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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曾文明）近日，市委办以“牢记安全使
命，不忘保密初心”为主题，开展了新一期“科长讲坛”。本
次讲坛针对当前保密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引用大量典型案例
剖析，对广大干部职工如何做好新形势下保密工作起到了良好
的警示和启发作用。

据悉，这是市委办举办的第九期“科长讲坛”。今年以
来，市委办狠抓干部职工办文办会保密教育，通过开展案例通
报、保密自查自评、节假日保密教育等举措，引导干部职工紧
绷保密这根弦，在工作中防微杜渐、警钟长鸣，营造了学保
密、知保密、懂保密的浓厚氛围，杜绝了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
行为和泄密事件发生。市委保密办还对县区、市直单位进行了
保密工作指导和实地全覆盖监督检查，积极开展保密违法案例
警示巡展，组织相关人员上保密课，利用短信平台向全市涉密
人员发送保密提醒短信，取得明显成效。

本报讯（记者孙敏） 12 月 7 日，由中
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壮美新广西·开放
大格局——— 网络名人看广西”活动走进桂
林。来自全国的 15 位网络名人来到漓江看
生态保护、走进提档升级的游船，在创意产
业园感受桂林文化创意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的蓬勃发展，用网络媒体的视角反映桂林改
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参加此次活动的 15 名网络名人来自全
国各地，他们当中既有媒体人、头条文章作
者，也有时政评论员、资深拍客。活动期
间，网络名人们来到漓江，一边欣赏秀丽漓
江山水，一边了解桂林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治理情况。

桂林在生态保护上下的大力气，保护了
桂林的青山绿水，也让旅游产业实现了迭代
升级。在竹江码头，网络名人们登上提档升级
的漓江游船，见证了桂林旅游与生态融合发

展的成绩。头条文章作者“ Iam 古巴”感
叹：“桂林山水甲天下，最美在漓江，青山绿
水就是金山银山。”知名数码博主“ C 科
技”在微博上发布了《游漓江可以享受“五
星级”游船服务啦》话题，介绍了桂林漓江
游船近年来大规模的提档升级服务。在文
中，“C 科技”说：“游船全部改造成三、四、
五星级……为减少对漓江污染，船上餐食
为航空套餐，不在船上加工，游船动力也采
用了低排放系统。”头条文章作者“巅峰倦
客”在微博上对桂林进行了推介：“桂林漓
江是全球最美的 15 条河流之一，关于漓
江的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工程一直是桂林
市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漓江已完成
30 年来规模最大的游船提档改造，新建游
船采用先进的环保低排放动力系统，使漓
江环境实现了根本好转。”

此外，桂林市文化创意、高新技术产
业和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也成为此次众多

网络名人走进桂林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桂林创意产业园，大家走进了桂林

坤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出品的
动漫公益短片《可可小爱》自上线以来，
已经创作发行了 500 多集，并充分利用
新媒体手段和载体，在 80 多个视频媒体
专题播出，点击量突破 1000 多亿次。下
一步，公司计划依托广西“一带一路”区
位优势，开始立项创作《可可小爱进东
盟》动画，将动画翻译成七国语言，向东
盟十国定向输出。而在桂林智神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网络名人感受到了这家成立于
2014 年的年轻高科技企业的活力。桂林
智神成立以来，始终锁定科技创新驱动发
展的道路，研发出国内外的前沿技术。如
今，在稳定器云台领域，桂林智神已是世
界范围内最早一批研发和生产这类产品的
企业，拥有业内最完整的技术储备和算法
用户数据。

网络名人们感叹桂林高新技术产业的
迅速发展。媒体人郭松民感慨：“多年前
来过桂林，这次又来，桂林山水依旧，新
产业异军突起。”

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的王松筠对这次桂林之旅用“新科技、新
文创、新桂林”来概括。她在微博上写
到：“从课本的桂林山水甲天下里走进真
实的桂林，才发现，桂林不仅仅是拥有美
轮美奂的山水风光，还有走在国内前列的
文创、科技行业里的佼佼者。”

