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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袁玲 陈骁）为了精准
考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驻村工作实效，
永福县创新绩效考核，采取“三考三评三挂
钩”措施，抓实抓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驻村工作队绩效考核管理工作，力促驻村干
部真蹲实驻、真帮实促、真抓实干，推进驻
村工作出成效。

创新“三考”举措，做到绩效精准考
核。一是深入村屯督查面对面交流考。建立
常态化日常督查考核机制，定期对工作队员
每月驻村情况进行督查，面对面提问相关政
策和业务知识，仔细查看工作台账，并就记
录内容进行提问，避免出现造材料应对督查
的“空对空”现象。目前已对全县 99 个村
（社区）进行了督查，下发了督查通报，并
进行了整改。二是工作例会现场提问考。每
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设置现场提问环节，
针对会议内容、扶贫政策、基层党建基础业
务等内容，由县领导每次随机抽出 10-15
名工作队员，对抽选出的工作队员现场提问
2-3 个问题/人，专门设置“工作队员答题
录”，由专人详细记录答题情况并计分。三

是年终测评综合考。年终通过听取驻村工作
组、驻村干部汇报，实地走访群众核实工作
成效和查阅民情日记、工作总结等资料，组
织村“两委”班子及党员群众代表进行民主
测评，实现考核民主化、科学化。

实行“三评”制度，实现绩效全面考
核。一是群众代表日常评。采取明察暗访、
电话访问、走村入户等方式，了解群众对驻
村干部和第一书记的知晓率、认可度、满意
度等；同时，组织群众代表集中开展工作成
效问卷测评，将工作队员“干了什么、怎么
干、效果怎么样”作为群众评议的重要内
容，确保考核民主化实效化。二是党员干部
半年评。工作队员按照工作计划实行公开承
诺践诺，及时向党员代表、乡村干部晒工作
实绩，接受党员群众监督。每半年组织党员

代表、乡村干部对工作队员的履职情况、
工作作风、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评价，有效避免考核浮于表面的问题。三
是组织年度综合评。考核组采取个别谈话
的形式分别与乡镇主要领导、包村干部、
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等人员进行访
谈，了解考核对象的工作情况；同时，根
据日常督查、现场考核、述职测评等情况
评定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考核等次，并报
县委组织部审核，层层把关，挤出“水
分”、考出“干货”。

推行“三挂钩”机制，强化绩效管理
实效。一是与个人年度绩效考核挂钩。工
作队员年内被县级通报批评 2 次，或被
市、自治区通报批评 1 次，或问题较为严
重的，进行召回撤换，三年内不得评优评

先；对于工作队员工作成效突出，得到通
报表扬、个人先进事迹被市级以上电视台
或党报党刊宣传推介的进行相应加分。同
时，将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与单位年度绩效
考评挂钩，将工作队管理工作列为乡
（镇）、县直选派单位年度绩效考评的一
项具体指标进行考核，帮扶成效差的，帮
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当年不得
评先评优。二是与绩效奖励发放挂钩。对
于被召回撤换、给予留党察看或记大过
以上党纪政纪处分，或给予调离岗位以
上组织处理的工作队员，年度考核等次
直接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取消个
人年度绩效奖。三是与个人政治待遇挂
钩。每年推荐一批实绩突出、作风扎
实、群众认可的驻村帮扶干部作为“七
一”表扬对象，工作连续优秀的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优先提拔使用；对履职不
到位的，视情节严重程度，分别予以通
报批评、诫勉谈话，情况特别严重的，由
县纪委严肃追责，通过坚持激励与约束并
重，督促工作队员积极主动作为。

本报讯（通讯员张超群 戚雅妍 潘莉莉）猪年春节前的
一天，灵川县人民医院接诊了产妇王女士，如不出意外，她的
宝宝将踩着狗年的尾巴顺利来到人世，迎接猪年的来临。但意
外发生了，好在经灵川县人民医院和在灵川县人民医院坐诊的
自治区南溪山医院医生全力抢救，她和孩子逃过一劫，获得了
“新生”。

