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桂林齿轮厂无房户、住房面积未达标
户：

翠竹路 63 号桂林齿轮厂棚户区(危
旧房改住房)改造项目动工在即。凡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安置的在册及离退
休城镇户口的原职工从 2019 年 1 月 15
日开始，到市房产局开具无政策性住房
及享受政策性住房未达标的相关证明。
请带上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
至广西铄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桂齿棚改
项目部(翠竹路 63 号荷岸华庭接待中
心)报名，逾期未交资料报名者，视为
自动放弃购买资格。 (报名联系电话
0773--2323288)

公示期限：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止

桂林齿轮厂
2019 年 1 月 11 日

公 示 遗失声明
▲习心锋(420683197810223438)遗失军官
证，编号为：军字第 9729932，声明作废。
▲ 胡 付 苟 ( 身 份 证 号 码 ：
45032219520412201X)遗失坐落在桂林市临
桂区临桂镇中仁居民区 A4 栋 2-1 号房屋
的不动产权证，不动产权证号为：桂(2018)临
桂区不动产权第 0026484号，声明作废。
▲灵川县安顺土方工程部遗失由灵川县地
方税务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发证时
间：2010年 8月 13日，纳税人识别号：桂地
税字 452322198109070915，声明作废。
▲莫春萍遗失位于桂林市临桂区临桂镇西
城南路 100 号民鑫·飞虎林居 3 幢 7 层
02 号房屋的四联税收缴款书(收现)，开票
日期：2014 年 01 月 1 4 日，票号为：
00073267 号，特此声明。
▲灵川县秦文旭食杂店遗失由灵川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03 月 10 日核发的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50323600149679 号，声明作废。

▲于美秀、邓国生遗失坐落在临桂县临桂
镇人民路大世界北楼 1 栋 1 单元 6 层 4
号房的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权证号为：临桂
房权证县城字第 01105021 号，声明作废。
▲于美秀遗失坐落在临桂镇世纪大道(临
桂大世界北楼)的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
为：临国用(2004)第 3430 号，声明作废。
▲唐梓淇遗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非税收
入专用收据一张，收据编号为：桂(18-4)
NO06257885，电子票号为：0006257885，金
额：人民币 1100元整，声明作废。
▲覃丽莉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为：
4503000013000144，声明作废。
▲刘瑞长遗失人民警察证，警号为：
300760，声明作废。
▲广西桂林市霖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广西桂林市霖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 公 司 公 章 壹 枚 ，公 章 编 号 为 ：
4503000057388，声明作废。

居民身份证遗失声明
▲刘瑞长 450304197602121510

□本报记者 桂晨

2018 年，伴随着“寻找桂林文化
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战略持
续推进，文化桂林建设步入成效初显
期，文化领域大事好事纷呈、精品连
连，文化日益成为桂林高质量发展的不
可或缺的生产力。而今年两会上，代表
委员们对文化桂林建设这篇大文章更是
下笔如神，大家热议湘江战役长征文化
资源保护利用，围绕进一步提升城市文
化自信，实现文化惠民、文化惠城建言
献策，十分热烈。

强化统筹规划 抓好红

色文化品牌保护利用

新圩是湘江战役著名的三个阻击战
场之一，去年，湘江战役长征文化资源
保护利用工作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
视。红色文化资源在持续受到保护修缮
的同时，新圩绿水青山的转化通道在哪
里？如何借力红色文化，引领旅游发
展，为乡村振兴赋能，成为人大代表易
珍华当前最为关注的问题。

易珍华是灌阳县新圩镇龙塘村村委
主任，他说，“近年来，桂林高度重
视，挖掘红色文化，在红色文化建设项
目方面加大了基础设施的规划投入，强
化了宣传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易
珍华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红色历史
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有所细化，对红色设
施修缮保护、纪念设施展陈提升、红色

旅游景区建设、红色文化主题文艺创作
一系列工作进行部署，让他备受鼓舞。
一段时间以来，他非常留意龙塘村的红
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他希望桂北红色文
化旅游品牌建设不断提质增效，通过更
完善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更具体的层层落
实，更好地引领龙塘融入红色文化资源
的挖掘与利用实践中，为城市赋能的同

时，让百姓受益。
此外，一些人大代表还建议，加强

红色文化保护立法工作，统筹规划红色
文化建设，突出各县特色和亮点。

“今年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要升
级发展，文化成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
建设必不可缺的有力支撑，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也是桂林城市的灵魂。”市政

协委员何明华认为，在推进长征文化资
源保护利用的同时，必须开拓思路，进
一步激活红色文化资源的生命力。何明
华是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他认为，现在红色文化旅游
还要创新思路，摒弃单纯观光浏览的发
展模式，进一步增加文化体验感。通过
加强对红色历史遗迹挖掘和保护，进一

步提升所在地红色文化知名度和影响
力，以此来提升文化对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牵引力。

