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8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王卫红 版式 龚晓旭 责任校对 胡天林 5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 2016 〕 4 号)文件精神要求，对我
市象山区、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灵川县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考核。现将 2018 年 9 月份六区一县
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如下：

2018 年 9 月桂林市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2018 年 9 月份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结果公示

辖区 评价站点

SO2（μg/m3 ） PM10（μg/m3 ）O3（8h）（μg/m3 ） PM2 . 5（μg/m3 ） 综合指数（无量纲）

第一责任人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变化率
排名 数值 同比变化值

雁山区
旅游学院、大埠

中心校
7 -56 .3 46 -9 .8 140 6 .1 32 -33 .3 1 3 .05 -0 .66 书记：古保华

区长：杨玉霜

七星区 龙隐路小学、
华侨旅游经济区 8 -50 .0 42 -20 .8 140 -10 .3 31 -24 .4 2 2 .93 -0 .79 书记：石玉琳

区长：郑 平

象山区 监测站、八中 11 -21 .4 44 -30 .2 141 -4 .1 30 -18 .9 3 3 .17 -0 .64 书记：唐小忠
区长：蒋永刚

灵川县 灵川县下窑 22 83 .3 53 -14 .5 154 28 .3 33 -17 .5 4 3 .80 0 .14 书记：赵奇玲
县长：胡焕忠

叠彩区 林科所 8 -27 .3 58 5 .5 192 43 .3 27 -15 .6 5 3 .43 0 .33 书记：唐修璇
区长：朱鹃屏

秀峰区 师专甲山校区 8 -33 .3 50 -20 .6 150 2 .0 34 -15 .0 6 3 .15 -0 .44 书记：蒋育亮
区长：雷 陈

临桂区
临桂区环保局、

创业大厦
17 30 .8 49 -18 .3 169 62 .5 33 -8 .3 7 3 .65 0 .39 书记：何新明

区长：李绍政

均值 11 -15 .4 49 -15 .5 155 15 .7 31 -20 .5 - 3 .30 -0 .25 -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 2016 〕 4 号)文件精神要求，对我市龙
胜县等十县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考核。现将 2018 年 9 月份十县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如下：

2018 年 9 月桂林市十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2018 年 9 月份十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结果公示

