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尹雪梅 杨梅芳

央视“宠儿”是如何炼成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广西灵川县的大桥
村，每年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都是紫云英的
盛花期。上千亩紫云英绵延数公里，就像满
天的紫霞，一不小心洒落到了人间……”

3 月 15 日上午 8 点 30 分，一则题为
《广西灵川千亩野生紫云英 疑似紫霞洒人
间》的报道在 CCTV-13 《新闻直播间》播
出后，迅速在我市市民的微信朋友圈中“刷
屏”。长达 55 秒的航拍，全方位展示了紫
云英花海的壮美，也将“公平紫云英”词条
送上了热搜。

而在 3 月 17 日、 18 日，《新闻直播
间》再度来到灵川县海洋乡。在央视导播的
镜头下，万亩桃花竞相争艳，蒙蒙春雨中，
与远山、小村、油菜花构成了一幅怡人的
“田园牧歌”图。

三天内多次登上央视直播，对于一个县
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肯定。值得一提的是，
这并非灵川首次登上央视直播。在 2017
年，央视就曾经把镜头对准过这个“山川毓
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参与几次直播的负

责人在说到为何偏爱灵川时毫不讳言：“这
里风景独好，宜居、宜游。”

纵观灵川近年来的发展，也正是从“养
在深闺人未识”，到“酒香不怕巷子深”。
依托“大外宣+大旅游+大格局”的发展思
路，灵川县敏锐地捕捉时下热点，聚焦沸
点，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国、自治
区、市级的重大活动中。利用媒体的“喇
叭”，喊出“灵川故事”。去年，灵川县在
国家级主流媒体上上稿 30 多篇，区级 200
多篇，市级 1000 篇。也正是媒体的合力，
让外界对灵川的知晓度和美誉度大大提升。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在众多县区
都力求发展，打特色牌的当下，如何脱颖而
出，成为灵川考虑的“大课题”。在经过细
致、全面论证后，该县因地制宜，抓住乡村
文化旅游产业，精心策划出了“神奇灵川”
这一乡村文化旅游品牌。从 2015 年开始，
每年推出几次活动，每一个活动的主题都不
重复。如， 2016 年 3 月是“神奇灵川·走
进桃花海洋”，同年 6 月则是“神奇灵川·
爱莲江头”； 2017 年 11 月则为“神奇灵
川·金色海洋”等。经过几年的精耕细作，
“神奇灵川”品牌效益凸显，做到了一个活
动带火一个乡村。

“神奇灵川”系列活动的策划负责人告
诉记者，每次活动，都会结合承办村的特
色，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再加上一些体

验式、浸入式的活动。如 2017 年 11 月
的“金色海洋”活动，让游客可以身临其
境地走到 100 多万棵银杏树中，感受
“人间童话”的唯美。还别出心裁地搞起
了“快闪”：百名中老年太极爱好者，突
然出现在村里的环湖一带，白衣飘飘地打
起太极拳。更有着古装的美女在林下抚
琴、外国友人旗袍秀等。此外，来宾还可
以到村民家尝地道美食、扛起锄头体验耕
作之趣等。

独特的风景加上精心的策划，2017
年，“神奇灵川·桃花海洋”引来了央视直
播。如今，在百度上搜索“神奇灵川”链接达
95 .7 万个，“海洋银杏”400 万个，“海洋桃
花”则达到了 611 万个。传统媒体、直播、
微信自媒体的“爆棚式”传播，让灵川乡村
旅游呈现出了井喷式发展势头。

“甲天下”的名片 闪耀

在新时代的春天里

“大外宣”的思路，让灵川县声名远
扬；“大旅游”的举措，让灵川县金银满
钵。有数据显示， 2017 年，灵川县接待
游客 6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0% ，实现
旅游收入 67 亿元，同比增长 68% 。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突破 385 万人次，实现
综合收入 14 . 3 亿元，分别增长 27% 、

34% 。
登上央视，是灵川 2018 年的“开门

红”。今年，灵川再一次向更高的目标发
起了冲锋：力争到年底，旅游接待人数超
过 8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0 亿元以
上。

