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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改善城市道路
交通秩序，构建文明安全和谐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进一步深化我市国际旅游胜地建
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现决定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
作，集中整治城区主次干道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行人闯红灯、随意穿越道路、翻越
隔离护栏依法处以 10 元罚款；乘车人向车
外抛洒废弃物的，依法处以 20 元罚款。

二、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越
线停车、闯红灯、逆行、驶入机动车道的，
依法处以 50 元罚款；拒绝接受处罚的，扣
留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乱停乱放的，拍摄录入违法
行为，依法处以 200 元以下罚款或拖移车
辆。

四、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
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违者依法处以 150 元罚款。

五、机动车在城市道路上行驶，驾驶人
和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
人应当督促乘坐人员使用安全带。驾驶人、乘

车人违反以上规定的，依法处以 50 元罚款。
六、对被查处的违法行人、非机动车驾

驶人，一律就近到文明交通学习点接受规定
时间的教育学习，或在路口协助交警劝导纠
正轻微交通违法。

七、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依法处以
20000 元罚款。

八、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议价、
途中甩客或故意绕道行驶；不按照规定使用
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不按规定出具相
应车费票据的依法处以 2000 元罚款；不按
规定使用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不按规定

使用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
依法处以 500 元罚款。

九、班线客车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
靠或者不按规定的线路、公布的班次行驶
的，依法处以 3000 元罚款。

十、对不服从管理，围攻、谩骂、殴
打执法人员，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从重
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桂林市公安局
桂林市交通运输局
2017 年 5 月 16 日

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交通秩序专项整治工作的通告

□本报记者刘倩 文/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临沂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孙波一直手捧着厚厚一沓桂林
旅游资料。“这些桂林旅游资
料让我爱不释手，上面的山水
风景图片太美了！我要好好保
存下来。”

他说，第一次去桂林是
20 年前，那时对桂林印象太好了，全国城市里山与水
能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地方，桂林可以说首屈一指。我们
运营桂林线路这几年，去桂林的游客量也越来越大。一
开始，由于交通没那么方便，他们的游客都是从南京转
飞到桂林。现在桂林与临沂开通了直航航线，游客到桂
林去就更加方便了。现在，他们一年大概发送 1 万多名
临沂游客前往桂林。不仅如此，桂林也是他们旅行社线
路“运营环”很重要的中心点，许多线路如临沂开往海
南的专列，临沂到南宁的线路，甚至临沂到越南的线
路，都会将桂林设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是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最期盼的是 2018 年临沂通高铁，到时
候游客除了飞机外，又多了一个高铁去桂林的选择，这
可以降低游客的出游成本。我们要更加丰富桂林线路的
产品，把桂林线路做得更好。”他说。

□本报记者刘倩 文/摄

“我们在桂林国际旅游胜
地推介会上，感受到了桂林人
民的热情好客，也了解了桂林
的一些新产品、新线路和非常
好的旅游资源。我们会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把我们临沂更多
的游客输送到桂林去，领略桂
林山水甲天下的美景和丰富多

彩的民族风情。”临沂万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靖说。

她表示，桂林—临沂直航航线的开通，对临沂与桂
林旅游合作有着很积极的促进作用。航线开通后，他们
旅行社立即组织了包机团队，每个月定期发送 200 到
300 名临沂游客到桂林。在桂林线路里，临沂市民最喜
欢的景区景点是漓江景区、银子岩、《印象·刘三
姐》、阳朔西街等。同时，桂林的美食很符合临沂游客
的口味，临沂游客最爱吃阳朔啤酒鱼和桂林米粉。桂林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口味相近的美食，让临沂游客满意度
很高，这也让桂林线路累积了越来越好的口碑。

她说，这次参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推介会接收到了
许多桂林最新的旅游产品资讯，还与桂林知名景区、旅行
社、酒店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洽谈，这对于他们拓展桂林
市场大有裨益，也让她对发展桂林线路更加有信心。

对发展桂林线路

更加有信心
——— 访临沂万达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靖

打造国际旅游胜地
建设美丽桂林

桂林是旅行社线路
“运营环”的重要中心点
——— 访临沂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孙波

