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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陆仕臣 记者秦丽云）
“从水竹窝到官岭村的公路修好了，而且修
到我屋门口了，我家立马买了台小轿车，我
们山里人也和城里人一样，可以以车代步
了，幸福感满满的。” 6 月 3 日清晨 6 点
多钟，灌阳县洞井瑶族乡大竹源村水竹窝屯
村民郑永德一边喝茶一边兴奋地说。水竹窝
屯到官岭村的 1 . 4 公里公路从今年 4 月 10
日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科学合理安排时
间，该路原计划到 8 月竣工，却提前了 2
个多月就交付使用了，让群众提前享受到了
扶贫的实惠。这是该县把中央财政扶贫专项

资金落到实处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灌阳县充分发挥党建带动引领

作用，基层党组织把责任扛在肩上，当好群
众的主心骨，不断提升村级事务管理和带领
群众致富的能力，业已成为脱贫攻坚战中的
先锋队。他们狠抓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
金投放等工作，做到项目优先筹划、优先列
入项目库，确保一批批项目落到实处。

“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太好了，一批民
生、扶贫项目都在我们山区农村落地，让我
们农民得了许多实惠。现在路通了，老百姓
的杉树、竹子及农副产品都能‘走’出大山

了，我为党的好政策点赞。”在水竹窝
屯，有 43 年党龄的老党员郑世桥激动地
说，他见证了山村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
党的各项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

6 月 3 日，也是水竹窝到官岭村的公
路交付使用的大喜日子。看到许多村民开
着轿车、货车、摩托车来来往往，该县扶贫
资金政策专责小组负责人、县财政局负责
人说：“在扶贫中务必做到扶贫项目优先安
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
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2018 年全县第一
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 5107 万元，涉及

50 个项目。5 月 31 日，完成支出 2587 万
元，占比 50 .66%，6 月底可完成第一批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1-5 月，全县涉农整合资
金 8873 .2 万元，实际支出 4002 .54 万元，
完成进度 45 .11%。”

前来检查项目落实情况的灌阳县委书
记陆桂弟说：“各乡镇、各部门要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充分
用好专项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项目建设
要抓质量、抓进度，彻查严惩扶贫领域中
‘动歪脑’、‘伸黑手’的行为，确保扶
贫项目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陈娟 文/摄）日前，广
西教育厅在桂林市旅游职业中专举办 2018
年广西中小学幼儿园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观摩
活动，以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师生反
恐安全防范意识，提升校园内部保卫组织应
急防暴反恐能力，切实做好校园安全防范工
作。

当天下午２点多，演练正式开始，两名
“恐怖分子”突然强行闯入校园，学校的执
勤老师、安保人员迅速响应，紧急牵制歹
徒、疏散附近学生，并向 110 应急联动报
警。此间一名女生被持刀劫持，情况十分危
急，公安特警救援迅速赶到开展处置工作，
采取各种应对措施，最终特警与护校队员合
力将“恐怖分子”制服，学生获得解救。

随后的消防疏散应急演练中，校园内一
幢教学楼突然发生火灾，浓烟滚滚，火势迅
速蔓延。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按预案路线
紧急疏散。部分师生被困，急待救援。学校

救援力量迅速响应，做好先期处置，会同
迅速赶来的消防救援力量，开展消防、紧
急疏散及救护工作，险情得到控制。消防
部门开展灭火、采用消防云梯等方法解救
被困师生。

演练后，警务专家和消防专家对演练
进行了点评，向师生们讲解遇到突发事件
如何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和如何应对校园暴
力等安全知识。

自治区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强调，演练
的目的是增强应急处置的能力。各地教育
部门和学校要借鉴这次演练的经验做法，
强化问题导向，突出实战意识，进一步完
善应急预案，充实应急队伍，常抓不懈做
好应急演练工作，提高学校应对突发事件
的组织协调、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高广
大师生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避险、自我保
护和自救互救能力。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朱继红）近期以来，市散装
水泥办公室持续开展了散装水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旨在普及
散装水泥知识，使市民、企业广泛了解发展散装水泥产业并推
广散装水泥使用对于改善城乡居住环境和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性。

