起点位于S301
线全州县才湾镇，与国道322线相接，终点位
于全州县才湾镇山川村，途经秦家塘村、寨
圩、蒋家湾，全线设计公路等级为二级公路，
水泥混凝土路面，路线全长19 . 108公里，总投
资1489 . 33万元，于2014年8月16日开工建

设，2016年12月完工。项目完工后，进一步完
善了桂林市旅游区域公路网结构，对促进全州
县天湖景区开发建设，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州（才湾）至资源（梅溪）公路工程才湾至山川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园林工人整理绿化带换种新花木 龙胜：甜蜜柑橘富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