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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五届常委会

前三季度桂林国资国企
经济运行质量稳中有升

举行第十一次会议

截至 9 月底 ， 25 家市属重点国企资产总额达 3073 . 08 亿元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陈启
平）记者从市国资委获悉，今年以来，市
国资系统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力
推进市属国有企业优势资源整合，稳妥推
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国资国企经济运
行质量稳中有升。据统计， 1 至 9 月，
市国资委重点监控的 25 家一级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 111 . 34 亿元，同比增长
8 . 77% ；利润总额 17 . 38 亿元，同比增
长 9 . 99% ；企业职工薪酬 9 . 16 亿元，同
比增长 13 . 23% 。截至 9 月底， 25 家企
业的资产总额为 3073 . 08 亿元，同比增

长 12 . 94% 。
随着国资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我市加快推进市级旅游资源整合，如
积极推进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工
作；景区旅游管理公司取得象山、七星、
滨江、芦笛四景区运营权，实现正常运
营；完成訾洲、穿山、南溪山、西山、虞
山等五公园旅游经营权划归旅发展工作，
双方已签订移交管理协议书；推进象山演
艺项目开展，初步拟定合作单位；推动榕
湖酒店集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常开展
生产经营、投资、融资项目建设；启动漓
江东岸大景区旅游合作项目；启动资源丹

霞、资江、天门山景区改造提升方案和温
泉公司资产盘活等。同时，我市还积极抓
好市属企业改革改制，指导市城投公司整
合重组，加快桂林集琦集团改制工作，启
动桂林漓江无线电厂职工安置工作等。
目前，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
工作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了加快混
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我市加快培育推进以
桂林银行、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
代表的企业主板上市相关工作；推进桂林
交投集团子公司参与县域国有独资企业、
民营企业增资扩股，促成一批新的合作项
目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成功引入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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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非公有资本参与桂林肉联厂等 4
家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股权
结构，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
为加快实现以管资产为主向以管资本
为主的职能转变，市国资委还加大对国有
企业重大事项监管，完成对交投集团等
30 多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在重
大投资、资产租赁、对外担保及产权股权
转让等重大事项有关情况检查，并召开市
属国有企业重大事项检查情况通报暨约谈
会，精简和优化监管方式，增强国有企业
的活力，进一步提高监管的科学性、针对
性和有效性。

（上接第一版）要组织好政协委员小组活动，发挥委员在履职中的
主体作用；要组织好市、县、城区政协对口部门工作会议，加强经验
交流和指导，
提高全市政协系统的整体履职水平；
要组织好政协各界
别的调研活动，
为明年全会的大会发言做好准备；
要扎实做好扶贫攻
坚工作，
广泛动员各界人士以多种方式开展扶贫济困活动，
助推我市
扶贫攻坚任务按期完成；要全面梳理和总结今年市政协各项工作任
务，将好的做法规范化、制度化，对存在问题及时改进和完善。
市政协副主席邹长新、汤桂荔、肖立华、罗永东、钟麟、蒋昌
桂，秘书长苏甲杏，市政协副秘书长、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
（市、区）政协主席，以及调研组部分成员等参加会议。

关于撤销蒋小林担任的
政协桂林市第五届
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2018 年 10 月 11 日政协桂林市第五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市政协中共界别的委员、灌阳县政协原主席蒋小林，
因严重违纪，本人提出辞去政协桂林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职务。根据《政协章程》及有关规定，蒋小林已不符合担
任市政协委员条件，撤销其政协桂林市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职务。

桂林经济社会发展亮点
获中央媒体采访团点赞
（上接第一版）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同时，桂林还积极重
振工业雄风。桂林经开区以“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发展思
路，不断优化园区空间布局、明晰产业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电
子信息产业聚集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聚集区、生物医药产业聚
集区、生态食品产业集群区等四大产业集群。
“通过这一次深入采访，桂林给我留下了三点深刻印象。”
经济日报驻广西记者站副站长童政说，一是桂林对漓江的保护更
加有成效，啃下了漓江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块“硬骨头”，
漓江生态越来越好；二是新老城区比翼齐飞，老城区不断得到提
升改造，文化气息越来越浓，新城区建设则日新月异，各项新兴
产业不断发展；三是桂林在融合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不仅
文旅结合、产城融合，还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桂林经济社
会发展有很多的亮点，值得好好的采访和宣传报道。”童政说。
人民日报社广西分社采编中心主任庞革平通过一个个鲜活事例的
采访，认为“桂林发展变化很大，近几年来桂林市委、市政府下
了很大功夫，在保护漓江、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措施落到
了实处，也看到了实效”。
黄加才随同调研采访。