据了解，这次“网络名人看广西”活
动是广西喜迎改革开放 40 周年、自治区
成立 60 周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活动。通过
网络名人在广西的所见所闻所感，向广大
网友宣传展示广西在民族风情、历史文化
等方面的独特风貌，在生态环境保护、现
代工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长足进步，用网络
语言讲述八桂大地上的改革发展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王凯成）日前，笔者从
自治区 2018 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推进会上获悉，秀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平台载体建设实践创新基地”获批
为“自治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
创新基地”。据悉，这是桂林市目前唯一获
此荣誉的单位。

近年来，秀峰区着力加强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自身建设，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以
建设四个实践基地、完善五大活动平台为
抓手，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素养和
能力水平。高起点建会、高标准服务、高
规格建制，着力当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娘家人”。今年 7 月，拥有 100 多名协

会会员和个人会员的秀峰区新联会正式成
立。在秀峰区委统战部的指导下，新联会
相继在正阳东巷马启邦故居创建了新联会
会员交流议事基地、在正阳东巷厚博坊建
立了文创类人士交流发展基地、在解东社
区建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服务社会基
地、在中隐国际大酒店建立了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产业孵化基地。目前，四个基地
有效运转，成为秀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的重要交流发展平台，也成为联系区
委、政府的重要桥梁纽带。

同时，为激发新的社会阶层发展的内
生动力，秀峰区还完善了五大活动平台建
设，即思想引领的学习平台，“马上办”
即时帮扶平台，互利共羸的共享平台，服
务社会的基层社区平台，和谐同进步的发
展平台，整合资源，变“统战单打独斗”
为“多部门协同服务”，通过各种渠道将
新社会阶层人士聚集起来，实现信息共
享、发展共羸、和谐同进步。

市委办举办保密工作

“科长讲坛”

“自治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实践创新基地”落户秀峰区

本报讯（记者孙敏 文/摄）为庆祝改
革开放 40 周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争创全国文明城， 12 月 11 日，
“小桂花美丽绽放” 2018 特别演出季推出
“永远跟党走”主题表演活动。

今年 7 月 2 日，习总书记在与团中央
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共青团组织工作提出了新期待新要
求。为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同时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展示少年宫建设成果，本次活动
由桂林市少年宫、桂林市少先队总队主办，
桂林市小桂花艺术团承办，以“永远跟党
走”为表演主题，展现桂林市少年宫校外教
育在贯彻落实政治性、先进性，培育青少年
正确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

演出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展示了
少年宫的教学成果。小桂花艺术团舞蹈团
教师带领着孩子们一起登台，演绎了现代
舞《在灿烂阳光下》，展现了大手拉小手
共同成长的主题；表演唱《红领巾心向
党》、舞蹈《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我们

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配乐诗朗诵《永
远跟你走》等节目，通过艺术的方式对
孩子们进行思想的熏陶。除了鲜明的主
题表演外，展示孩子们多才多艺的节目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体育舞蹈《小
桂花亮晶晶》活力四射，舞蹈《画童·漓
江》将舞蹈与美术紧密结合，武术《漓
江武童·威》展示武童风采，现代舞《小
水兵》将体育与舞蹈完美融合。此外，
由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完成的亲子队列舞
也深受观众欢迎。在演出开始前，少年
宫还举办了争创文明城知识问答。

市少年宫主任丁小琦表示，市少年宫
作为共青团领导下的机构，要在组织的作
用上体现出政治性和先进性。作为少儿课
外活动的组织者，下一步，少年宫将把坚
持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体现到少儿艺术培
训的具体工作中去，找到更多的结合点，
使之更符合新时代育人目标，为少儿逐渐
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良好
基础。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小桂花美丽绽放”2018 特别演出季

推出“永远跟党走”主题表演

▲孩子们表演《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本报讯（记者孙敏）12 月 8 日上午，桂林漆器园博园传承基
地正式启用。该传承基地位于雁山区桂林园博园内，传承基地成
立后，将为桂林漆器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交流平台。

桂林漆器是广西民族工艺中独有的种类，桂林漆器传统制
作技艺集岭南文脉之精粹，对湿度与温度极为讲究，通常一盏
精美的漆器要花费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近年来，在桂林
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桂林漆器工艺技术不断进步，桂林漆
器的制作技艺也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桂林拥
有传承人百余人，是广西最大的传统漆器制作团队。

