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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
求，现将拟调整的《桂林临桂新区中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F－１２地块予
以公示，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该项目位于桂林临桂新区中心
区；其他详细情况请到桂林市临桂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咨询。申请人和规划地
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果对该规划有异议，
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实姓名
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
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
话：0773-5590766)。申请人和利害关
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 公告公示栏）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６月２６日

公 示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要
求，现将拟调整的《桂林临桂新区中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Ｊ－０３、 Ｊ
－04 、 Ｊ－05 、 Ｊ－16 、 Ｊ－
18 、 Ｊ－19 地块予以公示，公开征
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该项目位于
桂林临桂新区中心区；其他详细情况请
到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咨
询。申请人和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
果对该规划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
体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方式)
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
城 乡 建 设 局 ( 联 系 电 话 ：0 7 7 3 -
5590766)。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依法
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
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站：www.lingui.gov.cn
（详见临桂住建——— 公告公示栏）

桂林市临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 年６月２６日

公 示

近日，桂林市第十四中学的师生发现，校园
操场内的两棵参天古树正遭到白蚁的侵蚀，让人
痛心。“两棵古树是我们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大树下更是学子们学习和嬉戏的好去处，我
们要想办法抢救这两棵大树。”为此，十四中的

黄校长联系了桂林市科迅白蚁害虫防治有限公
司，请求专业帮助。

6 月 7 日下午，桂林市科迅白蚁害虫防治有
限公司的灭蚁专家石树长来到了十四中。通过对
两棵古树的现场察看，石树长发现，这两棵直径
均达 1 米左右的古树枝繁叶茂，但有四分之一的
树干被白蚁啃噬，树皮大面积朽烂脱落，树干部
分已形成了一个大窟窿，留下被白蚁蛀得千疮百
孔的痕迹。

石树长仔细观察还发现，蚁巢在树干中间，如
果要把它直接挖出来，很容易伤害到树。采用药物
杀蚁，蚁与蚁互相传染，它就全部把主巢杀死了，
把副巢也杀死了，这个效果比挖巢还好些。

根据现场的检查情况，石树长决定用药剂对
白蚁进行消杀，并从根部至树干对古树的内外同
时施药。

在喷洒药剂十来分钟后，树身表面的白蚁已
基本丧失活动能力，慢慢死去。不过，蚁巢内的
一些白蚁，因为没有喷到药物，依然很活跃。

给两棵古树施药后，石树长特别提醒十四中
师生，古树灭蚁期间，最好避免到古树附近玩耍
或长时间逗留，以免引来白蚁叮咬。

6 月 8 日上午，十四中的师生们发现，两棵

古树附近的地面上，有很多已经死亡的白蚁。
石树长说，这些正是喷洒药物后，药物慢慢发
挥作用，白蚁慢慢被灭杀的效果。

“灭蚁专家专业的服务，帮助我们守护了
校园的美丽，也帮助我们避免了学生遭受白蚁
的困扰和伤害。”十四中的黄校长说，看到白
蚁被慢慢灭杀，他相信，这两棵古树一定能够
慢慢地恢复原状，喜欢到古树下学习和玩耍的
学子们，一定会特别开心、放心。

那么，在室外发现白蚁，究竟该如何灭杀
最安全，最有效呢？

据石树长介绍，在室外发现白蚁危害处，
首先要设法寻找到蚁巢或蚁路。通常要根据白
蚁的日常生活习惯来观察，如：蚁路、排泄
物、通气孔等方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根据
白蚁出没的数量来判断。白蚁的蚁路(或蚁道)
有粗有细，用螺丝刀挑开蚁路较粗的一端，白
蚁的兵蚁较多的一方靠近蚁巢较近。

找到了蚁巢或蚁路，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灭
蚁，常用的是化学灭蚁方法。首先是诱杀法，
将灭蚁粉剂尽量喷洒到蚁巢内或蚁路内的白蚁
身上，使其能够相互传染毒性，达到灭治效
果。其次是使用粉剂毒杀白蚁。施药技术的灭

治效果影响很大，如果施药部位不当，药量过
少或药粉堵塞，都达不到预期防治效果。

为了避免施药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失
误，施药后必须进行一次药效检查。由于巢间
的白蚁来往频繁，所以在主巢施药，能使整个
群体的白蚁死亡。

“以上介绍的灭蚁法可单独使用也可综合
使用。”石树长说，灭治白蚁的方法很多，但
主要根据实际情况并综合以往的经验，采取有
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灭治白蚁。当然，最有效的
办法，依然是及时联系有资质的白蚁防治公司
上门提供专业服务。

据了解，桂林市科迅白蚁害虫防治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0 日，是一家专业从
事白蚁防治、环境消杀、灭四害工程及相关药
械销售的综合型 PCO 服务企业。该企业是目
前桂林市最具专业化，服务级别最高的 PCO
公司，已获得中国有害生物防制服务 A 级资
质，属于中国有害生物防治协会会员，也是专
业鼠虫害控制及管理综合型鼠虫控制技术企
业。