关于撤销莫冰担任的
政协桂林市第五届
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定
(2018 年 10 月 11 日政协桂林市
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市政协对外友好团体界别的委员、桂林市阳朔县原副
县长莫冰，严重违纪，本人提出辞去政协桂林市第五届委
员会委员职务。根据《政协章程》及有关规定，莫冰已不
符合担任市政协委员条件，撤销其担任的政协桂林市第五
届委员会委员职务。

▲近日，恭城瑶族自治县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文庙内举行第二届孔子文化节 。
孔子文化
节是一项集纪念先哲 、
交流文化 、
旅游观光 、
弘扬尊师重教精神于一体的丰富多彩的综合性节庆活动，
其
间举办了观赏性和参与性相结合的祭孔暨优秀师生表彰 、
开笔礼 、
成人礼 、
经典诵读 、
文艺表演等多项活
动。
图为学生在文庙举行开笔礼，
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观赏 。
通讯员梁辉 李茂香 摄

加快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保护桂林绿水青山

——
— 市政协界别协商会委员发言摘要

▲黄志琼

□本报记者周文俊

▲李学麒

整理/摄

加快建设农村可循环利用垃圾
设施

提升无害化处理能力

——
— 市政协常委 、桂林市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黄志琼
一是加大可循环利用垃圾设施建设力度。在
现有基础上，对有条件的村屯继续推进改厨改厕
及沼气池建设，每个村委会可建一个沼气池，消
化公共部分可循环利用垃圾；各县统筹所辖乡
(镇)、村，合理引进和布局无害化焚烧设施或填
埋场，确保所有垃圾处理无害化；同时，可探索
引进相关企业，通过焚烧垃圾发电，变废为宝。
二是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垃
圾分类处理有序推进。包括建立长效的奖惩和监
督机制、制定合理的地方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资
本参与可循环利用垃圾设施建设和运营。
三是通过各种媒体、载体加大宣传教育力
度，形成自觉遵守、相互监督的良好格局。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处理农业废
弃物变废为宝
——
— 市政协常委 、桂林和记低碳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学麒
当前，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正面临新一轮机
遇，建议政府支持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发展从事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环境污染治理的专
业化组织，生产农业所需的有机肥等，做大做强

▲唐春

▲邱云

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变废为宝。
具体包括：
支持社会资本与农户、
农场、
专业大
户、
农民合作社及涉农企业进行利益联结，
支持社
会资本承担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发展成为农业
优势特色产业，
解决农业用能用肥问题；
支持社会
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合作，
借力民营企业的专业技术
和管理水平，
将有当地资源特色的农业废弃物形成
多元化产品结构，
形成权责明确、
制约有效、
管理专
业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同时，
结合乡村振兴，
让社会
资本参与政策红利，
推动农业废弃物产业发展。

规划引领

统筹推进农村污水处理

——
— 市政协委员 、市农业局副局长邱云
目前，我市大部分农村污水处理仍然没有规
划，建议以县域为单位，结合镇村布局规划，优
化城镇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对环境敏感区域和规
模较大村庄优先考虑，编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
项规划，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
划、乡村振兴规划等有机衔接。
对于农村污水处理，应采取“以城带村”
“以镇带村”“联村”“单村”“联户”“单
户”等多种形式，对临近县城、镇街、中心村等
市政管网可覆盖的村庄，通过截污纳管方式收集
进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对人口居住较为集中
的村庄，可铺设污水收集管网，实施雨污分流，
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对于居住山区和远离
聚集点且不便于建设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单户
或多户污水，建设分散污水处理设施。

