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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各设区市、自治区直属机关
完成年度任务、履行职责情况的满意度，自治区绩
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自治区社情民意调查机
构，于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 月，通过电话访
问、问卷评议、网上评议等方式开展社会评价。

如接到（ 0771 ） 12340 的访问电话或评议问
卷，请社会公众如实评价，也可登录广西绩效管理
网（ www.gxjx.gov.cn/gxjx/）查询评议，或向
gxjxpy@126 .com 发送电子邮件进行评价。

社会评价监督电话：
0771 — 2809805
纪委举报监督电话：
0771 — 12388
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26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

机关绩效考评

社会评价的公告

2017 年桂林国际马拉松赛定于 11 月
19 日（星期日）在我市举行。为确保赛
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决
定对比赛涉及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
施，现通告如下:

一、比赛线路
甲天下广场（起点）→漓江路→漓江

桥→上海路→上海路立交桥（平交层左
转）→中山南路→崇信路→瓦窑西路（瓦
窑路为欢乐跑终点）→八中路口→凯风路
→桂阳公路（国道 321 线）→雁中路→
广西师大雁山校区→桂阳公路（国道 321
线）→乐园路→绿道→桂阳公路（国道
321 线）→园博大道→桂阳公路（国道
321 线）→旅游学院(终点)。

二、管制时间、路段
11 月 19 日 6 时 00 分至 14 时 30

分，对比赛线路涉及的道路进行交通管
制，具体如下：

（一） 6 时 00 分至 9 时 00 分，对
集结地、辅星路（金星路口至甲天下广场

十字路口）一段、甲天下广场会展路实行
交通管制。

（二） 11 月 19 日 7 时 00 分至 14
时 30 分，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货车、大
型客车、农用车、拖拉机通行比赛涉及的
道路。

（三） 7 时 30 分至 9 时 30 分，对
漓江路(甲天下广场十字路口)—漓江桥—
上海路（含上海路立交桥全部、香江立交
桥下穿通道）—中山南路—崇信路—瓦窑
西路（含八中路口）及瓦窑路（瓦窑路与
净瓶路交叉口以北）一段双向机动道实行
交通管制。其中，预计 9 时 00 分，解除
漓江路(甲天下广场十字路口)—漓江桥—
上海路（含上海路立交桥下穿通道、香江
立交桥下穿通道）一段道路交通管制。

（四） 7 时 50 分至 10 时 40 分，对
八中路口—凯风路—桂阳公路（绕城高速
象山收费站路口）一段双向机动车道实行
交通管制。

（五） 7 时 50 分至 14 时 30 分，对
桂阳公路葡萄路口至乐园路口一段东侧机

动车道实行交通管制。
（六） 8 时 20 分至 14 时 30 分，对

桂阳公路（绕城高速象山收费站路口至乐
园路口）一段、园博大道双向机动道、雁
中路及广西师大雁山校区实行交通管制。
公安机关将根据赛事活动进程，视情况提
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缩小交通
管制范围，并根据比赛进行情况逐段解除
交通管制。

三、管制要求
（一） 11 月 18 日 20 时至 11 月 19

日 10 时，甲天下广场会展路、会展中心
停车场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停放。

（二） 11 月 19 日比赛线路两侧道
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停放（含路内停车泊
位）。

（三）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和区域禁
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禁止堆放各
类物品（含人行道、路内停车泊位、非机
动车道、便道、辅道）。

（四）管制期间，在设有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隔离设施的非机动车道为赛事应急

通道，机动车（ 7 座以下小型客车）可
借非机动车道通行（须服从指挥，严禁停
靠、逆行）；非机动车可在非机动车道靠
右缓行或在人行道上推行；无机动车与非
机动车隔离设施的路段禁止一切社会车辆
通行，非机动车可在人行道上推行。

（五）公交和公路客运企业要调整
车辆运营时间和线路，并提前向社会公
告。

（六）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各有关单位
和居民，请自行调整生产运输和出行安
排，合理规划行程。

