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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莫梅清）近
日，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截至目前，“白改
黑”二期工程取得积极进展，北和路、北彩路、
毅峰路等 3 条道路已完成换装工作，以崭新面貌
喜庆春节的到来，周边市民在节日出行时可以体
验更美观通畅的道路。

记者来到北彩路看到，崭新干净平整的路面
上施划了交通标线。与北彩路相邻的北和路也已
完工，换上了新装。“经过近段时间的紧张施
工，北和路、北彩路、毅峰路等 3 条道路陆续完
工，这也是春节前最后完成的 3 条‘白改黑’项
目工程。”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介绍，“白改黑”二期工程从去
年 11 月 11 日启动，计划改造道路 45 条。为
了给今年春节营造更好的市容市貌，让市民百
姓出行更方便，该管理处科学安排，抓紧组织
施工。目前，北和路、北彩路、毅峰路等 3 条
道路顺利完成了“换装”；中隐支路、空明西

路等多条道路完成了基础部分处理；中山路完
成了第一阶段的病害处置工作。“春节后，市
市政管理处将继续抓紧时间按计划组织施工，
争取‘白改黑’二期工程所有道路全部按期高
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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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唐雨虹）近日，永福县广福乡广福村大
石山屯 25 户易地扶贫搬迁的瑶胞，告别被大山阻隔了半个
多世纪的大石山屯，整体搬迁到了交通便利的广福瑶族新
村。

这天一大早，瑶族新村的村民们早早起来打扫卫生，
挂起了灯笼，贴上了喜庆的对联。鲜红的对联和灯笼映衬
着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广福乡其他各村瑶族同胞、周
边村村干、相关扶贫单位代表也纷纷赶来庆贺，小小的新
村顿时聚集了 300 多名一起庆祝的干部群众。舞狮，瑶族
长桌宴，围着篝火跳起舞……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此次搬迁的 25 户都来自广福村大石山屯，该屯有 25
户 103 人，地处高寒山区，山高路陡，土地贫瘠。出行
难、上学难、看病难、通讯难、饮水难等问题成为瑶族群众

脱贫致富的障碍。
2014 年秋，永福县委、县政府启动大石山屯的移民

搬迁安置工作。在搬迁安置过程中，为了解决瑶族同胞的
就业问题，当地党委、政府将新村建在一个正在开发建设
的旅游区中，巧妙地把瑶族文化资源和旅游产业融合起
来，达到既有望解决瑶族同胞在景区就业，又可促进景区
旅游发展的双赢目标。

瑶胞赵进源家中的客厅摆上了新添置的红木沙发，还
新添置了液晶大彩电。他满脸笑容地告诉笔者：“我们做
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漂亮的楼房，交通通讯条件这么方
便。今后我们出去打工赚钱和送孩子读书也方便了，再也
不用为困在深山里发愁了。”

 25 户易地扶贫搬迁的瑶族同胞摆起长桌宴，欢庆乔迁之喜。

通讯员刘姝熠 摄

永福 25 户易地扶贫搬迁瑶胞

走出“大石山” 住进新楼房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芦凤英）近日，市市容管理处执法
人员冒雨对中山路再次反弹的违规乱设广告牌实施依法拆除。

近年来，市容管理处加大我市户外广告整治力度，拆除了大量
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要求的各类户外广告，有效维护了市区道路的
街景容貌，违法广告得到了有效遏制，广告乱象得以有效改观。但是，
中山路上的杂乱广告却屡屡拆除，屡屡反弹，市民反映强烈的中山路
上广告太多、太杂、太乱的现象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为了牟利，一些广告牌业主在中山路上，以各种名义、各种设
施设置大量各类广告，路灯杆上的灯箱广告、挂旗广告，人行道上
的落地灯箱，休闲游廊的灯箱，各类商亭、旅游售票亭、候车亭、
报刊亭等高低错落，密密麻麻全是广告，且多是违法设置的广告。

为此，市容管理处多次组织进行了依法整治拆除，仅 2016 年
就对中山路的广告乱象进行了数十次的整治和规范。市容管理处还
多次当面约谈中山路管理相关单位和广告设置者，要求单位和个人
不要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广大市民的公共利益。