据了解，桂林漆器园博园传承基地将不定期举办各类展
览、培训，邀请桂林漆器传承人现场传授制作工艺，为桂林漆
器爱好者提供交流的平台，传承这一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桂林漆器园博园传承基地启用后，还将致力于推动桂林
漆器向产、学、研以及文化旅游等方向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而努力。

我市新增一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蒋文成 李怡慧） 12 月 7
日，象山区在崇信路三巷南溪新城项目所在地举行了第四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推进象山区重大项目“百日攻
坚”，加快全区重大项目建设，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治区
成立 60 周年献礼。

在当天的开竣工仪式上，共有 10 个项目集中开工和竣
工。其中， 8 个项目集中开工，分别是南溪新城、阳光 100
桂林丽园、桂林地学博物馆、润鸿·水尚项目（三期）、桂林
仙源健康产业园（一期）、广西动力广场汽车城、伯利酒店、
肉类产品加工基地。桂林市翠竹路南巷 4 号限价房、区数字
化城市管理（综治）指挥中心 2 个项目竣工。 10 个项目总投
资近 58 .4 亿元，涉及健康旅游、文化艺术、市政民生等各个
方面。

今年以来，象山区深入实施以重大项目为龙头的“五大攻
坚行动”，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良好氛围，取得了丰硕
成果。一年中，九美桥时尚园、瓦窑小镇一期、新建汽车客运
南站等重大项目如期竣工，凯风双创广场、龙光·普罗旺斯三
期等续建项目稳步推进，新引进实施龙光养生谷、华邦康养小
镇等一批重大项目。

象山区十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竣工

本报讯（记者陈娟）近日， 2018 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年度
会议召开。会议对过去几年我市体育社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总
结，对明年工作进行了指导和部署。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在体育部门和
各体育社会组织的努力下，我市体育社会组织通过举办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包括五人制足球赛、体育舞蹈
赛、解放杯长跑赛等一批具有桂林本地特色的群众性品牌赛
事，在我市营造了积极向上、热情奔放的全民健身体育氛围。

会议提出，各体育社会组织要树立主动意识，培育自身造
血功能，打破传统的张嘴等食观念，多办赛事、多搞培训、多
开讲座，依托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把体育服务当做事业来进
行实体化运营。要树立创新意识，主动推进“体育+”融合发
展，如创新发展“体育+扶贫”模式，走出一条体育产业脱贫
的新路子等等，掀起我市落实全民健身运动的新浪潮，为促进
桂林的群众体育工作提档升级做出新的贡献。

全市体育社会组织年会提出

推进“体育+”融合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蒲赞兵 记者徐莹波）为了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从 11 月至今，桂林市市容管
理处连续开展 11 次户外广告专项整治行动，下发整改通知 19
份，拆除各类违规广告牌 220 多块，总面积达 2800 平方米。
一系列行动进一步改善了桂林市容市貌，提升了城市品位。

近日，市容管理处在巡查时发现，东二环路和建干北路有
一些违法大型户外广告牌。由于这些广告牌是大河乡大村的村
集体和村民突击制作，拆除阻力较大。为此，该管理处执法人
员深入村干部和村民家中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经过
不懈努力，终于说服村干部和村民们支持配合拆除行动。随
后，执法人员组织人员对这些违法广告牌进行了拆除，其中拆
除的最大一块广告牌（长 55 米、高 5 米）位于东二环路和建
干北路交叉口民房楼顶。此外，执法人员还对市区部分门店乱
设小广告招牌进行彻底的整治拆除。

市容管理处开展

户外广告专项整治

带着“房子”来旅游
感受新农村巨变

 12 月 8 日，恭城瑶族自治县
恭城镇庄埠村迎来了柳州市的一批贵
客——— 9 辆房车载着的 20 多人，他
们带着“房子”来感受新农村的巨
变，感受恭城瑶族自治县瑶族同胞的
热情。

“房车营地是为房车爱好者和自
驾车游客而建的。庄埠村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朴实的村民，深深地感动了我
们房车车友，我们下一步将邀请更多
的车友到这里来做客。”房车车友王
先生感慨地说。

通讯员梁辉 摄

视视觉觉新新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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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美新广西·开放大格局———
网络名人看广西”活动走进桂林

感受桂林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