治理渔业养殖尾水
水域环境

保护桂林

▲刘建林

——
— 市政协委员 、市水产技术中心
推广站站长唐春
建议市委、市政府制定并出台《桂林市渔业
养殖尾水治理实施方案》，全面禁止规模养殖场
尾水直排。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领导、落实
责任，市县乡分别成立实施小组，实行“市领导
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工作机制；二
是开展调查、摸清底数，对 100 亩以上规模养
殖场进行重点治理；三是聘请区内外技术专家组
成专家团队逐级集中培训、现场指导；四是科学
布局、生态养殖，编制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
禁养区、限养区和养殖区，实行养殖许可，逐步
取缔无证养殖；五是以点带面，选取不同养殖品
种和治理点作为先行治理示范点，进而全域治
理；六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增强广大养殖户
保护水域环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新农村建设中同步建设垃圾和
污水处理系统
——
— 市政协委员 、平乐县农业局局
长刘建林
建议市委、市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
农村建设中，同步建设垃圾、污水处理系统，并
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处理设施，尽快形成“户
集、村收、乡(镇)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机制
和以县为主、乡村为辅的污水处理机制。经费上
由市、县、乡三级财政给予补贴，并合理收取垃
圾、污水处理费用。同时，利用好水泥厂的有利
条件，推进水泥厂配套建设垃圾焚烧协同处理水
泥系统，政府给予建设单位政策、资金等扶持。
此外，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开展示范村等创建

▲莫万欣
活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进一步发挥村民自治
组织作用，将环保写入村规民约，不断完善村村
有保洁员等环境卫生保洁机制。

加大对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
的建设投入
——
— 市政协委员 、永福县地震局局
长莫万欣
一是要加大设施设备投入，确保按需配齐。
按照多元化投入、多渠道筹资思路，通过整合环
保、林业、农业、“一事一议”等项目资金和采
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吸纳民间资金相结合，全面加
快垃圾污水站场建设，力争在“十三五”期间达
到每个乡镇都建有生活垃圾处理中心、污水处理
厂，并不断推进设施建设由乡镇到行政村向自然
村延伸。二是保障运行、维护保养经费投入，
市、县政府应建立维护保养专项经费，并纳入年
度财政预算盘子，同时还可采取“以奖代补”形
式，确保设备设施正常运转。三是加大农村面上
清洁卫生财政投入，确保有人清扫垃圾，垃圾能
分类、能清运。

加强村民生态环保法制意识
提升全民参与自觉
——
— 市政协委员 、灵川县水电局局
长翟红斌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通过加强
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意
识。要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以及农
村文艺晚会、彩调、广场舞等多种形式，对

▲胡如洲

▲翟红斌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国务院
出台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
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其次，要建立和完善我
市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相应
处罚。市容、住建、水利、环保等执法部门
要严格执法，对违法排污、违法堆放垃圾等
单位、企业和个人，可采取罚款、让违法者
清扫马路等处罚措施；此外，还可将农村环
保行为纳入征信系统，与贷款、用水、用电
等挂钩，增加违法成本，提升全民参与农村
生态环保建设的自觉性。

加强田间环境治理

打造美

丽清洁田园
——
— 市政协委员 、广西智友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如洲
当前，田园的污染主要由农用化肥、农
药、农膜及包装物、生活污水、养殖尾水等
构成，不仅破坏田园景观，也对农产品造成
安全隐患。建议政府要开展专项行动，集中
清除田园各类存量垃圾，整治丢弃在田间地
头、公路沿线、沟渠水边的各类污染源，特
别是推进农药废弃包装物的统一回收与集中
处置，防止二次污染；要大力发展现代生态
循环农业，推行农牧渔结合的稻田养鱼等农
业种养模式和统防统治、绿色防控、配方施
肥、健康养殖等技术，持续推进化肥、农药
使用减量化；要强化县、乡镇政府的属地管
理责任，建立田园环境整治和保护体系，并
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同时落实农业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体责任，建立相应奖惩机制，打造
美丽清洁田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