事情发生在 1 月 24 日上午，由于王女士是疤痕子宫，医
生在为其接生的过程中子宫突然破裂，当时子宫如扎破的气球
般迅速扁了下去，甚至可见皮下包裹着的胎儿。随即王女士出
现大出血，血压迅速下降，生命危在旦夕。县人民医院医生紧
急为其实施剖宫产，但宝宝出生时皮肤口唇青紫、无自主呼吸
和心跳，生命也危在旦夕。

恰好在灵川县人民医院坐诊的南溪山医院新生儿科莫炜明
主任，以及南溪山医院派驻灵川县人民医院儿科王菲医师得知
这一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组织、参与抢
救，同时电话请求南溪山医院医务部，安排新生儿科急救小
组、产科、麻醉科、 ICU 的专家前来灵川协助抢救。由灵川
县人民医院和南溪山医院组成的危重产妇和新生儿联合抢救小
组启动后，立即开展新生儿复苏抢救，医护人员以最快速度行
气管插管，开放静脉通道，持续心外按压联合药物强心治疗。
1 分钟， 2 分钟……在医护人员的抢救下，宝宝终于“起死回
生”。医护人员在抢救宝宝的同时，也对大出血的王女士实施
了止血、输血、扩容、升压、抗休克等一系列抢救措辞，使她
在宝宝脱离危险的时候，也转危为安。为确保王女士和宝宝的
后续治疗和顺利康复，南溪山医院开通绿色转诊通道，用该院
的急救专车，将他们母子接回南溪山医院进一步治疗。

经过治疗后，目前宝宝和产妇王女士都恢复良好，他们全
家人对南溪山医院和灵川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充满感激。

突发意外 母子命悬一线

联手抢救 患者转危为安

经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准，受桂林市国土资源局委托，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拍卖方式出让 1(幅)地
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

请。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竞买人报名人数(家数)不得少于 3 人(家)。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到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到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

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1 日 16 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中心将在 2019 年 3 月 12 日 16 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在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 楼 11 号开标厅(或指定地点)进行。地块
拍卖时间为：

GJ201904 号地块： 2019 年 3 月 13 日 10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土地拍卖现场会由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广西百源汇拍卖有限公司组织进行。
(二)受桂林市国土资源局的授权委托，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国有土地公开交易机构，为拍卖受托

代理执行人，有意竞买者可向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同时提交相关附件(内容详见拍卖
出让文件)，按要求开具资(金)信证明、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应在竞买申请登记截止时间前转入至桂林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

(三)宗地编号 GJ201904 地块规划以桂林市规划局下达的市规条〔 2018 〕 9 号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 4 楼和 5 楼北区
联系人：方先生、雷女士 联系电话： 0773-5625176

桂林市国土资源局 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 年 2 月 21 日

桂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桂林公共土出告字[2019]04 号

宗地编号： GJ201904 宗地面积： 28257 .75 平方米 宗地坐落：
位于象山区凯风路东
侧，润鸿水尚南侧

出让年限：
城 镇 住 宅 用 地 7 0
年，商服用地 40 年

容积率： 见备注 建筑密度(%)： 见备注

绿地率(%)： 见备注 建筑限高： 见备注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商服
用地

保证金： 5900 万元

现状土地条件：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起始价： 14836 .5 万元 增价幅度： 100 万元