据了解，散装水泥是指水泥从工厂生产出来之后，不用任
何小包装，直接通过专用设备或容器、从工厂运输到中转站或
用户手中。与袋装水泥相比，散装水泥具有节约资源、节约包
装费用、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同时还具有降低
水泥粉尘排放程度，减少环境污染、改善劳动条件等众多优
点。在宣传活动中，市散装水泥办公室在解放东路润松大厦、
香江饭店两处的 LED 电子屏滚动播出图文并茂的散装水泥宣
传片，向市民展示了发展散装水泥工作取得的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次展示将一直持续到 8 月 31 日。

市散装水泥办开展

散装水泥宣传活动

广西中小学幼儿园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观摩在我市举行

灌阳县：

抓好基层党建 确保扶贫项目落到实处

▲近日，市渔政执法支队联合市漓管委、灵川县、阳朔县、平乐县、恭城瑶
族自治县执法人员以及各县渔民代表在灵川县大圩镇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
活动。演练现场，执法人员为渔民讲解灭火器和救生衣的基本原理，并现场演示
灭火器等安全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再由渔民对消防、救生设备进行实操。主办
方希望通过演练增强渔民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记者苏展 摄

▲近日，由七星区妇联、七星区团委主办的“童心绚烂 健康成
长”文明创建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在华侨旅游经济区举行。辖区
60 位留守儿童及家长和志愿者在主办方的带领下，做起了游戏、制
作了蛋糕，并且学习了儿童用药等健康护理知识。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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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钟静）为了庆祝“世界环境
日”，日前，象山区平山街道环卫企业开展了以“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为主题的环保系列活动。在活动中，平山环卫企业
组织环卫工人和辖区部分居民代表观看了环保宣传片；同时，
组织环卫工人走进部分社区，义务帮助居民清理楼道垃圾、杂
物，并向居民开展市容环境卫生知识宣传，引导大家自觉爱护
环境，做好小区保洁工作。

■榕城短波

象山区平山环卫开展主题环保活动

为泗安小学“送健康”、“送电脑”

市干培办

“教育扶贫”情暖泗安
本报讯（通讯员钟章和 周俊旭）为深入推进教育扶贫工

作，近日，桂林市干部培训管理办公室干部职工来到帮扶贫困
村恭城瑶族自治县嘉会镇泗安村，在泗安小学开展关爱儿童送
健康和“教育扶智”捐赠活动。

当天，市干培办出资，请恭城妇女儿童保健院为全校 64
名学生及 6 名教职工进行健康体检，并为师生讲解宣传疾病
预防知识。为提升泗安小学的教学条件，市干培办捐赠了价值
7 万多元的教学电脑 25 台、电脑桌椅 25 套，并与嘉会镇党委
政府一起组织全校师生进行传统文化经典范文领读活动。

市干培办从 2015 年 10 月驻村帮扶以来，充分利用有限
资源多举措开展教育扶贫工作，全面改善了贫困村小学的办学
条件，向教育部门争取资金 20 多万元扩建了小学体育活动场
所基础设施 800 平方米；开展全民素质教育和各项技能培
训；为所有贫困户落实了各项教育帮扶政策等。为此，泗安村
荣获了 2017 年度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市干培办荣获
了 2016-2017 年度全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
先进后盾单位称号。

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秦晓川）近日，记者从象山
区南门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在新一轮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中，我市一批单位榜上有名，其中象山区银锭社区被命名为全
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社区”。这是在创建活动中，
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

象山区一直是多民族散居区，常住人口 28 万，其中常住
少数民族人口 2 . 5 万人，民族成分多，包含壮、瑶、回、
苗、侗、满等 41 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民族间的
交流不断增加，象山区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也日渐
增多，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近 2000 人。自
2014 年以来，银锭社区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契
机，以“促进民族团结，创建和谐社区”为工作目标，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紧紧围绕着各民族“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一主题，精心整合资源，创新工作思
路，全力推进了社区各项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银锭社区被命名为

全区“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何军）集贸
市场脏乱差现象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
点。在去年创城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后，近
日，西门市场的脏乱差现象有所反弹。 6
月 7 日，市城管委组织市城管支队、象山
区城市管理局等联合执法，对西门市场进行
整治，巩固创城成果，还市民群众一个整洁
的市场环境。

当天上午 10 时许，记者在西门市场看
到，正是市场交易高峰期，市场内外人流量
很大，周边车辆十分繁忙。西门市场北侧大

约长 200 米的通道，本是专门留给行人
通行，在去年创城整治中也彻底疏通，然
而现在被“马路市场”堵得水泄不通。一
些占道经营的小摊小贩搭起塑料棚乱摆乱
卖，原先专门留给市民停放非机动车的停
车位也被占据。