请广大市民自觉配合赛事交通管制工
作。对不服从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扰乱
比赛秩序等违法行为，将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予以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特此通告
桂林市公安局

2017 年 11 月 9 日

交通管制通告

他意外失去一双手掌，却努力掌握各种生活技能，还办起了加油站、干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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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教清 通讯员欧阳元培 文/摄

36 年前，佘柏承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双手截肢，初中仅读了
3 天。他曾想过轻生，但在父亲和姐姐等亲人的鼓励下，重拾人
生，苦练“无手”技能。后来不仅能像正常人一样吃饭、穿衣、
砍柴、种田种地，还开办了洗衣店、日用品店和加油站，有了上
百万元的资产，成了远近闻名的“特殊大哥”。

佘柏承 1965 年出生于兴安县漠川乡桥头村委佘家村。 1981
年 6 月， 16 岁的他因意外事故，双手手掌被截去。年轻的佘柏
承遭此沉重的打击，对生活失去信心，在出院不久后的一天深
夜，打算跳河轻生。他的父亲和姐姐闻讯追出家门。佘柏承不愿
父亲伤心，只好躲藏在草堆中。

见父亲担心得老泪纵横，佘柏承暂时放下寻死的念头：如果
半年内不能自己穿衣裤，就真的不想活了。

如果不努力，肯定做不到；如果尽全力，一切皆有可能。佘
柏承辍学回到家中。他先用手臂和嘴配合，反复练习穿衣戴帽；
用手臂夹着勺子吃饭，后来又学会用手肘弯夹着筷子吃饭、写
字；上山砍柴时，他用双臂夹住柴刀，力气不比同龄人小；他把
犁耙扶手烧出一个洞，把手臂捆在上面，一斜一正地，也能赶牛
犁田……

连佘柏承自己都想不到，没有手掌，他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

后来，他在村上、县城开起了商店和批发部，还摆过地摊养
过猪，并开办了养殖场，规模养起了水鱼。佘柏承开心地说：
“当年县里还组织 20 多个局办的人来参观呢。”

成功的背后是他数倍于常人的艰辛付出。在养水鱼前，他亲
手挖水塘，自己将泥土挑上来倒掉，又挑来 100 公斤的水泥建
水塘。水鱼受伤，他要处理伤口、喂药，困难重重。

但佘柏承就是有一股不服输不向命运低头的干劲。 2004
年，他在乡里办起了正规的加油站， 2014 年还在县城投资约
40 万元，开起了干洗店。通过多年的打拼，佘柏承在县城和乡
里都有了住房。其中乡里那套房，曾有人出 70 万元想买，他没
有卖。

记者见到佘柏承时，他正忙碌着帮人加油。只见他麻利地输
入加油量、提油枪、加油，再从挎包中拿钱找零。当顾客需要发
票时，他又将笔夹在肘弯处，流利地写出一手好字。他的加油机
上还贴有二维码，供顾客扫描付款，上面他标着自己的微信号
“特殊大哥”。他说，很多人觉得他很特殊，所以他就取了这样
一个“绰号”。

“以前经常有人把车停在田边，看我如何犁田种田，也有一
名四川的大姐不惜远道而来，看我如何加油、种地、砍柴。”佘

柏承说，路是靠人走出来的，困难也是靠
自己不断克服的。他表示，如今仅自己
的加油站一年就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
“事业上不想再拼命奋斗了，打算找
个伴，安度晚年，资产就留给后代
吧。”

▲佘柏承开办的加油站
后面有一块空地，他用锄头
挖土种青菜。

▲遇上有人需要开收据或发票，佘柏承用手臂夹
着笔，也能写一手好字。

▲佘柏承给一辆农用车加油。

佘柏承在加油机上贴
着付款二维码，上面写有自
己的微信号“特殊大哥”的
字样。

佘柏承接打电话
时，是用手顶着手机的。

平时穿衣戴帽、
吃饭、吃水果，佘柏承
都能轻松驾驭，与正常
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他
说，这都是练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