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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攻坚，精准脱贫，实现两个建成宏伟目标

荔浦：产业扶贫村民致富集体增收

■政策脱贫攻坚进行时
广西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

登载（二十七）

□本报记者孙敏 通讯员周俊远

近年来，荔浦县立足资源特色优势，以
贫困村为主战场，聚焦精准，通过因户把
脉、“借船出海”、“抱团打捆”，用电商
“金钥匙”开启致富大门，村集体经济在做
强中壮大，全县扶贫产业道路越走越宽阔。

因户把脉问诊开出脱贫精准“处方”

“作为广西优势农特产品种植大县，荔
浦县种植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
38 万亩，年产量达 50 万吨，年产值达 40
亿元。但不能忽视的是，荔浦仍有贫困村、
贫困户未脱贫。”荔浦县县长李玉清说，有
贫就得扶，但要如何扶，这成为荔浦人思考
的问题。在他看来，光靠“输血”不成，必
须强化“造血”功能，加快产业发展，才能
确保尽快脱贫。

荔浦县根据不同情况把脉问诊，建立起
了有荔浦特色的立体式扶贫机制：选育一个
出效益、稳增收的特色产业，搭建一个服务
优、带动强的发展平台，在贫困村构筑起以
县领导、市帮扶工作队、帮扶单位、当地政
府、帮扶干部“五指成拳”的帮扶格局，政
策撬动组建 8 支专业技术培训队，对全县
拥有种养产业的农户进行技术跟踪指导。

对症下药、因村施策，让荔浦扶贫产业
得到迅速发展。如今，修仁镇 5 万亩柑桔
产业示范基地种植户达 9500 户，从 2016
年起共有 480 户贫困户种植砂糖桔 1200

亩，挂果后户均可增收 8 万元。目前，荔
浦 379 个示范种养基地让扶贫产业不断壮
大。与此同时，荔浦县扶贫产业园第一期已
建成，入园的 23 家企业带动 2900 人就
业，其中贫困户 395 人，占产业园就业总
人数的 10 . 8% ，年人均收入 2 . 4 万元以
上，达到了让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加收入的
目的。

“借船出海”农村电商开启“致富门”

荔浦农产品品质提升了，如何销售成为
新问题。农产品进城“最后一公里”难题制
约着农产品销路，扶贫致富路必须想办法全
面打开。

为此，荔浦县以创建国家第二批、广西
壮族自治区第一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为契机，出台政策，对 33 个贫困村开展
电子商务专项培训，投入 200 多万元电商
培训孵化资金，搭建起电商立体化培训体
系，在农村贫困地区成功孵化小型电商企业
60 多家、网店微店 140 余家。投资 1 . 5 亿
元打造电商一条街，建成县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和 13 个乡镇电商服务中心、 200 多
个村级电商服务点，形成“县有中心、乡有
站、村有服务点”的电商扶贫覆盖模式。

如今，蒲芦瑶族乡盛产的八角、龙怀乡
的生姜、东昌镇的茶油通过农村电商销往全
国各地。在此基础上，荔浦县通过建立线上
产品销售机制，开展“我为家乡推产品”、
“ 3·15 网购节”等系列活动，由驻村第一
书记向电商平台推荐贫困村、贫困户农特产

品，实现网上销售农产品近 500 万公斤,
800 多贫困户人均增收 1200 多元。荔浦县
马岭镇的网络销售“荔浦芋皇后”韦宜丽通
过网络，一年可为贫困户销售荔浦芋达到
12 吨，有力促进了贫困户增收。

“抱团打捆”壮大集体经济

2017 年 8 月 25 日，荔浦县首个由新
坪镇黄竹、清江、长滩、兴义、双合 5 个
贫困村抱团发展的集装箱养鱼项目在新坪镇
启动。该项目通过科技手段尝试集装箱养
鱼，将获得集体经济收入助推贫困村脱贫致
富。作为脱贫的新尝试，“抱团打捆”壮大
集体经济，为贫困村脱贫提供了新的思路。