提升文化活力与魅力

提升桂林文化自信

“近几年，伴随着文化桂林建设不
断深入，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处在从
以保护研究为主向展示利用为主的战略
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了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市政协委员周海很是感慨，
他在甑皮岩遗址博物馆担任馆长已经
19 年，他认为，在市委、市政府“寻
找文化力量，挖掘文化价值”战略指引
下，甑皮岩文化如今有了“万年智慧”
这个发力点，向全球释放出了桂林山水
之外独特的历史文化力量。

“桂林文化的活力与魅力正在不断
提升。”作为一名考古研究者，他切身
感受到此前停留在学术研究和论文成果
上的文化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力
量。周海说，今年下半年，桂林甑皮岩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又将大不一样，时光
隧道影院正在安装设备，各类文化体验
厅也将投入使用，桂林史前文化渐渐走
出此前停留的学术科研层面，得到进一
步活化，市民和游客更近距离地对话桂
林远古文明，并从中得到启迪，增强自
信。

“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加大文物保护
和博物馆建设力度，继甑皮岩等遗址类
博物馆和桂林博物馆几个项目完成之
后，又着眼推进桂海碑林博物馆改造和

东巷博物馆布展开馆，省立艺术馆修
缮，非遗展示馆建设等具体工作，足见
市委市政府对文化桂林建设的重视。”
市政协委员、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曾燕
娟说。她表示，文物遗址保护、博物馆
建设对于桂林提升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当前文化桂林建设处在一个正在向上发
展非常好的时期，大家都很振奋，一定
要扎实干，让这些方案蓝图尽快实现。

支持鼓励文化品牌做大

做强 文化惠民再进一程

2018 年，《桂林历史文化大典》
出版，民族歌剧《刘三姐》在国家大剧
院成功首演，桂剧《破阵曲》获广西戏
剧展演桂花金奖，《桂林有戏》受到中
外游客广泛欢迎。代表委员们认为，一
批文化精品创作成果丰硕，为人们提供
更多更优的文艺选项的同时，也给人们
以深刻的启示，桂林不仅有深厚悠久的
历史底蕴需要保护与传承，更需要与时
俱进的文化创新，让文化发展成果为更
多市民游客所共享。

当前，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
化生活需要成为需要系统破解的时代之
问。新一年又将如何深化挖掘，给人们
带来更多新鲜的文化补给，为城市发展
注入文化力量？

市政协委员何明华表示，要继续坚
持“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
化的价值”，既要有硬件设施、政策、
体制、机制的支撑，也要有软件内容、
项目、活动、品牌的提升，要软硬兼
顾，内外兼修。“当前，我们已聘请国
内一流的旅游咨询策划公司正着手对象
鼻山、芦笛、七星、滨江等景区进行提
升改造，融入更多文化元素，以此作为
实际抓手，实现文化对旅游的‘赋
能’。”何明华说，除此之外，他认为
在进一步挖掘山水文化资源之外，鼓励
既叫好又叫座的文化品牌、文化精品做
大做强，还应持续开展“百姓大讲坛”
等群众性品牌文化活动，推动《桂林有
戏》等文化精品“走出去”，多层次、
多领域地为市民提供文化供给，丰富市
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将文化价值有
效转化为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聚焦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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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肩负新使命 奋进新时代 决胜“两个建成”

两会特稿

□本报记者 张苑

四通八达的道路、焕然一新的老
街、日新月异的新区、加速发展的城镇
建设…… 2018 年，桂林上下秉持创新
理念，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
建设，城乡统筹建设发展翻开崭新的美
丽画卷。

今年的两会上，委员、代表们纷纷
感叹于身边的城区、乡镇发生的巨大变
化，对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纷纷点赞，
同时也对未来提出了更多的期待。

交通四通八达

城乡百姓共享便利

“2018 年，桂林各项工作取得很大
进展，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老
百姓切身感受到了城乡发展带来的实
惠。”市政协委员胡培丰由于工作的关系
经常往返市区与各县区之间，他最为津
津乐道的是桂林交通出行上的变化。

“这几年，桂林在不断地变化，格
局在变大，市区距离拉长，桂林交通却
越来越便利。”胡培丰说，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上说， 2018 年，我市高铁五
通站正式启用；阳朔至鹿寨高速公路复
工，贺州至巴马（桂林段）、荔浦至玉
林、灌阳经恭城至平乐、桂林至柳城高
速公路加快推进，新增 10 条高速公路
纳入全区高速公路网规划；国道 322
线兴安绕城公路等项目完工，新增等级
公路通车里程 424 公里。对此，他深有
感触：“以前去各县联系业务，路程就要
花去大半天，现在坐动车基本一小时左
右到达，当天可以来回，太方便了！”

政协委员李跃阳对于桂林交通的变
化也深有感慨：“ 2018 年，高铁五通
站正式启用，意味着桂林‘一城九站两
高铁’的格局真正形成。此外，这几
年，桂林的公路网络也更加完善。大大
方便了市民出行，也为外地游客到桂林
提供了高效的交通。”