针对西门市场市容乱象，市城管支

队、象山区城市管理局出动几十名执法人
员，立即对这条通道进行整治。执法人员
要求临时占道摊贩立即将货物撤离通道，
并配合执法人员拆除塑料棚，疏通通道。
执法人员还将堵在通道上的拉货车辆全部
搬离，把垃圾清扫干净。经过整治，这条
通道恢复了以往的畅通，环境也干净整洁

了，整治行动得到市民群众的好评。
市城管委负责人表示，市城管委将与

象山区进行城区、部门管理联动，针对西
门市场开展为期一周的专项整治行动，坚
决遏制西门市场乱摆乱卖、占道经营、无
序停车等乱象，在创城工作中抓出常态
化、长效化管理的成效。

象山区城管大队西门中队负责人也表
示，近期他们会集中对西门市场开展整
治，并做好督查管理，确保市场管理不放
松，市场乱象不反弹。

坚决遏制占道经营、无序停车

市城管委、象山区联合整治西门市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
清 李思虹）为了增强学生爱眼护眼
意识，普及科学用眼知识，预防近视
等各类眼病，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
眼科中心医护人员来到中华小学开展
爱眼护眼科普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市二医院眼科医护人
员为中华小学一年级 50 多名小学生
开展眼科检查，并为该校学生举办了
青少年爱眼健康知识讲座，让学生掌
握科学的爱眼、护眼知识，改善视
力，遏制近视度数增长。市二医院眼
科副主任王俊表示，爱眼护眼行动是

一项关心少年儿童健康生活、快乐
成长的有效举措，希望社会各界共
同关注青少年视力问题，让广大青
少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又讯 日前，市二医院机关支
部 10 多名党员来到恭城瑶族自治
县嘉会镇白羊村，对白羊小学、鸭
塘小学的小学生开展慰问，捐赠了
书包、文具、书籍、体育用品，并
捐款建设希望书屋，款物总计 1 . 2
万多元。同时，党员们还到白羊村
慰问了空巢老人。

市二医院爱眼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李锦）

日前，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成功为一位
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患者实施经支气管镜冷冻肺
活检术。据悉，该项技术于 2009 年在德国首次
报道应用， 2015 年引入中国，桂医附院也是首
次应用该技术完成肺活检。

王某今年 56 岁， 5 月 24 日，他在运动后
因气促伴关节疼痛来到桂医附院呼吸内科就诊，
医生检查发现，他患有双肺弥漫性病变、间质性
肺炎。该科呼吸内镜介入团队制定了周密的手术
方案和应急预案，并顺利完成了经支气管镜冷冻
肺活检，取得直径约 10 毫米的肺组织，比常规
经支气管镜肺活检获取的标本大 5 — 10 倍，更

有利于病理科医生作出病因诊断，指导临床治
疗；且术后出血少、未发生气胸等并发症。

该院呼吸内科主任马礼兵介绍，弥漫性肺疾
病的病因诊断一直是呼吸病学临床实践中的难
题。经支气管镜冷冻肺活检技术是利用冷冻探头
在冷冻过程中的黏附性，将经支气管镜进入的探
头周围的组织暴力撕裂，获得组织学标本的一项
新技术。其适应症主要是弥漫性肺疾病、肺外周
疾病的诊断及肺移植后的监测。医院呼吸内镜介
入团队顺利开展经支气管镜冷冻肺活检术，将为
广大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的
患者带来更大益处。

桂医附院完成首例经支气管镜冷冻肺活检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周俊远）近日，荔浦县与深圳
鹏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稀土电池项目签约仪式。该项目
的落户，将促进桂林新能源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助推光电科技
产业再上一个新台阶。项目预计年底完成一期建设，投产后年
产值可达 4 亿元。

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荔浦县金鸡坪工业园区，项目预计
总投资 150000 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 1000 亩，分三期建
设进行。第一期将于 2018 年底完成建设 18650 动力电池生产
线，达产后实现利税 2000 万元以上；第二期、第三期分别为
建设动力电池生产线与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线。

稀土电池结合了当前国内外锂离子电池的技术优势，利用
稀土技术对电池体系进行再创新再升级，作为新型能源产品，
从生产到使用、回收均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荔浦引进稀土电池项目
预计年底完成一期建设，

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4 亿元

创城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