荔浦县东昌镇也打开思路，在集体经济
收入薄弱的东阳村、思贡村各投入近 30 万
元资金发展光伏发电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发
展。目前，思贡、东阳两个贫困村光伏发电
项目已投入使用,预计每年可为两个贫困村
带来近 4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荔浦县大塘镇西隆、花岗、高岸 3 个
贫困村各投入 30 万元入股万家兴合作社，
建设兴万家柑桔示范区，每年分红 3 万
元……

“抱团打捆”壮大集体经济，是荔浦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针对部分贫
困群众缺乏劳力、资金、技术情况，荔浦县
按照“群众熟悉、就近就便、能干会干”的
原则，强化“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探索
出“电商+一店一村一产业”、“资金、土
地+合作社”、“土地运营+资产盘活”、

“特色产品+龙头企业”等集体经济“抱
团”发展模式。

据统计，目前荔浦县有 11 个贫困村
采取“村集体资金+合作社”模式发展集
体经济。在此基础上，荔浦投入资金
2500 万元建成荔浦“电商扶贫一条
街”，为每个贫困村设置一个门面店铺，
扶持全县 33 个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项
目，增加贫困户和村集体收入。青山镇大
明村、东昌镇东阳村、双江镇同福村、杜
莫镇下樟村等 4 个村利用闲置土地或厂
房建设冷库、选果生产线、采石场等，向
承租合作社收取租金，年回报率达
10% ；花 镇南源村利用广西扶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资金 210 万元，新建
20 亩现代化香菇种植示范基地，每年增
加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以上，辐射带动本
村及周边村贫困户种植香菇 500 亩，实
现村民致富、集体增收双赢局面。

“只有扶贫工作精准到位，产业才能
增活力，农户才能得实惠。”荔浦县委书
记陈代昌介绍，如今在荔浦，“特色产业
+基地+电商”的花 南源村香菇产业、
“品牌产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兴万家
柑桔核心示范区产业、“高科技项目+资
产盘活”的新坪集装箱养鱼村集体经济项
目、“资源开发+企业”的杜莫镇采石场
股份合作模式、“以大带小+入股分红+
合作经营”的青山镇“田田圈”专业合作
社扶贫产业，以及“电商+一店一村一产
业”的电商扶贫模式，让全县帮扶贫困村
脱贫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黎晴英） 5
月 22 日上午，由市委人才办、市工商联主办
的 2018 — 2019 年桂林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及
项目对接需求座谈会在榕湖饭店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已启动高层次人
才引进及项目对接需求征集工作，努力为民营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高校、国企等破解高层
次人才紧缺难题。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实施《桂林市高层
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暂行办法》，确定了重点引
进的六大类高层次人才，并对引进人才给予
相关的人才津贴、购房补贴、科研项目资助，
以及医疗、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服务支持。举
办此次会议，就是为了及时掌握全市用人单
位人才需求信息，切实做好我市高层次人才
引进工作，解决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高层次人才紧缺问题。会上，市委人才办
相关人士向各县区工商联和部分民营企业代
表介绍了我市为高层次人才提供的各项优厚
待遇，以及针对各引才单位设立的“伯乐奖”
等，并指导企业代表填报 2018 — 2019 年度
高层次人才引进需求计划，为下一步开展高
层次人才桂林行系列活动做好准备。

市工商联负责人介绍，根据全国工商联

的调查情况看，各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一
才难求”的情况，目前各大城市还推出针对
高层次人才的系列优惠措施，打响了“抢人
大战”。在此背景下，市工商联及时应对，
联合市委人才办举办本次活动。今后，工商
联将积极支持和帮助我市民营企业做好高层
次人才引进工作，破解发展难题，为全市非
公经济做强做大做好服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黎晴英）近
日，一些途经古南门的市民发现，千年古榕树
的上半部分树叶变黑了，整个树冠变成暗黑
色。这株古榕是不是生病了？市园林局相关人
士表示，古榕确实患有煤烟病，日前园林工人
已为它喷药治疗。