□本报记者 周文俊

去年桂林的财政收入首次突破 200 亿元，达到 223 . 8
亿元。尽管如此，与南宁、柳州相比仍远远落后。财政收入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许多市民都非常关心：今年
桂林财政收入会增长多少、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预计我市今年财政收入将处于 6% 左右的中低速增长
区间。”日前市财政局副局长卫东接受采访时说。他表示，
总的来看，今年经济形势依旧复杂严峻，中央减税降费力度
将进一步加大，财政增收面临严峻挑战。但就桂林而言，随
着近年来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加速推进，各项改革积极效
应逐渐释放，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同
时，市财政部门也将全面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首先是深化部门管理改革，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
卫东表示，要进一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提高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积极推进财政信息公开，建
立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进一步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加
强中期财政规划与当年财政预算的衔接性。其次，进一步推
进税费改革，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出台的积极财税政策；
统筹推进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明晰各级政府财权
事权范畴；优化财政投入方式，有序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管理改革；强化政府性债务管
理，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并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管理制
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

桂林是我家 创城靠大家

□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闭梅

他刑警出身，办理案件总是冲锋在前；
他把群众看得很重，他说群众的事再小也是
大事；他时刻牢记从警誓言，不为金钱物质
所诱惑，坚持廉洁从警，秉公执法，用行动
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他就是兴
安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副所长黄荣海。

冲锋在前彰显刑警本色

去年 10 月 20 日上午，兴安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连续接到群众报警称车辆轮胎
被人扎破，经民警现场统计，发现共有 40
多辆小汽车的轮胎被扎破，案值达上万元，
因受损车辆众多，此案社会影响恶劣。

侦破此案的重任落到了黄荣海的肩上，
他带领专案组成员一边走访固定相关证据材
料；一边调取案发现场各种监控视频，搜寻
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为防止嫌疑人再次作
案，警方还增派警力加强对县城的巡逻防
控。经过四昼夜连续奋战，最终将嫌疑人一
举抓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纷纷称赞。

有着多年刑警工作经历的黄荣海始终保
持刑警的本色，办起案来总是冲锋在最前
面，毫不畏惧。几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屡破
大案。 2014 年 6 月份，黄荣海成功协助广
州市天河区刑警大队抓获公安部列为督办案
件中的在逃犯罪嫌疑人侯某，获得了外地公
安民警的称赞； 2016 年 2 月份，黄荣海在
兴安镇城区秦人街当场抓获贩卖海洛因的犯
罪嫌疑人蒋某某，并从蒋某某身上查获 25
袋小包海洛因，共计 3 . 54 克； 5 月份黄荣
海又带领民警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掌握兴
安镇福在村委会浮泥桥村民陈某涉嫌非法种
植罂粟，经清点，共铲除罂粟苗 3050 多
株。 2016 年仅半年多的时间，在黄荣海的
带领下共破获毒品案件达 7 起……

从警十余年来，以上案件只是黄荣海破
获案件中极少的一部分。

执法为民群众冷暖放心头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公安民
警的职责除了打击违法犯罪外，还承担着服
务群众，为民解忧的职责。”这是黄荣海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2015 年的 10 月，黄荣海值班时了解到
一名姓陈的老太太在捡废旧物品时，被一名
精神病人无辜打伤。陈老太已经六十多岁，
且已离异 30 多年，有一儿一女，因儿女嫌
弃其没有钱，都拒绝赡养。陈老太租住在一
间废旧出租屋里，靠捡废旧物品为生。黄荣
海当即将陈老太送往医院，自己掏钱为其进
行检查、包扎。第二日，又买了生活日用品
到陈老太的出租屋看望，并送上慰问金。陈
老太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对在场的人说：
“自己的亲生儿女都嫌弃自己，而公安民警
却把自己当亲人。”

兴安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辖区面积
广，人口多，警力少，任务重。每天有大量
的接处警，要处理大量群众纠纷，还要做好
辖区大量的基础工作。黄荣海常以“群众无
小事”来严格要求自己，热情为人民群众服
务，构建起了和谐的警民关系。

清正廉洁不忘从警誓言

“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会影
响案件的公平处理！”作为一名副所长，黄荣海
时常告诫提醒身边的同事千万不要办关系案、