县名 评价站点

SO2（μg/m3 ） PM10（μg/m3 ）O3（8h）（μg/m3 ） PM2 . 5 （μg/m3 ） 综合指数（无量纲）

第一责任人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浓度
同比

变化率
（% ）

变化率
排名 数值 同比

变化值

资源县 资源县环保局 10 42 .9 55 -5 .2 123 51 .9 30 -16 .7 1 3 .14 -0 .20
书记：韦绍艺
县长：谭玉成

灌阳县 灌阳县政府大院 10 -23 .1 38 -9 .5 146 15 .0 25 -16 .7 1 2 .85 -0 .02
书记：周春涌
县长：卢 嵩

兴安县 兴安县环保局 18 50 .0 49 -12 .5 162 26 .6 25 -13 .8 3 3 .35 0 .20
书记：黄洪斌
县长：黄 钦

平乐县 平乐县环保局 11 22 .2 40 -33 .3 140 14 .8 25 -10 .7 4 2 .94 -0 .16
书记：陆智成
县长：石小松

阳朔县 阳朔县宝泉 11 22 .2 45 -2 .2 131 13 .9 28 -9 .7 5 3 .04 0 .06
书记：蒋春华

代理县长：周彦

全州县 全州县城区 17 13 .3 49 -26 .9 139 33 .7 30 -6 .3 6 3 .49 0 .19
书记：林武民
县长：周政英

荔浦县 荔浦县环保局 13 44 .4 44 -4 .3 127 19 .8 32 -5 .9 7 3 .15 0 .16
书记：陈代昌
县长：李玉清

龙胜县
龙胜县环境监测

执法大楼
16 77 .8 37 -7 .5 136 27 .1 16 0 .0 8 2 .63 0 .38

书记：周 卉
县长：吴永合

恭城县
恭城瑶族自治县

环保局
10 150 .0 37 -9 .8 147 0 .7 26 8 .3 9 2 .81 0 .35

书记：邓晓强
县长：黄枝君

永福县 永福县环保局 43 10 .3 63 43 .2 154 5 .5 42 50 .0 10 4 .83 1 .01
书记：廖照德
县长：莫振华

均值 16 23 .1 46 -8 .0 141 19 .5 28 -3 .4 - 3 .22 0 .19 -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绪
兴）“我们小区在城郊结合部，以前常有小
偷来‘光顾’，都不敢出远门。现在安装了
‘电子眼’看家，去哪里都放心。”近日，
记者来到轮胎厂社区 78 号小区尹阿姨家。
看着崭新的“电子眼”，尹阿姨开心地说。

轮胎厂社区 78 号小区是漓东街道办
“安居工程”覆盖到的第 30 个无物业小

区。从 2016 年开始，漓东街道办针对辖区
地处城乡结合部、地理环境复杂、流动人口
多等特点，提出了利用 3 至 5 年的时间，
有计划地为 43 个无物业小区安装监控系统
的“安居计划”。为确保计划顺利推进，
“安居计划”采取小区自行申报、社区推
荐、街道审批的程序进行。安装监控系统的
小区必须具备 4 个条件：有业主委员会、

有义务巡逻队、有电源、有场所安装设
备。目前完成安装监控系统的 30 个小
区，有 21 个小区是由党支部书记、党员
干部负责“安居计划”的推动和实施。

漓东街道办负责人表示，自从实施“安
居计划”以来，辖区的发案率明显下降，社
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
提高。剩下的 13 个无物业小区也将在今

后两年内完成。目前，街道办正与七星公安
分局协调，拟将已经安装监控系统的小区
全部接入公安“雪亮工程”系统。

在“安居计划”的基础上，漓东街道
还对 19 个无物业小区进行了全面提升改
造，为 23 个小区安装了一批健身器材，
为 5 个小区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为 3 个
小区修缮倒塌、破损围墙 200 多米。

漓东街道：“安居计划”为居民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支
荣）日前，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呼
吸内镜介入诊疗团队成功完成该院首例全麻
下经硬质气管镜气道硅酮支架置入手术。目
前，患者阿峰（化名）已康复出院。

29 岁的阿峰因严重外伤在相关医院进

行抢救治疗，治疗期间，阿峰出现气管中上
段疤痕挛缩并严重狭窄、明显呼吸困难等症
状。随后，阿峰转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呼
吸内科住院治疗。该院医生接诊后为阿峰电
子支气管镜诊查发现，他的声门下约 2 厘
米处气道明显狭窄，狭窄程度接近 90% ，

狭窄口直径只有约 3 毫米。随后，医生
为阿峰实施反复高频电刀疤痕消融松解手
术和球囊扩张手术，他的呼吸困难症状得
到了缓解。

但是，阿峰的气道狭窄问题没有完全
治愈，且有可能出现进一步恶化，并持续

影响他的生活。为此，该院呼吸内科呼吸
内镜介入诊疗团队经反复讨论，决定为患
者施行全麻下经硬质气管镜气道硅酮支架
置入手术，整个手术持续约一个小时，过
程较为顺利。术后，阿峰恢复良好，经复
查评估达到了预期效果。

桂医附院成功完成首例

全麻下经硬质气管镜气道硅酮支架置入手术

本报讯（记者秦念 通讯员郑刚）近日，在兴安师范学校
成立 60 周年庆典上，兴安农合行领导代表该行向该校捐助了
5 万元奖助学金，并为该校优秀教师代表、优秀学生、家庭困
难学生颁发了优秀奖学金及助学金。据了解，自 2007 年以
来，兴安农合行向该校优秀学生和家庭贫困生累计捐助 40 多
万元，帮扶学生超过 600 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作为以服务“三农”、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为经营理念的地
方法人金融机构，兴安农合行的各项业务一直保持快速稳健发
展，存、贷款业务在该县金融市场名列前茅。在业务稳步发展
的同时，该行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支持当地教
育事业发展，为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及家庭贫困学生提供帮
助，令更多学子圆梦学堂。