近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园林专家正在为
古榕诊断。由于古榕太高，绿化管护单位的喷药
车无法将药物喷洒到树的上半部分，一名园林
工人扛着喷药泵，站在高空剪枝车上为古榕喷
洒药物。一些园林工人还在现场管控秩序，防止
因药物随风飘洒，影响过往市民游客。该人士介

绍，煤烟病也叫煤污病，在园林植物上发病较
普遍，主要危害是抑制植物的光合作用，削弱
植物生长。受害植物的叶片布满黑色的煤粉
层，影响景观，降低观赏价值，严重时甚至引
起树木死亡。由于近期我市雨水多、气温高，
导致古榕患上煤烟病。

该人士说，煤烟病主要危害榕树、金叶
女贞、紫薇、紫荆、阴香、桂花等园林植
物。去年，七星路的紫薇因患有煤烟病，开
花量剧减。园林部门除了对古南门千年古榕
做好治疗外，还将对市区植物进行全面排
查，开展煤烟病专项防治。

本报讯（记者陈娟）近日，桂林旅游学院举办了
2018 “民族村落旅游学术论坛”，增进民族村落旅游研
究学者交流，共商民族村落旅游发展。

本次论坛聚焦民族村落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由桂林
旅游学院主办，桂林旅游学院《旅游论坛》编辑部、中国南亚
旅游战略研究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承办。桂林旅游学院特
聘教授、中国南亚旅游战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旅
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我国著名旅游人类学家
彭兆荣为论坛发起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
国际旅游研究院创院院士格拉本，泰国清迈大学亚洲旅游
研究中心主任、《Asian Journal of Tourism Re-
search》杂志主编 Ploysri Porananond 博士，南非夸祖
鲁—纳塔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Sabine Marschall，
日本多摩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 Megumi Doshita，中国
台湾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叶秀燕（Joyce Hsiu-Yen
Yeh），桂林旅游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陆栋梁等 6 位
专家围绕民族村落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议题发表了
主旨演讲。来自香港和内地 7 所高校的 12 位学者在平行
论坛环节分享了个人研究成果。

本次论坛为桂林旅游学院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讲
好桂林旅游故事、助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行动之
一。来自美国、加拿大、南非、日本、泰国及中国香港、
台湾地区和广西区内外近 30 所旅游院校、科研院所的
150 多位研究人员参加论坛。

作为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论坛还
举行了中国南亚旅游战略研究中心授牌和专家聘任仪式。

“民族村落旅游学术

论坛”在我市举办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近日，高新七
星区召开 2018 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动员大会，总结分析在上一轮创全国文明城工作中的不足，
并向全区发出号召，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和辖区居民拿出咬
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整装再出发、再发力、再前进，做好国
家卫生城迎检复审工作，争创全国文明城。

高新七星区提前启动今年的国家卫生城复审迎检工
作。去年，高新七星区投入 2000 余万元全面推进创城各
项工作，辖区综合环境得到显著提升。根据会议要求，今
年高新七星区主要从整治市容环境和市场秩序、提升市民
整体素质、持续抓好百姓“金点子”办理等三方面推进创城
工作深入开展，着力抓好市容“五乱”和“除四害”，抓好市场
秩序、主次干道、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整治；进一步提高
城市精细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全力以赴提升市民整体素
质，打造一批有特色、高质量的公益广告，强化典型示范
宣传，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建设。同时，关注民生热点，
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对“金点子”活动中反映的问题将立
行立改，真正做到“创城为民，创城惠民”。

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代表近 300
人参加会议。会上，高新七星区还表彰了 2017 年创城工
作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高新七星区部署

卫生城复审工作

我市开展高层次人才引进及项目对接需求征集
为民营企业破解高层次人才紧缺难题

本报讯（记者陈娟） 5 月 19 日，我市举行中小学生
“时刻听党话，永远跟党走”讲故事暨演讲比赛。从全市
各县区精心选拔的 37 名小学生和 40 名中学生参加了比
赛。据了解，这是桂林市第 25 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
育活动的主题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和市新华书店
协办。活动以“百年追梦，全面小康”为主题，中学组参加的
是演讲比赛，小学组参加的是讲故事比赛。参赛选手们从不
同角度讲述了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理解。从清代李鸿章签订