本报讯（通讯员星宣）近日，根据市中级人民法院“春雷行
动”的统一部署，七星法院出动 6 辆警车、 24 名干警对 12 名失
信被执行人实施拘传。 2 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坐镇执行指挥中
心全程予以监督。

行动中，七星法院干警兵分三路，对 13 起案件的 12 名被执
行人实施拘传。被执行人拘传到院后， 2 名被执行人与申请人当
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自愿履行债务 85 万元，余下 10 名被执
行人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当场实施拘留。

此次“春雷行动”，七星法院精心准备、周密部署，优先保障
抚养费、赡养费、拖欠农民工工资、人身损害赔偿等涉及民生权益
案件执行。执行行动首战告捷，圆满完成各项既定任务。

市容管理处拆除
中山路违规广告牌

七星法院“春雷行动”

首战告捷

本报讯（通讯员秦淑洁）近日，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中
国禁毒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优秀教案现场评比
活动中，我市平乐县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工作人员陈蓉撰写的
《无悔付出——— 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撑起一片温暖的天》教案
代表广西参加评比，获得三等奖。

2016 年 2 月，国家禁毒办联合中国禁毒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评比活动。平乐县禁毒办、县司法局积极参与活动，结合工作
实际，精心指导制作教案并上报。通过书面评定、专家打分，该县
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工作人员陈蓉撰写的教案进入现场评比环
节。该教案结合作者自身工作实践、典型案例和工作成果等进行分
析阐述，获得了现场专家们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评价，最终获得三等
奖。

据了解，平乐县社区戒毒（康复）中心积极创新、大胆探索无
缝对接机制，与县强制隔离戒毒所、广西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签订
无缝对接协议书，并在全区首创墙内“四帮一”帮教小组，即一名
戒毒警察、一名社工、一名村干、一名家属帮助一名戒毒康复人
员。做到墙内墙外信息共享，在得到强戒人员期满康复即将出所的
信息后，社区戒毒（康复）中心第一时间派出工作人员到强戒所对
强戒期满的康复人员进行直接交接管控，实现无缝对接，有效杜绝
了强戒康复人员步入社会无人管控、脱管、漏管的现象发生。截止
到 2016 年 12 月底，全县成功接收出所戒毒康复人员 94 名。

平乐社区戒毒康复教案
获全国优秀教案三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王滋创 文/摄)“出来打工这么多
年，像全州县劳保监察大队这种热情为民服务的工作作
风很少见，我们农民工非常感动！”近日，在全州县务
工的吉林省农民工史海山代表 73 名被拖欠工资的农民
兄弟，给全州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送来了两面锦旗，感
谢该大队在鸡年春节到来之前，帮他们追回被拖欠了一
年多总额达 97 . 8 万元的工资。史海山的脸上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2016 年 7 月中旬，全州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接到史海山、戴石生等 73 名农民工投诉，他们在当
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从事建筑工作，项目完工后被拖欠
工资 97 . 8 万元，多次找老板讨要工资未果。该大队接
到投诉后，迅速启动案件办理程序，并联合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等部门详细调查、核实情况，了解具体情况，多
方查找当事人的相关资料，要求当事人兑现农民工工
资。经过多次努力协调后，终于帮 73 名农民工追回了
拖欠一年多总额达 97 .8 万元的工资。

2016 年以来，全州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多
举措加大拖欠农民工工资治理力度。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共受理劳动保障案件
49 件，立案 44 件，结案 43 件，结案率达 97 .7% ；已
为 365 名劳动者追回工资 539 万余元；督促用人单位
缴交社保费 58 . 4 万元；检查用人单位 573 家，涉及
3 . 95 万人，书面材料审查 389 户；责令用人单位补签
劳动合同 467 份，有效维护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南航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布局国
际市场，继续加大国际长航线运力投入的同时，制定“东盟枢纽”