备注：

1 . 资(金)信证明不少于 14836 .5 万元。2 . 该宗地按规划编号为：9-2、10-2、10-3 地块。其中：9-2 地块
规划建设用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商业比例不高于 30%)，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0051 平方米，折算容积率≤ 2 . 12，建筑密度 35%，规划绿地率 30%，建筑控制高度 34 米，建设用地建
筑控制高度应根据地形图标注按通则计算提出，建筑层高应满足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10-2 地块规划建
设用地使用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商业比例不高于 30%)，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17257 平方
米，折算容积率≤ 2 . 12，建筑密度 35%，规划绿地率 30%，建筑控制高度 34 米，建设用地建筑控制高度
应根据地形图标注按通则计算提出，建筑层高应满足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10-3 地块规划建设用地使用
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农贸市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980 平方米，折算容积率≤ 0 .8，建筑密度 35%，规
划绿地率 30%，建筑控制高度 15 米，建设用地建筑控制高度应根据地形图标注按通则计算提出，建筑层
高应满足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3 . 控制指标中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为上限控制，绿地率
为下限控制。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纯
洁）在兴安县崔家乡，新时代讲习所在群众
中的呼声很高。“讲习所不讲枯燥的理论，
不搞虚的，实实在在讲发展和致富的门道，
蛮好！”崔家村李老汉是讲习所的“忠实拥
趸”，从去年 6 月份讲习所挂牌成立以
来，每次讲习他都没落下。

“农民想听啥就讲啥，农民想干啥就习
啥。” 2018 年 6 月，崔家乡 9 个新时代讲
习所正式挂牌成立。按照“农民想听啥就讲
啥，农民想干啥就习啥”的讲习思路，把讲
习课堂打造成了传递致富信息的“主阵
地”、“大舞台”，实现了“政府配餐”到
“群众点菜”的转变。

“按需施教”注重讲习实际成效。崔家
乡立足本地实际，通过入户走访的方式，充
分了解当地群众所需，进而按需分配讲习内
容。根据乡政府班子成员联系点的实际情况

制定讲习“课程表”，由乡党委书记带头组
建讲习员队伍，定期开展“菜单式”讲习，
内容涉及党的基本理论、政策宣传普及、创
业致富技能等。截至 2018 年底，全乡共开
展讲习活动 22 场次，听众辐射全乡党员干
部、 8 个基层党组织共 2150 人次，实现了
乡、村两级学习教育的全覆盖。为进一步推
进讲习所规范化建设，全乡 9 个新时代讲
习所都实现了讲习制度上墙，同时充分利用
党员活动室、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等不断将讲
习阵地延伸，切实将讲习所打造成为党员群
众学理论、用政策、促发展的平台。

“远程送学”开启讲习快车通道。去年
以来，崔家乡积极探索“一个中心，两个平
台”工作新模式，将“互联网+”思维贯穿
到党建工作之中，创建“崔家党建云视讯”
系统、“崔家党建 e 家”微信公众号、智
慧党建“旗舰店”，打造了集宣传、教育、

培训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员教育管理新平
台。 2018 年 9 月 28 日，该乡率先在全
县启用“崔家党建云视讯”视频会议平台
开办起了“远教直播讲习所”，在全乡设
1 个主会场和 8 个分会场。通过邀请县委
党校老师和县纪委监委同志以全程视频直
播的方式进行授课，并现场开启视频连线
互动，让 400 余名党员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身临其境，接受党性教育和学习培训，
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目前，党建“云
端”服务已经覆盖到全乡 8 个农村基层
党组织，成为兴安县首个乡、村两级全覆
盖的“云端”党建服务中心，打通了党员
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今后该平台还将
用于脱贫攻坚技能培训等更多领域。

“因地制宜”助推特色产业发展。以党
支部为引领，与脱贫攻坚相结合，崔家村作
为崔家乡的预脱贫村，采取“一所多点”的

方式，把讲习课堂开到了兴安县明泰养殖
专业合作社和兴安县平茂水果种植专业合
作社内。由 3 名创业致富带头人传授农业
养殖技术，积极推进“3+1”———“优质稻、
柑橘、特色品种鸡+甜糯玉米”的特色产业
发展。目前已发动 32 户贫困户通过自己
种植或土地流转参与到砂糖橘产业当中，
覆盖率达 80% 以上，按照“十一有一低于”
标准，该村已实现脱贫摘帽。

