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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沙沛东）日前，桂林供电局
“大手拉小手 安全用电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在榕湖小学举
行。该局青年志愿者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知识课，
让大家体验了一回“奇妙的电力之旅”。

活动通过播放宣传片、发放宣传册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解了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用电知识，并通
过问答形式，引导孩子们养成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的好习惯，
鼓励大家争做环保小卫士。

桂林供电送安全用电

知识进校园

□本报记者秦念 通讯员刘静波

随着短视频越来越火，广西桂林智神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智云”系列产品也
“红”透了业界。截至目前，该公司生产的
智能手持稳定器等产品已经远销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

作为广西桂林民营科技企业成功“出
海”的代表之一，桂林智神成立于 2015 年
6 月份。在不到 4 年的时间里，该公司自主
研发并推出共计 4 大系列、 80 多个产品，
单项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甚至一度达到
78% 的高位。桂林智神是如何一步步成为
行业标杆的？

“高科技企业的命脉当然是创新。”广

西桂林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廖易仑
说。 2014 年，短视频风潮逐渐兴起，这一
年，廖易仑刚从原公司离职，他看到了这个
新兴市场中蕴含的巨大潜力，将所有的资金
投入了手持稳定器产品的研发当中。

“当时市面上的手持稳定器基本上用的
是铝合金材料，产品价格在一千到两千元不
等。”廖易仑说，“为了在重重竞争中‘杀出重
围’，我们大手笔投入资金进行科研创新。在
此期间，税务部门针对税收优惠政策对我们
进行了宣传和辅导，当了解到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将给公
司减免 1600 多万元的税款时，极大增加了
我们投入资金进行科研创新的信心。”在持续
投入和反复试验下，2017 年，该公司发现了
一种物美价廉的新型材料，推出了崭新的

smooth Q 稳定器，成本降低了 1/3。“通
过不断创新产品、品牌战略，以及人才引
进，公司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我们的销售
额也从几百万元飞速发展到数亿元的水
平，产品远销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企业的自身努
力，更需要国家税收政策的保驾护航。”
桂林智神的财务总监成海云算了一笔账，
智神公司享有出口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多项税收
优惠政策，该公司的产品以出口为主，
2017 年度累计获得出口退税及企业所得
税减免税款 2300 万元， 2018 年度这些
税收优惠政策达到 3000 万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
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 的税率降至 13% 。仅此一项，公司
今年预计又能减少 30 多万元的税款。”
成海云说。“除了税收上的优惠，税务部
门还贴心地为我们高新企业‘量身定做’
了政策辅导，及时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政策
上的问题。”成海云告诉记者。

“服务纳税人，让减税降负政策精准落
地是我们的宗旨。”桂林高新区税务局局长
李青山告诉记者，桂林税务部门坚持以纳税
人需求为先，持续深入落实系列优惠政策，
让企业全方位、多方面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企业发展，与此同时，推动落实“最多跑
一次”改革，构建绿色办税通道，帮助企业扫
除税收政策方面的障碍，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壮大，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助力本土“高
新尖”企业进一步迈向国际大舞台。

桂林智神：减税降负让本土高新企业“杀出重围”

▲为落实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桂林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标语及进企业、校
园面对面宣传等多种形式全覆盖开展宣传工作，旨在鼓励、
动员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快速形成局内
和辖区内共同关心、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向广大人民群
众展示扫黑除恶的决心和信心，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图
为该局于近日利用 2019 年广西高校毕业生春季就业双向
选择洽谈会在桂林理工大学召开的机会，组织党员志愿者
到桂林理工大学向学校老师、学生及参会的企业代表宣传
扫黑除恶相关知识。 （通讯员阳国芳 杨凌 文/摄）

□本报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黄勇丹 银张燕 文/摄

春分时节，细雨蒙蒙，气温回
升，正是采茶好时节。连日来，龙胜
各族自治县乐江镇乐江村大寨组梦龙
茶场一片忙碌的景象，大家忙着采今
年的第一茬新茶。高山上采茶不但成
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也带动了当地群
众脱贫致富。

梦龙茶场距离镇政府所在地仅
0 . 5 公里， 2014 年 7 月由该县梦龙
茶业发展专业合作社建场经营，基地
茶叶种植面积 146 亩，茶叶加工场
1400 平方米，主要种植龙井 43 号、
黄金叶、安吉白茶等高品质茶叶。