兴安农合行：十余载助学路

发展中勇担当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文小静 王俐燕）镇直干部
每月下村调研不低于 10 天，每个干部必须不打折扣地为群众
至少办好 1 件实事……近两个月来，全州县绍水镇为切实转变
干部作风，创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百名镇干下农村，当好群众贴心人。

7 月 23 日，绍水镇召开“百名镇干下农村、当好群众贴
心人”活动动员暨培训大会，全体政府干部，镇直单位负责
人，市、县派驻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共计 150 余人参加会
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绍水镇为期 3 个月的“百名镇
干下农村、当好群众贴心人”活动全面启动。

活动开展以来，绍水镇广大党员干部，市、县派出的驻村工
作队员分成 19 个工作组，深入村屯、深入群众，重点围绕基层
党建规范年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内容开展调研；重点帮
助村（居）委理清思路、查找问题、落实整改，指导各村把基层组
织建设作为“主业”和首要职责，引领全村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截至目前，绍水镇全镇干部下农村累计达到 400 余人
次，联合走访共计 1100 余户，积极梳理现实难题 25 条，主
动解决道路破损、维修路灯、修缮沟渠等民生事项 36 条，为
群众解决难题近 60 个。

全州县绍水镇：

百名镇干下农村

当好群众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 唐冲

从远处望去，兴安县湘漓镇阳安村像一
座小公园，村内绿树成荫，掩映着一幢幢楼
房。“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觉得只有发展
才能使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一直
致力于如何带动群众把生产搞上去，改善群
众的生产生活环境。”阳安村党总支部书记
李文燕说。

2011 年 8 月，李文燕当选为阳安村党
总支部书记，他率领群众变村风、兴生态，
推进新农村建设，几年时间就使该村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创新机制 有的放矢

村委要想开展好工作，重点是要解决
“钱怎么花、事怎么办、人怎么选”的问
题。为此，李文燕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工作

制度，做到有的放矢。一是实行了村委支出
限额审批制度、专款专用制度、村民理财制
度、村务公开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了
集体资金使用的合法性。现在，村里的账
目、林地、资产、资财等一目了然。二是完
善了村“两委”工作制度、“两委会”“两
议会”决策制度，有效杜绝了决策和办事过
程中产生的腐败问题。三是按照“公开选
拔、竞争上岗、依法选举”这三种办法，通
过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配齐配
强了阳安村“两委”班子。四是制定了村委
值班制度，并公布了全体村委干部的电话号
码。严格实行轮流值班，保证每日有一名村
干部在办公室值班，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办
理有关手续，受理群众对本村委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处置和报告突发性紧急事件，及时
做好上传下达工作。

想方设法 为民谋利

为了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李文燕
经常召开村“两委”联系会议和村民代表
会议商讨研究解决办法。他带领村民采取
上级扶持一些，群众自筹一些，在外工作
的捐一些的方法，共筹集资金 30 余万
元，完成了阳安头新村的新农村建设和油
麻坪、抱仔冲两个自然村的文明卫生村建
设，共建成沼气池 20 座，极大改善了群
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积极向上级争取
资金，多方协调建成邓家阳安村老年协
会，该协会占地面积 156 平方米，总造
价 157000 元。目前村委正在进行水溪浸
的村道扩建，已完成 30 米长、 1 . 3 米高
的附坡修建工作，同时向县委组织部争取
资金 9000 元重新装修了村委办公楼，改
善了村委办公条件。