据了解，近年来，崔家乡党委、政府
充分发挥典型农业乡的地域资源优势，积
极引进科学种植技术，组织当地农户开展
种植知识和技能培训，打造了桂林旺文·
梦庄园、全新农机合作社等农旅示范基
地。如今，“新时代讲习所”的创建，更
是为崔家乡的“土专家”“田秀才”们提
供了广阔的平台，让更多农民前来取经学
习，踏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农民想听啥就讲啥 农民想干啥就习啥

崔家乡：新时代讲习所成致富传帮带“大舞台”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屈
华文）2 月 19 日，正值元宵佳节，雁
山区大埠乡政府积极与辖区企业开
展劳务合作提供就业岗位，举行“春
风行动”农民工招聘会，为全乡 200
多贫困村民找到了新岗位，为贫困
群众带来脱贫希望。

在大埠乡政府广场，辖区的融
创万达、桂林漆器、大银工坊等多
家企业，都在招聘信息牌上标注多
个适合农民群众工作的岗位，助力
当地的就业脱贫工作。融创万达更
是发挥了重大项目的民生效应，提
供了数百个岗位，吸引了众多群众
前来了解情况，寻找合适的岗位。
雁山区大埠乡乡长罗云华介绍，当
地企业针对辖区的农民工和贫困

户，量身定制了 600 多个岗位
供群众选择。有许多应聘的群众
第一时间就与企业达成了就业意
向。名优企业的用工环境和薪酬
待遇引起了广大务工群众的兴
趣。

“离家不远，工作也稳定，
收入也可以。”前来应聘的李球
双与融创万达达成了初步就业意
向，在他看来，做了几十年农
民，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
作，这是这几年政府引进了大项
目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实惠。

据了解，招聘会当天吸引了
800 多名群众前来务工咨询，
200 多农民群众找到了合适的岗
位。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支荣）为加强中国罕
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日前发
布《关于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
先行遴选罕见病诊疗能力较强、诊疗病例较多的 324 家医院
作为协作网医院，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其中，广西共
10 家医院上榜，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省级牵头医
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被遴选为协作网成员医院，也是我市
唯一一家入围医院。

据悉，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部署，国家级和省级牵
头医院主要负责牵头制定完善协作网工作机制，制定相关工作
制度或标准，接收成员医院转诊的疑难危重罕见病患者并协调
辖区内协作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进行诊疗等工作；成员医院则
主要负责一般罕见病患者的诊疗和长期管理等工作。全国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组建后，将对我国罕见病患者进行相对集中诊疗
和双向转诊，充分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带动作用，提高我国
罕见病综合诊疗能力，逐步实现罕见病早发现、早诊断、能治
疗、能管理的目标。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成员医院，该
院将及时把罕见病用药纳入医院处方集和基本用药供应目录，
开展罕见病药品临床监测，认真做好短缺预警和信息报告。同
时，医院也将进一步做好各项医疗服务，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努力提升罕见病的诊疗水平，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

我市一家医院入围

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雁山大埠乡开展“春风行动”

200 多村民家门口找到工作

▲铁路沿线代表着城市形象，是外地游客到桂林时的第一
印象。日前，象山区南门街道环卫企业开展了铁路沿线专项环
卫整治行动。在行动中，环卫工人重点对环城西一路铁路沿线
各个卫生死角进行清理，铲除了枯死树木和杂草，清理了垃
圾。图为环卫工人正在清扫垃圾。 记者徐莹波 摄

永福县：

“三考三评三挂钩”助推脱贫攻坚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2 月 17
日，叠彩区凤集
社区的居民、辖
区民警、环卫工
人、城管等 80
余人齐聚一堂，
笑语欢歌，共享
百姓长桌宴、共
品汤圆，欢欢喜
喜迎接元宵节的
到来。

通讯员
张燕萍 摄

品百姓宴 叙邻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