近日，春暖花开，记者沿着蜿蜒
的石板小路走到茶场，一路上云雾缭
绕，采茶工人点缀在梯田般的茶场让
人恍若置身仙境。茶场最高处离平地
有数百米，茶场工人说由于山上小气
候的原因，越往上走茶叶在雨露和阳
光的作用下越鲜嫩。春茶是一年中最
鲜嫩的一茬茶叶，而高山茶叶更甚。
由于茶场风景优美，每每这个时候，
除了采茶的工人，也经常吸引不少游
客来游玩，为此茶场还专门修建了石
板路和凉亭方便大家上山和休息。茶
场除了种植茶树，还种有海棠、樱
花、格桑花等可观赏性花木。该茶场
以“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
带动 16 户贫困户就业，并致力于打
造集茶叶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一站式生态农业产业和集观光、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旅
游，成为该县茶叶种植示范基地，更
是乐江镇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

为期一个月的整治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霹雳行动”于 3 月 26 日结束。记者从
桂林市公安交警部门了解到，行动期间，交警
部门开展 6 项超常规行动，紧盯 6 类车辆、9
类重点违法，在全市范围内共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 115025 起，其中查处酒后驾驶（含醉驾
11 起）的交通违法行为 1231 起。

现场一：严查高速公路违停

3 月 13 日下午 4 时 50 分许，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四大队民警驾驶警
车巡逻至包茂高速公路平乐段时，发现一辆
绿色大客车停靠在路边，客车驾驶员在车外
左顾右盼，车内坐着七八名乘客。民警立即
上前询问情况。

经了解，该客车从柳州融安开往深圳龙
岗，经过二塘高速出入口后想停车休息一会
儿。民警指出驾驶员陈某非紧急情况下在高
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属违法行为，并告知其
危害，随后依法对其处以罚款 200 元、驾
驶证记 12 分处罚。处罚后要求客车立即驶
离，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现场二：严查校车隐患

3 月 19 日上午 7 时 40 分许，雁山交警
大队在柘木镇柘木派出所门前路段开展“霹
雳行动”，主要对过往校车、农村面包车进行
隐患排查。执勤交警拦停一辆隶属雁山区曙
光幼儿园的中型专用校车，经检查发现，该
校车核载 19 人，实载 22 人，超员 3 人。

根据相关规定，交警对驾驶员秦某处以
罚款 500 元、驾驶证记 6 分的处罚，并责
令校方将车上超载幼儿安全转运。当天下
午，交警部门还约谈了曙光幼儿园园长周
某、校车驾驶员秦某，要求幼儿园立即按照
《校车管理条例》对校车管理进行整改，严
格按照校车通行规则安全、文明驾驶。

现场三：严查酒驾

3 月 6 日晚上 10 点 30 分许，叠彩交
警大队在环城北一路小麻雀物流门口设卡进
行夜查行动时，发现一辆深色小车在卡点前
方短暂停车后突然倒车。见状，执勤民警一
边迅速使用破胎器放置在车辆后方空地，一
边对驾驶员高声喊话进行警告，将其逼停。

随后驾驶员被民警带往卡点安全区，驾
驶员却趁民警不注意，迅速翻越道路中心护

栏逃跑。最终，该驾驶员被不远处的配合
卡点执勤民警擒住，并由民警扭送回卡点
安全区。经呼气式酒精测试，驾驶员熊某
血液酒精浓度为 66mg/100ml ，达到饮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规定。

就在此时，卡点执勤民警接到叠彩大
队值班民警对讲机通报：一小车约 10 分
钟前在中山北路前锋幼儿园门前追尾另一
小车后逃逸。而逃逸小车的行驶轨迹及车
辆特征，正与熊某驾驶的小车一致。

民警结合报警人提供的线索和对驾驶
员熊某的调查询问，确认了熊某酒驾酿追
尾事故然后逃逸的违法行为。最终，熊某
因酒后驾驶被处以罚款 1000 元、驾驶证
记 12 分并暂扣驾驶证 6 个月的处罚。交
通事故的后续赔偿和处罚仍在进一步调查
处理当中。

数据：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1 万余起

据统计， 2 月 26 日至 3 月 26 日期
间，桂林公安交警部门共出动警力 6000
余人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115025
起，其中查处酒后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
1231 起（含醉驾 11 起）、查处 6 类车辆
9 类重点违法 2683 起、查处农村面包车

超员 153 起。
此次“霹雳行动”期间，交警部门联合

交通运输、应急管理等部门采取随机抽查、
反复检查等方式，对本地客货运输企业安
全隐患进行了监督检查，建立重点运输企
业“红黑排行榜”。同时，对全区通报的“十
大违法突出客运车辆”、“十大违法突出货
运车辆”，督促企业完成违法清零。