服务热线： 13097930986
0773-2858855

中学古树遭白蚁侵蚀 灭蚁专家紧急施救

（上接第一版）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贯彻党中央要求，态度坚决，信心坚
定，情绪饱满，决心很大。党中央对你
们寄予很高期望。希望你们带头学理
论、强信念，讲政治、严自律，促改
革、抓落实，改作风、守规矩，把新时
代共青团的好形象树起来，肩负起团结
凝聚全国各族青年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目标任务而奋斗的责任。

习近平指出，过去 5 年，共青团
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共青团改革
的部署，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
性、群众性，在组织引导青年、推动青
年发展、维护青少年权益、深化共青团
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团的精
神风貌呈现新气象。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
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
度重视和大力推进青年工作，出台新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部署共
青团改革，推动青年工作取得历史性成
就。党中央明确了青年工作的战略地
位、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青年工
作的职责使命、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正
确道路、青年工作的路径方法、共青团
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明确了必须加强
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要坚持把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
引导广大青年自觉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
为政治责任，把最大多数青年紧紧凝聚
在党的周围；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
为工作主线，广泛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
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充
分发挥生力军作用。广大青年要坚定理
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
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勤
学、修德、明辨、笃实，爱国、励志、
求真、力行，同人民一起奋斗，同人民
一起前进，同人民一起梦想，用一生来
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

习近平指出，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
后备军，这体现了我们党对共青团的高
度信任和殷切期望。团的所有工作，归
结到一点，就是要当好这个助手和后备
军。关键是要抓住 3 个根本性问题，
就是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
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要加强
对青年政治引领，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
向。要在广大青年中加强和改进理论武
装工作，引导广大青年运用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问题，从而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增强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听
党话、跟党走的人生追求。要广泛动员
青年建功新时代，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主动配合党和国家重大工作部署，
动员广大青年把报国之志转化为实际行
动，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要更好联系服务青年，扩大团的工
作覆盖面，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
力，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做广大青
年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贴心人，增
强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落实好《中
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
在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也对
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共
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要紧紧围绕这个职责定位来谋划改革，
出实招、出真招，不掩饰问题，不讳疾忌
医，对症下药，刮骨疗伤，真正从思想上、
工作上、制度上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树
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改革举措
落到基层，使基层真正强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切实落实从严治团
要求。政治上要严，坚持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加强共青团系统党的建设，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旗
帜鲜明抵制各种歪风邪气，保持清风正
气和良好形象。团的干部队伍建设要
严，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担当
上、作风上、自律上要强，做到对党忠
诚，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子，敢于到条
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岗位锻炼，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团员队伍建设也
要严，在团员标准要求上严起来，从把
好入团质量关入手，抓好入团以后的教
育实践，带动广大青年一起前进。

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抓住的是
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
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各级党委要关
注关心青少年成长，为他们成长成才、
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各级党委要拿
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抓共青团工
作，切实尽到领导责任。

会上，共青团十八届中央书记处第
一书记贺军科汇报了共青团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情
况，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鸿雁、徐晓、
傅振邦、尹冬梅、奇巴图、李柯勇分别
作了发言。

丁薛祥、陈希、郭声琨、尤权参加
谈话。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 7 月 1 日，奥夫拉多尔与妻子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的集会上向
支持者挥手。

墨西哥国家选举委员会 1 日晚公布的快速计票结果显示，左翼的国家复
兴运动党总统候选人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在总统选举中得
票率大幅领先。随后，他本人宣布获得本届总统选举的胜利。 新华社/路透

减资公告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金由人民币 50 万元减少到人民币 10

万元，原债权债务关系不变。特此公

告！

桂林全新广运车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30 日

奥夫拉多尔宣布在墨西哥总统选举中获胜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罗学瓒：活跃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新华社长沙７月２日电（记者帅

才）“高瞻远瞩天下小，出生入死一边
站。”在罗学瓒的故乡湖南湘潭，流传着这
样两句诗，歌颂的是毛泽东的同窗挚友、
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罗学瓒。

罗学瓒，１８９３年１２月出生在湖南湘
潭。１９１２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后该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
泽东成为同班同学。１９１８年４月加入新民
学会，并成为骨干。

１９１９年，罗学瓒赴法国勤工俭学，
和李维汉等组织了“工学励进会”，学
习马克思主义。因参加革命活动，１９２１
年１０月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同年
底回到上海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２年秋，罗学瓒回长沙，先后在人力车夫工会、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从
事工人运动。１９２３年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文书主任、青年救国团主席，积极参
加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还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以
及湘江中学任教。中共湘区委员会改为湖南区委后任区委宣传部长，并以省
特派员的身份视察、指导农民运动。

１９２５年，罗学瓒任中共湖南省醴陵县委书记。他发展党团员，在各区建
立党支部，开展同国民党左派的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２７年春，毛泽东到醴陵考
察农民运动，罗学瓒陪同毛泽东对全县各地农民运动进行了实地考察。