春天，到海洋赴一场桃花盛宴，赏万
亩桃花怒放；盛夏，去莲花香里读江头，
品荷花亭亭净植；深秋，走银杏林里看一
场“金色的童话”；初冬，奔漓江绿道来
一次说走就走的时尚骑行。目前，灵川四
季乡村旅游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三年来，
共筹资 30 多亿元，开展漓江绿道、旅游
通道、旅游公厕等 30 多个旅游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同时，引进旅游项目 27 个，
总投资近 300 亿元。

下一步，灵川将以全力创建广西特色
旅游名县为目标，抓好桂林山水里、漓水
人家、逍遥湖、花溪世界文化艺术村等重
点旅游项目的建设与推广，以项目带动旅
游景区景点、业态、服务的提档升级。加
快形成以古镇文化游、乡村休闲游、养生
游为核心的特色旅游新业态，推动灵川旅
游、农业、文化“全面开花”。

“奇峰积翠压江城，略彴连云带廓
横。绕岸人家深树里，一滩流水舵边
声。”在新时代的春天里，灵川这张来自
“甲天下”的“靓丽名片”正在闪耀。

大外宣 大旅游 大格局

灵川：把“春天的故事”讲到央视去

本报讯（记者苏展 文/摄）临桂区四
塘镇与永福县苏桥镇争执了 55 年之久的
“蜈蚣岭”土地山林权属纠纷终于告一段
落。近日，在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双方
代表握手言和，并达成协议，调解涉及的
911 . 45 亩土地也终于有了归属并重新投入
生产。

临桂区四塘镇新村村委凤凰村和下全
村、界牌村委文田村和五龙村、李家村委西
村与永福县苏桥镇大罗村委福定桥、鱼龙
头、黄土三个自然村关于对“蜈蚣岭”土地
山林权属纠纷由来已久。由于历史原因，这
片 944 . 55 亩郁郁葱葱的山林土地权属一直
不明。

据市林业局调处办有关人员介绍，
1951 年 8 月，苏桥镇大罗村委从原临桂县

四塘镇划归永福县苏桥镇管辖， 1953 年双
方政府工作人员和有关村农会主席到现场划
定部分界线及管辖范围。 1963 年至 1966
年，双方成立国社合办林场，各自规划林场
造林时，纠纷开始发生，纷争不断。 2003
年、 2009 年、 2016 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
的群体事件。其间，市林业局工作人员和有
关部门多次调解，但由于情况复杂，当事双
方对立情绪严重等原因，都没有结果。

据了解，2016 年，我市将其纠纷立案，
由市林业局承办。调处工作小组多次到临桂
区和永福县档案馆、法院、民政局等查阅历史
材料，走访双方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周边村屯
的老人调查取证，了解历史情况；调查林改办
的林权材料，了解各村的林地面积以及发放
林权证情况，掌握各村的林地面积。调处人员

在处理矛盾纠纷事件中的始终坚持“情与
理”兼顾态度，多次组织协调会。

最终，工作组将“蜈蚣岭”总面积
944 . 55 亩土地山林权属纠纷分为 7 块争
议区域，按 7 个案件进行调解，目前已
达成了 6 个案件的协议，协商调解了
911 .45 亩。福定桥村与五龙村的 33 .1 亩

纠纷，经过多次做工作，并进行了三轮正
式协商，仍未达成协议，已形成了裁定书
报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复。

经过协商调解达成协议后，临桂区四
塘镇有三个村的土地已向外签订了承包合
同，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并直接产生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

五十余年纠纷一朝言和

我市成功调处一起跨县区山林权属纠纷案

成功调
解后群众给市
林业局工作人
员送来锦旗。

3 月 15 日，正值全国两会召开。在央视新闻频道滚动播放着的一系列国家大事中，有一条消息格外亮眼——— 来自我市灵

川县公平乡公平湖畔的紫云英花海，在当天上午 8 点 30 分、下午 2 点两个时段登上了 CCTV-13 《新闻直播间》。而在随后

的 3 月 17 日上午 9 点与 18 日 9 点、14 点，灵川县海洋乡桃花也接过了紫云英花海的“接力棒”，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