党建引领 齐头并进

李文燕在阳安村创新“廉洁党建”新

模式，将党建工作融入到重点工作方方面
面，发展产业、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一是组织群众大搞林木产品加工。
目前，该村共有木材加工企业 5 个，解
决了当地一大批群众的就业问题。二是
引进新种植品种，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共引进种植葡萄 120 亩、百合 80
亩、罗汉果 70 亩、优质桃李 250 亩，改
良柑桔 300 亩，白果高接换种 600 棵。
三是大力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退耕的
800 亩山地里引进了杉木套种毛竹技
术。同时加大林权改革领导力度，力争
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最快地做好村林权改
革。

李文燕等村“两委”干部的努力，使
阳安村发生了喜人的变化，他们的成绩得
到了自治区及市县领导的好评，附近的村
子也经常前来向他们“取经”。

“让村里群众过上美好生活是我的目标”
——— 记兴安县阳安村党总支部书记李文燕

本报讯（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唐文新） 9 月 30 日，桂林
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与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
（以下简称漓江合作银行）联合举行的“互联网+金融+不动
产登记”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桂林市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此举
意味着漓江合作银行成为率先在全区实行抵押登记“一站式”
服务的银行，标志着桂林市开启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见面审
批”新模式，向“互联网+金融+不动产登记”改革迈出了历
史性的一步。

据了解，本次成功签约，旨在进一步落实国务院“放管
服”改革要求，推行不动产登记“一窗办、一网办、简化办、
马上办”、创新“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新模式，避
免客户多地奔波，实现“不见面审批”、“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的“一站式”服务。

早在 8 月 28 日，漓江合作银行通过不动产登记专线连接
平台，实现现场办理抵押登记交件和自助不动产登记证书打
印。近日，漓江合作银行营业部继政务中心支行之后，又成功
上线运行该项业务，极大地方便了老城区客户就近办理贷款抵
押登记手续。

据工作人员介绍，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正式上线后，
贷款客户在漓江合作银行的不动产抵押登记综合窗口签订贷款
合同，只需一次性提交贷款抵押登记材料，由银行将抵押登记
资料录入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经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
易中心线上审核通过，客户再通过银行营业网点的不动产自助
服务机自主打印不动产登记证明，便可申请发放贷款。相关手续
一次性在银行办结，免去了以往企业、群众办理抵押贷款需要在
银行、不动产登记、房产交易中心等多地来回跑的烦恼。

据了解，漓江合作银行是桂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
心设立的第一家“互联网+金融信贷+不动产抵押登记”延伸
服务银行，也是全区金融信贷与不动产登记平台专线连接的第
一家延伸服务银行。双方联手将不动产抵押登记受理权限从桂
林市不动产登记和房产交易中心办理窗口延伸至银行系统一线
窗口，实现了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窗受理、延伸服务”。

漓江合作银行：率先在全区实行

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肖丽葶）为
更好促进防灾减灾知识的普及、掌握基本自
救技能，七星区码坪社区近日组织居民组
长、辖区单位相关负责人、部分个体经营业
主先后在桂林地震台和七星消防大队开展了
防灾减灾主题教育。

在地震台，工作人员对地震来了怎么
办、震后次生灾害预防等知识进行耐心讲
解，并向大家做了如何对伤员进行心肺复
苏的模型演示，让大家了解基本的灾害救
援知识。在七星消防大队，胡教官介绍了
日常生活中在用气、用电方面的安全注意
事项。

形式多样的活动提高了社区居民的防灾
减灾能力，减轻了社区灾害发生的风险，为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起到推动作用。

提升居民防范意识

码坪社区开展

防灾减灾活动

“让家庭拥有医生，让医生
走入家庭”。如今，家庭医生不仅
在城区广泛推广，在广大农村地
区，家庭医生也越来越受农民欢
迎。

9 月以来，灵川县潭下镇中心
卫生院的医生走进当地的老街村，
在村委现场为已签约居民做听心
肺、量血压等一般体格检查，并针
对情况进行慢病干预；特别是为贫
困户、残疾人、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老年人以及高血压、糖尿病、
重型精神障碍患者等进行重点诊疗
检查。

记者景碧锋 摄

灵川：“家庭医生”

服务乡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