《马关条约》的屈辱历史到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从新
中国成立后的飞速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选手们有
的从中国曲折而光明的历史发展道路，讲述中华之崛起历
程，感染了全场听众；有的结合身边人物的英勇事迹，歌颂
了共产党员“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有的则把目
光投向国内外局势，慷慨激昂地表达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学习奋斗的决心……他们用真实的
情感、流畅的语言和感人的事例，把现场气氛不断推向高
潮。评委们根据每位选手的表现，分别从主题设置、讲演技

巧、精神面貌、仪容仪表等方面进行打分。
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来自全州的唐赢晖和叠彩区

的董玥彤获得小学组特等奖，全州县第三中学的蒋净
妍、平乐中学的卢福超、广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刘宜
宣获得中学组特等奖。

时刻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

我市举行中小学生讲故事暨演讲比赛

▲参赛选手在台上精神饱满地讲故事。记者唐侃 摄

为古南门千年古榕治病
园林部门开展煤烟病专项防治

园林工人在为古南门千年古榕喷洒农药。

通讯员李腾钊 摄

第一节 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

一、强化贫困地区生态保护，构建生态安全屏
障。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加
强石漠化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逐步将西江两岸林地
划为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加强自然生态保护。继续
实施珠江防护林工程，开展珠江中下游水源涵养、水
土保持林保护与建设，加强与广东省合作，共建珠
江—西江生态廊道，增加森林面积，增强生态功能，
构筑珠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合
理控制开发强度，加强产业发展引导，建立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发展负面清单，提高生态环境准入门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保障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贫困地区生态系统修复，持续改善生态环
境。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建设，积极推进新一轮退
耕还林，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植被恢复，控制水土流
失，增强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产品供
应能力。争取将未纳入自治区级以上公益林管护的天
然林全部纳入国家级公益林管理，落实森林生态补偿
资金。对一些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天然林生态系统及
生物多样性，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要水源涵养地、
森林公园乃至国家公园，实行重点保护、永久保存。进
一步优化全区公益林布局，稳定公益林占比，强化公益
林管护和经营管理，加强低效公益林改造，实施公益林
提质增效工程。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植被改造和恢复。推
进石漠化综合治理，43 个重点县继续实施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充分发挥植被恢复措施在治理中的主体作
用，通过封山育林育草、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森林
抚育等措施恢复植被，维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石灰岩生
态系统稳定性。结合石漠化片区生态移民，加大困难地
区植被恢复，增加森林蓄积，增强生态功能。

本报讯（记者陈娟）第四届“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大赛桂林赛
区在经历近３个月紧张激烈的比赛后， 5 月 20 日落下帷幕，在桂
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颁奖仪式。

今年是“曹灿杯”青少年朗诵大赛第三次在桂林设立赛区。桂
林赛区由桂林市推广普通话学会承办，下设 36 个分赛点，分为幼
儿、少儿、少年、青年等 7 个组别，共吸引了各县区喜爱朗诵的
6000 多名青少年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决赛，评选出特金
奖、金奖、银奖及铜奖，其中 30 余名特金奖选手的比赛视频将送
到北京参加选拔，选拔出来的优秀选手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总
决赛暨颁奖晚会。这些选手将与全国著名朗诵艺术家同台演出。

颁奖活动中，获奖选手分别朗诵了《中华少年》《乌鸦喝水》
《继承，出发》《春风进我家》等篇章，充分展示了桂林青少年的
语言艺术风采。

桂林市推广普通话学会有关人士表示，借助朗诵的形式，桂林
赛区比赛通过初赛、复赛、决赛，以及关爱语言障碍儿童活动，广
泛征集了优秀朗诵作品，发现了一大批“朗诵小明星”，带动促进
了更多青少年自觉融入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优秀文化活动中来，提
升了桂林青少年的语言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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