大革命失败后，罗学瓒坚持斗争，受中央委派，与夏明翰共同负责湖南省
委组织部的工作。１９２７年９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５
月被调到上海工作，后被派往山东做党的工作并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１９２９年
被派往杭州，参加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书
记。不久被敌人逮捕，在狱中他坚强不屈，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３０年８
月２７日凌晨，罗学瓒被秘密杀害。

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歌劲说：“罗学瓒同志是活跃的农民运动领导
人，他与工农大众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被捕后，在狱中坚强不屈，与敌人顽
强斗争，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高贵品格，体现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

▲罗学瓒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聚焦俄罗斯世界杯

谁是门神？
□新华社记者吴书光 袁梦晨 严蕾

是夜，门神之夜。
克罗地亚队与丹麦队的八分之一决

赛，全场 11 个点球，双方门将各自扑
出三个，但其中一个点球出现在加时赛
阶段——— 丹麦队门将舒梅切尔稳稳抱住
莫德里奇的点球，把悬念推迟到了点球
大战。

点球大战中，第一轮点球由丹麦队
埃里克森先罚，但被扑出，随后克罗地
亚点球同样被扑出；第二轮，双双命
中；第三轮也均命中，这一次莫德里奇
没有失手；第四轮则均失手。此时，电
视镜头显示舒梅切尔的父亲在看台上激
动地跳了起来，挥拳庆祝。

最后一个点球，克罗地亚门将苏巴
西奇向左顺势一倒，腿部挡住球速不快
的皮球。压力瞬间传导给了舒梅切尔，
他有点着急地做出扑救动作，但左侧不
是正确的方向，拉基蒂奇淡定施射破
门，克罗地亚队点球大战胜出！

神奇的是， 12 年前的同一天，葡
萄牙队对阵英格兰队，葡萄牙门将里卡
多成为第一个在世界杯点球决胜中扑出
3 个点球的守门员，如今苏巴西奇追平
了他的纪录。

克罗地亚主帅达利奇说：“今晚，苏
巴西奇是我们的英雄。他扑出三个点球，
这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在我们需要的时
候，他拯救了克罗地亚队，恭喜他。”

33 岁的苏巴西奇是法甲摩纳哥队
的门将，他赛后说需要时间平复一下自

己激动的心情：“踢点球就像买彩票，
幸运的是我们赢了。很高兴为球队做出
了贡献，为克罗地亚人民带去欢乐。”

此役对阵克罗地亚队，丹麦队先下
一城，但 3 分钟后就被扳平，这是丹
麦队近七场的第二个丢球。

在这一场之前，舒梅切尔坐拥惊人
数据，小组赛三场仅在对阵澳大利亚时
丢过一粒点球，力助丹麦把不败纪录延
长到 18 场。

小组赛三场，只有墨西哥门将奥乔
亚的 17 次扑救超过舒梅切尔的 14
次。彼时，苏巴西奇的数据似乎不佳，
出战 2 场扑救 5 次，但考虑到其小组
赛对手尼日利亚和阿根廷，也很不易。
淘汰赛后，舒梅切尔 4 场扑救 21 次，
超越奥乔亚。

尽管没有赢得点球大战，舒梅切尔
还是凭借一流的扑救，当选当场最佳球
员。31 岁的舒梅切尔说：“心情很复杂，
被淘汰是巨大的失望，但也非常骄傲我
们的表现。我们有机会赢，下半场踢得更
好。很难用语言表达当下的心情。”

考虑到训练时很难模拟踢点球时的
紧张，舒梅切尔承认很少练习扑救点
球：“今天的点球大战全凭直觉，但是
很遗憾并没有成功。”

丹麦主帅哈雷德说：“舒梅切尔尽
力了，谁能想到我们三名最棒的球员罚
丢点球，但这就是点球大战，足球就是
如此残酷。”

“研究显示，罚点球的人，心跳飞
速加快，就如同身处战场。”哈雷德
说，那种压力难以描述。

在舒梅切尔看来，敢于站出来罚点
球的都是英雄，“我尊重敢踢点球的
人。我们队很棒，下一届我们会再来。
重要的是记住这一刻的感觉，激励我们
不断努力。”

巧合的是，克罗地亚队四分之一决
赛对手俄罗斯队，也是在当天凭借门将
阿金费耶夫的出色发挥赢得点球大战，
淘汰西班牙队。

这也意味着：门神的较量还将继
续。
（新华社下诺夫哥罗德 7 月 1 日电） 7 月 2 日，巴西队球员

内马尔(右)与墨西哥队球员阿尔
瓦雷斯(中)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 ，在萨马拉进行的
2018 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八分
之一决赛中，巴西队 2：0 战胜
墨西哥队，挺进八强。

新华社记者李明 摄

巴西队淘汰墨西哥队
挺进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