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东南亚航线，推动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
截至 2016 年，南航已开通国内至东南亚国家航线 45 条，通航城
市达 18 个(不含子公司厦航)。2017 年，南航广西分公司将加快运
力布局，执管飞机增至 20 架，覆盖南宁、桂林、北海三基地，通
过成熟的网络布局和优质的内部资源，为旅客提供最便捷、最优质
的乘机体验。图为南航广西分公司运行指挥部签派员在周密准备、
精准指挥，保证航班准点高效。 通讯员梁勇 摄

本报讯（通讯员舒小芩 赵华）近日，在桂北高寒山区资源县
河口瑶族乡河口完小， 2017 年“壹基金”爱心温暖包“让温暖一
起回家”助学活动举行，来自全乡的 116 名贫困儿童领到了内含
13 件物品价值 365 元的温暖包。孩子们如获至宝，有的情不自禁
地拆开“宝贝”换新装，有的迫不及待地打开绘画本描画起来，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资源县委、资源县教育局、河口瑶族乡和广西
维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桂林市泽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

据了解，“壹基金”温暖包包含棉衣、棉靴、帽子、围巾、手
套、袜子、美术套装、袋鼠玩偶、书包、儿童减灾读本、绘画本、
护手霜等 13 件物品。今年冬天的温暖包项目，由广西联合救援的
协调机构广西维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协调广西各地 15 家公益团队
志愿者约 500 人参与，广西共有 1140 名高寒山区贫困家庭儿童从
中受益。

“壹基金”与资源
百名瑶乡儿童温暖同行

让农民工笑着回家过年

全州劳保监察部门为农民工追回工资 530 余万

来自吉林省的
农民工史海山代表
73 名被拖欠工资的
农民兄弟，给全州县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送
来两面锦旗，表达感
激之情。

▲近日，龙胜各族自治县举办了 2017 年春节联欢晚会。晚会节目内容亲切感人，富于龙胜地方特色，
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图为舞蹈节目《团结、奋进、辉煌》。近年来，该县加强民族节庆文化、非物质文化
遗产、民族传统艺术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扬，群众性文化活动得以蓬勃开展。

通讯员吴生斌 黄勇丹 摄

近日，
2017 年临桂
区迎新春联欢
晚会在城区影
剧 院 欢 乐 上
演。临桂迎新
春晚会是当地
业余文艺爱好
者和专业文艺
工作者共同展
现 才 艺 的 舞
台，也是市民
群众一年一度
的欢乐盛宴。
临桂一直保持
着自办春晚的
传统，至今已
连续举办 12
届。

通讯员
李辉朝 摄

▲近日，民进桂林市委会 20 多名会员到临桂四塘横
山村委池头村开展“春联万家”活动，给乡亲们免费剪窗
花、写春联，为乡亲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记者孙敏 通讯员闵捷 文/摄

▲近日，高新七星区启动了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辖区宣传、政协机关及文体、科技、农业、医疗卫生、
司法等 10 多家单位携手来到华侨旅游经济区，将文艺节目、
春联、医药、技术等送到侨胞们的手中，丰富了侨胞们的文化
生活，加大了科技、健康生活知识的普及力度。图为文艺演出
现场。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摄

本报讯（通讯员秦梓清）日前，笔者从临桂区市容管理局了解
到，临桂老城区环卫服务实现市场化管理以来，道路保洁效率提高
了不少，市民对环卫服务市场化管理纷纷点赞。

临桂区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正式启动老城区环卫服务市场化
工作，共有 160 多名环卫工人和 10 余辆环卫设备。“原先一条路
安排二十来人清扫，容易出现职责界定不清、相互推诿的情况，保
洁质量很难有提升。现在入驻的三家保洁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带来
了丰富的环卫保洁和管理经验，只需一半人力就能做好保洁。他们
建立的一系列激励机制，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借鉴。”临桂区环卫站
相关负责人说。同时，环卫部门负责日常监督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
给付保洁公司的劳务费挂钩，彻底从“管干不分”向“管干分离”转变，
改变过去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管理模式，环卫管理和服务水平
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据了解，下一步，环卫部门将尝试设立热线电话，专门安排人员
收集一些反映工作不到位、不文明的信息，并作为保洁量化考核的一
个指标，为实现精细化保洁打下基础。

临桂区环卫服务
市场化管理效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