不少代表委员都表示，如今，随着
桂林交通的日趋便利，市区与县区的距
离正在逐步缩小，城乡百姓都享受了便
捷、高效的生活。

老城区焕发新魅力

市民享受品质生活

2018 年，桂林中心城市功能品位
持续提升。市委市政府坚持“新区产城
互动做加法，老城疏解提升做减法”，
一个个基础设施新建和改造项目的落
实，让老城区焕发了新魅力。

“我切身感受到身边发生的变化：
城市道路越来越通畅，城市越来越美
丽，市民的生活品质也越来越提高。”
作为土生土长的桂林人，市政协委员凌
文津对桂林老城区的变化感触最深。

凌文津说，去年随着创城工作的推
进，城市道路变干净了，影响市容的违
章建筑被拆除了，许多居民为创城工作
提出的“金点子”被采纳，不少困扰老
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得到顺利解
决。一点一滴的变化让老百姓感觉到桂
林的日新月异。

采访中，多位代表、委员提到，2018
年，桂林不断提升老城城市品质，更加彰
显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的新现象。同时，
代表委员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跃阳委员提到：“希望桂林持续
推进特色街区改造，推进漓江城市段两
岸片区改造提升。加快实施‘畅通缓
堵’工程，进一步改善老城区交通条
件，顺利完成东西巷与正阳步行街地下
通道等项目，提升城市业态，促进老城
区业态调整与产业升级。让我们桂林这
张世界的名片更加亮丽。”

新区建设大放异彩

“新市民”乐在其中

2018 年，临桂新区功能加快完善。
实施建设项目 123 项，完成投资 86 亿
元，建设大厦、发展大厦、金融大厦建成
使用；桂林师专实现整体搬迁，桂林中学

（临桂校区）、博元小学等学校正式启用；
旅游综合医院、吾悦广场、枫林市场等项
目加快推进；新区环城水系全线贯通，新
龙路桥等 5 座桥梁建成通车，“七纵九
横”主干路网和“山环水绕”山水新城格

局基本成型。
在临桂区代表团，代表们纷纷为近年

临桂新区建设取得的巨变点赞。“临桂新
区规划越来越好，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
特别是环城水系、山水公园和市民公园等
新项目的建成，为新区的建设烙上了深刻
的文化印记。”人大代表李月荣说，

对于临桂区未来的发展，代表们提
出，今后临桂区要坚决执行临桂新区的
规划，重新定位临桂区的发展模式，引
导临桂区向高质量产城融合。此外，还
要加快临桂区与经开区，以及周边县区
的深度融合，谋划工业、农业、商业等
的发展空间，把临桂打造成宜居宜业宜
游的现代化城区。

县域经济释放活力

新面貌带来新希望

“统筹城乡建设，让城市与城镇、
乡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了。我们在小
城镇也可以生活得有滋有味！”家住兴
安县的委员韦桂华感慨于城乡一体化建
设带来的变化。

“以前总觉得大城市建设搞得好，这
两年，很多在外面大城市工作的亲戚回
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兴安也可以有这
么好，虽然只是一个县城，但确实不比城
市差。”韦桂华开心道，例如，2017 年，随
着兴安开通高铁，为市民出行带来极大便
利，也让兴安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更加畅
通。又如，去年，滨江公园开园后，为广大
市民提供一个全新的休闲娱乐场所，进一
步提升县城宜居条件水平、提升广大市民
的幸福指数，这是兴安大力建设“生态兴
安、文化兴安、富裕兴安”的成果体现。

采访中，多位来自各县（区、市）的代
表、委员纷纷为自己的美丽家乡点赞。
“作为荔浦市人，我感到十分骄傲。”来

自荔浦市的人大代表莫恒生说，2018
年，荔浦撤县设市，意味着荔浦以农村为
主的县域发展，正式向以城市发展为主
的市域发展转变。荔浦撤县设市后带来
了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城市化建设，
也带来了学校、医院、公园等公共服务设
施的高标准建设。同时，商场、超市、商圈
等商业设施提档升级，也让广大百姓享
受到优美的购物环境。

此外，多位代表、委员还表示，随着城
乡一体化建设发展，城乡风貌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既展示了桂林综合经济实力，
又能吸引投资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还能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同时，代表、
委员们也期待新的一年，统筹城乡建设进
一步推进，城区、乡镇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大力推进城乡建设，同时加大管理力
度，让城乡面貌进一步提升。

文化保护传承固本开新

为胜地建设再蓄动力
——— 代表委员热议文化桂林建设

城乡“比翼齐飞”共享“品质生活”
——— 代表委员畅谈城乡统筹建设发展

▲资料图片：气势雄伟的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记者唐侃 摄

▲ 2018 年 5 月 4 日，临桂新区防洪排涝及湖塘水系工程正式建成通航。这标志着“山环水绕”的山水新城格
局初步成型，必将有力改善新区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显著提升新区形象和城市品位。 记者何平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