短短几天，灵川的风物在央视频频放闪。“甲天下”的北大门，何以多次吸引央视直播，成为镜头下的“宠儿”？这或

与灵川近年来实施的“大外宣+大旅游+大格局”发展思路密不可分。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的要求，经市委同意，现将唐恢
豪等 5 名同志拟提拔任用的有关情况
予以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对其
拟提拔任用，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
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前邮寄中共桂林市委
员会组织部举报中心(直接送的以送达
日期为准；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编
码： 541100)。举报电话： 0773-
12380 ，网址： gl.gx12380 .gov.cn 。
公示名单如下：

领导干部
任职前公示
市组示字〔 2018 〕 2 号

唐恢豪，男， 1963 年 9 月出生，
汉族，籍贯广西全州， 1987 年 6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现任
桂林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市法学会
党组成员、副会长(兼)，拟提拔担任正
处级领导职务。

时曦，男， 1963 年 11 月生，汉
族，籍贯广西灌阳， 1986 年 6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桂林市人
民政府副秘书长、桂林市调解处理土地
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主任，拟提拔担任
正处级领导职务。

蒋自强，男， 1969 年 12 月出
生，汉族，籍贯广西平乐， 199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现任灵川县委正科级组织员、八里
街工业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拟
提拔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

杨建平，男， 1973 年 10 月出
生，汉族，籍贯湖南零陵， 199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广西区委党校大专
学历，现任桂林市委办公室值班科科
长，拟提拔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

唐萍莉，女， 1964 年 11 月出
生，汉族，籍贯广西全州， 2003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现任桂
林市政协办公室秘书科科长，拟提拔担
任副处级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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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荔浦县出台特色优势农产品种植奖励
办法，巩固特色农产品发展，形成了以新坪镇荔浦
芋、双江花篢镇马蹄、马岭镇花卉苗木、蒲芦茶城乡
柑桔、大塘杜莫镇莲藕基地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发
展基地，示范带动全县荔浦芋、马蹄、柑桔特色优势
农产品种植发展。目前全县马蹄、荔浦芋、柑桔优势
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全县柑桔类水果年产值超过
20 亿元。

图为茶城乡果农趁晴好天气采收蜂蜜橙上市。

通讯员周俊远 黎振勇 摄

荔浦特色优势农产品
进入采收期

（上接第一版）播出以后，这两个萌娃“圈粉”无数，一度创
下了 50 天点播上亿次的记录。

“这几年，我作为文化产业的从业者，亲历、亲眼见证了
高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我感觉，政府是掏心窝子地想让我们
这些‘苗苗’快点成长成‘大树’。”王羽潇说，在企业初创
期，公司只有几个动漫创意人才，是名副其实的“车库公
司”。高新区不仅为他们免去了场地租金，减少税收，还在他
们入园后派专人进行跟踪服务，提供融资平台并且对企业的优
质项目予以一定奖励，极大地解决了文化企业创业初期面临的
许多难题。

高新区文化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化企业品牌树立周
期和回报周期长，因此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是重中之重。去年
以来，高新区着力组织辖区文化企业申报国家、自治区和市文
化产业方面的项目。经过评审，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数字化发行渠道及平台建设项目”等项目获得中央和自治
区专项扶持资金近 600 万元。桂林坤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诚信之花 美丽大家》荣获 2017 “壮美广西 网播天下”
原创网络视听节目入围作品，获得奖金 6 万元；《可可小爱
进东盟》动画（第一期）获得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扶持
资金 85 万元，累计获得各种项目扶持成长基金数百万元。这
些充足的资金，为辖区文化企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引进来”“走出去” 放大文化效应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方网络”）也是一
家位于高新区的文化企业。近年来，该企业通过影视投资和版权
购买的方式，与好莱坞影视公司、索尼影业、福克斯、迪士尼、派
拉蒙、环球影业和国内知名片商搭上了线。先后参与投资了一批
电影，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科幻片《星际迷航 3》。