“霹雳行动”期间，交警部门针对现
场执法和路面管控的薄弱环节，开展异地
用警、交叉执法，每周开展一次县际交叉
执法，大力加强了现场执法，始终保持严
管高压态势。同时，全面启用公路监控设
备和缉查布控系统，加强对已注销报废仍
在运行、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涉牌
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霹雳行动”期间，全区高速公路开
展区域联动管控工作，严查“两客一危一
货”等重点车辆交通违法行为，且对违法
行为一律顶格处罚。

市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霹雳
行动”开展一个月期间，桂林市交通事故
4 项指数稳中有降，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但交警部门的交通违法整治行动将持
续开展下去，切实将各项交通安全管理措
施落实到位，坚决打好预防和减少道路交
通事故攻坚战。

“霹雳行动”一个月查处交通违法 11 万余起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近日，广西高校毕业生春季就业双
向选择洽谈会在桂林理工大学屏风校区举行。记者采访发现，
今年大学生求职呈现多元化，有三大方面的特点：一是求职的
全程网络化，扫码求职；二是企业成为就业的主战场；三是学
历要求为硕士的招聘条件有所增加。

求职网络化已经贯穿整个求职的过程。在双选会现场，记
者看到求职的平面展板上写着一排排用人单位的名称，旁边就
是企业的二维码，通过扫码就可以获知用人单位的招聘情况。
同学们纷纷拿起手机，通过扫码获取相关招聘信息。

企业已经成为就业的主战场。桂林理工大就业处的一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体制内单位的接纳有限，只能依靠社会来解
决就业。”以本次双选会为例，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
苏、浙江等 18 个省（市）的 707 家用人单位中，国内大中型
企事业单位有 306 家（其中上市公司 40 家、国企 115 家、事
业单位 20 家），参加招聘会的广西地方企业也有 322 家。

记者还发现，一些单位对硕士等高学历毕业生伸出橄榄
枝。隶属钦州市的浦北县此次对高层次人才给出紧缺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无需参加考试、直接办理入编、最高补贴达 17 . 2 万
元、平均月收入超过 7000 元等一系列福利，以吸纳人才。一
些企业更是注重人才培养储备，推出“管培生”项目，为未来
的企业拓展做准备。

广西高校毕业生

春季就业双选会

在桂林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蒋洪宇）近日，一封中英文双语感谢信在
市人民医院外科医生的朋友圈里传开。整洁工整的手写汉字、
英文，每一个字都透露着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子的感激
之情。

18 岁的小崔是一名高三学生，已进入高考的冲刺阶段。
平时学习成绩优异的他立志高远，对高考充满信心。可身上的
一处隐患，却时时困扰着他。原来在几年前的一次体检中，他
被查出右肺上有一个肺大泡。虽然这是一个良性病变，但却像
一颗埋在体内的定时炸弹，剧烈运动或情绪激动都有可能导致
肺大泡破裂，引发气胸，危及生命！

日前，在家人的陪同下，小崔来到市人民医院胸外科/心
脏大血管外科就诊。医生介绍，接受手术是根治肺大泡的唯一
方法。一听要做手术，小崔忧心忡忡，担心手术和术后康复要
花掉他太多宝贵的复习时间。得知小崔的顾虑，该科马上组织
麻醉科的专家会诊，经研究，专家们为小崔量身定制了一套
“既安全可靠又费时最少”的手术方案：喉罩全麻联合超声引
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在胸腔镜下进行肺大泡切除。

喉罩全麻联合超声引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是一种新的麻醉
方式，与传统的全身麻醉相比，这种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损伤
小，恢复快。患者甚至可以在手术结束后就能下地活动，不仅
缩短了住院时间，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手术后呼吸道的并发症。

通过充分的沟通，小崔选择了这一手术方案。仅半小时，
医生便完成了手术。

术后 10 分钟，在麻醉恢复室，很快清醒过来的小崔感觉
良好，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他自己走出了手术室。术后 3
天，小崔即康复出院。

几天后，小崔给医护人员送来一封用中、英文书写的感谢
信。他感谢了医生们的精湛医术和护士们的悉心照顾，并表
示：“我会将大家的帮助谨记于心，努力成为一个像大家一样
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肺部手术“安全又省时”

高考生写双语信谢医生

春分时节采茶忙

采茶姑娘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

▲茶场在数百米高的山上。上山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