人情案，他更是如此要求自己。
担任城区派出所副所长以来，始终牢

记入警誓言，坚持廉洁从警，秉公执法，
面对金钱或物质的诱惑，他不为所动，特
别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打击和
制裁，想通过请客吃饭、送礼等方式讨好
黄荣海，都被他拒之门外。对一些有亲朋
好友、领导打招呼的案件，黄荣海也总是
能秉公办案，没有出现任何违反原则的事
情，真正做到清正廉洁、执法公正。

几年来，他带领分管警组民警对分管
辖区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进行了
严厉打击，净化了辖区社会环境，为提升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以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赤
诚为民的情怀。

□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自 4 月 19 日以来，我市掀起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热潮。一场全市创
城的“攻坚战”把从管理部门到普通市
民每一个人都调动起来， 1 个月过去
了，不管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大家都
感受到道路交通秩序悄然发生着变化。

闯红灯的少了

礼让斑马线的多了

“确实自觉多了，不管有没有交警
在，红灯还是不能闯的。”王美凤家住
三里店一带，每天接送小孙子她都会骑
电动车经过三里店广场。她告诉记者，
之前确实会有些电动车驾驶员趁着交警
不在闯红灯，这段时间严管以来，这一
现象有了明显好转，“不管交警在不
在，大家都会自觉按信号灯走。”

5 月 22 日中午，记者来到桂林书
城前的斑马线进行观察。从 13 时 40
分到 14 时，记者随机记录了 8 次行人
过斑马线情况。 8 次记录中，总共有 7
辆公交车、 11 辆出租车和 30 辆左右
私家车，其中 6 辆公交车都选择停车
让行人先过， 8 辆出租车和 12 辆私家
车在斑马线前停下了“脚步”。

采访中，不少公交车驾驶员表示，
看到斑马线就减速、停车已成为习惯。
“行人通过斑马线后，许多市民会很友
好地向我微笑，有的还会做感谢的手
势，我觉得挺温馨。” 100 路公交车
驾驶员王师傅说。

背街小巷车辆乱停放的少了

路面上文明的行为多了

对于家住会仙路的居民刘世辉来
说，创城以来改变最大的是路面乱停放
的车辆少了。因为行动不便，刘世辉的
老伴廖阿姨出行只能靠轮椅，因为会仙
路一带商铺较多，很多时候让他们的出

行变得很不方便。自从交警部门加大
了对违法停放的车辆的查处力度，人
行道变得干净整齐，乱停放的车辆少
多了，“对附近的老百姓来说可是件
大好事。”刘世辉高兴地说。

5 月 21 日，突如其来的暴雨天
气，给市民的出行带来了不便。可市
民李阿姨早上的经历却让她倍感贴
心。

“因为枯树叶比较多，龙隐路一
带一下雨就会堵，路面上积水不少，
怕被泥水溅到，我和老伴走得特别着
急。”李阿姨说。在快到桂海碑林
时，前一辆车溅起了好大的水花，李
阿姨和老伴赶紧停下不敢走过去。
“后面一辆白色小车也停了下来，一
位先生放下车窗示意说，‘叔叔阿姨
你们先走。’现在的年轻人真细
心。”提起这事，李阿姨和老伴感慨
不已，“雨天过积水路段时，司机减
慢车速，这虽是一个小细节，但让人
感受到司机的文明程度，心里感觉挺
温馨的。”李阿姨说。

每个市民都是完成这次文明大考
的主角。记者在这两天的采访中体会
到，不少市民的举动不仅能让人看到
他们的文明素质，也让人感受到文明
的力量在积聚、传递、扩散。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 记兴安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副所长黄荣海

政务公开周·政策解读

今年我市财政收入

预计增长 6% 左右

闯红灯的少了 礼让斑马线的多了……

创城让文明交通行为变成“习惯”

▲ 5 月 22 日中午，王城商厦路口，绿灯亮起，行人有序通过斑马线。

▲ 5 月 22 日上午，在三里店广场路口的信号灯等
候区，非机动车整齐地停放等候。

▲ 5 月 22 日中午，在十字街路口的信号灯等候区，非
机动车整齐地停放等候

廉洁桂林
勤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