2015 年，该公司在泰国成立了泰中文化传媒集团，设立
丝绸之路电视台，并于 2016 年 3 月在泰国曼谷开播。丝绸之
路电视台以中国内容为特色，关注东南亚各国文化，并将中国
热门影视翻译成泰语，通过泰星 5 号 24 小时进行转播。

黄艳，东方网络的负责人之一，她告诉记者，东方网络的
发展方向就是新媒体内容制作、发行与运营。开通丝绸之路电
视台的初衷，也是积极践行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通过大
众影视这个渠道，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东方精神。“十九大报
告提出了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为
扎根在桂林的企业，我们将以此为指引，抓住机遇，不断尝试
新业态、新模式，让更多人了解桂林、了解中国。”黄艳说，
目前，公司主营收入达到了 3 . 77 亿元，净利润约 2826 万
元。

“拿奖拿到手软”，是桂林喀斯特服饰有限公司的真实写
照。 2005 年，本着“ 100% 原创设计，打造最具血性的原创
民族品牌”的理念，张杰和弟弟、妹妹一同创立了“喀斯特”
品牌。经过 12 年的发展，这个诞生于桂林、融合了桂林山水
元素和传统民族手工技艺的原创服饰品牌，已成为行业内的
“领头雁”。先后荣获包括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金奖、中国
青年创业创富大赛金奖在内的省、市、国家级所有旅游商品大
赛的金奖。张杰和他的团队所设计的原创包包和服饰，还被国
家旅游局授予“中国十强旅游商品”荣誉。

在张杰的工作室，有两面墙格外引人注目，一面陈列着从
全国各级比赛中斩获的金灿灿的奖杯，一面就是融合了桂林元
素和民族风情的原创包包。“这个包包，上面有一块是壮锦元
素，拉链头则是用我从漓江边捡来的小石头打孔穿上去的。旁
边那个，灵感来源于穿青族。我们就是穿青族， 2014 年获得
身份承认。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广西工艺美术作品暨大师精品展
上，由我们团队设计的《穿青往事》系列服饰获得了‘八桂天
工奖’金奖，《盘王起舞》系列获得‘八桂天工奖’银
奖……”张杰介绍说，由于自己太沉浸在设计包包、服饰其
中，好多人开玩笑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张包包”，这个“雅
称”甚至还录入了百度百科中。

张杰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东盟各
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常态化。“拿 2017 年来说，我们参与
了东西瓦肆——— 桂林国际青年文创市集、柬埔寨、缅甸青年文
化交流等。借助着一个包、一件衣服，传递着属于我们桂林的
文化自信。”

中国社科院出版的《体育蓝皮书·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
告》将体育产业定义为文化产业中的“重工业”。在创意产业
园内的桂林波菜体育公司，联合创始人杨放则跟伙伴们忙着组
织最近系列骑游活动。 2016 年，一群在外打拼 10 余年的桂
林游子创立了桂林波菜体育公司。本着为“ 2-100 岁的人们
提供健康运动处方”的理念，杨放和创业伙伴们将企业定位为
“身心健康+体育赛事+人文旅游+公益慈善”。

近年来，我国自行车、马拉松等赛事呈现井喷式发展。据
不完全统计， 2016 年，全国各类自行车赛事就达到了 3400
场。因此，“波菜体育”也将目光瞄准了自行车运动，推出了
环漓江自行车骑行（简称“漓骑”）这个运动城市 IP 。“骑
行加上世界最美河流，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杨放说，从
2016 年到 2017 年，共举办了 8 场成人“漓骑”大赛，参与
人数达到了 10125 人。 6 场 2-6 岁的“全世界年龄最小的自
行车运动竞技赛”，吸引了桂林周边省市 600 个家庭参赛。
“未来，我们将把‘漓骑’打造成国内外重大的、服务‘一带
一路’建设的、具有职业联赛水平的、群众性休闲娱乐参与度
高的民间赛事。在运动中输出健康、地域文化，为打造健康桂
林做一份贡献。”杨放说。

桂林国家高新区：

燃起文化创意的熊熊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