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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郑伟
范汝敏）针对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教育扶贫
工作存在的问题，灌阳县深刻剖析问题根
源，完善体制机制，积极主动开展控辍保
学工作，整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
至目前，灌阳全县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均享
受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着力消除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的
现象是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
灌阳创新工作举措，认真分析辍学原因，
做到因人施策，实现精准控辍。 2019 年

初，该县成功将文市镇、黄关镇、灌阳镇
3 名辍学学生劝返到位。与此同时，灌阳
还大力开展萌芽控辍，各学校落实班主
任、任课教师时刻关注学生的身心变化，
对有辍学苗头的学生，按照一生一策的要
求，进行一对一帮扶，使其打消辍学念头。

加大教育投入、健全教育体系是教育
扶贫的基本保障。2019 年，灌阳累计投入
3800 多万元，修建学校教学用房，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为学生营
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增强学校对学生

的吸引力。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教育机制，学校通过多种渠道积
极主动与家长联系，增强家长的责任感；发
挥督学作用，监督和支持学校规范办学，在
学校、家庭、社会营造尊师重教、崇尚学习
的良好氛围，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控辍合力。

此外，灌阳还着重加强特殊教育，做
好动态监测。比对核实教育部门与残联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数据，落实辖区学校招收
入学，安排专职教师对因身体原因不能到
校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 2019

年春季学期，送教上门人员增加到 58
人，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今年春季，该县对学籍系统数据核查
3 次，发布核查结果，通报异动情况，对
在校学生与学籍不一致的学校查明原因、
督促整改，及时完善，确保人在籍在、籍
随人走、人籍一致，为控辍保学提供动态
监测。同时要求教育与扶贫部门比对适龄
儿童接受教育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跟踪了
解、落实专人整改，切实做到建档立卡贫
困户适龄儿童少年不因贫失学辍学。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李怡慧）5 月 16 日，桂林平山新能
源电动车城开业当天，在象山区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设在电动车城
的桂林市首个交警电动自行车注册便民服务站也正式对市民开放。

电动自行车是我市老百姓出行时使用最为广泛的交通工具，
我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百万辆，并且还在以每年 10 万
辆的速度增长。为此，把电动自行车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范畴，并
为市民购车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服务，一直是市交警部
门努力的方向。

桂林平山新能源电动车城项目占地约 50 亩，投资 3500 万
元，规划建筑面积 3 . 5 万平方米，打造一个集销售、体验、服
务、回收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综合体。如何方便购买电动车的市
民登记上牌，成为交警关注的问题。对此，象山区、市交警支队
立足服务百姓，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推进“最多跑一次”，
设立全市首个便民服务站。交警可对市民的新购电动车辆进行审
验把关，并同步提供注册登记服务，既保障了市民购车的合法权
益，又提供了“一站式”的便捷登记服务，市民在电动车城购买
按新国标生产的电动车后，可以就近登记上牌，免去了再跑一趟
的麻烦。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天电动自行车注册便民服务站已经
顺利开展相关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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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逢超 通讯员王文忠
李哲）近日，记者从兴安县相关部门获

悉，该县通过“四个坚持”，即坚持领导带
头，加强政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扭紧责
任链条；坚持严督实导，推动整改落实；坚
持抓铁有痕，建立规范台账，扎实推动巡视
整改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兴安全县已完成
整改 53 项（其中建立长效机制 30 项），正

在整改 20 项，整改完成率 72 .6%。
兴安县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巡视整改工

作，坚持以上率下，抓住“关键少数”，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县长、县委
专职副书记担任副组长的整改工作领导小
组，压实巡视整改主体责任，统筹推进整
改工作。县委书记带头深入一线调研指导
巡视整改落实，县四家班子领导、全县科

级干部下到所分管领域和联系片区对整改
工作进行调研指导，有效推进脱贫攻坚深
入开展。

此外，该县严格对照中央巡视组反馈
意见，分类逐条梳理细化，结合该县实
际，制定了具体整改措施 73 项，明确任
务分工、责任领导、牵头单位、责任部门
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可量化、可检查、

可问责。同时采取查阅台账、召开座谈
会、入户走访等形式对各乡镇、县直牵
头单位和责任单位开展了巡视整改专项
督查，对整改不力、敷衍了事、拒不整
改的单位予以问责，以强有力的纪律保
障推动整改工作落实到位。按照市整改办

“五个要”的标准，要求各单位进一步规范
台账制作，定期调整更新档案资料。

兴安“四个坚持”推动巡视整改落到实处

灌阳教育扶贫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效
全县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均享受到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我市首个交警电动自行车

注册便民服务站落户象山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赵景玉 陆新）5 月 15 日，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获悉，近日，该局带电作业中
心工作人员顺利完成 10 千伏岭脚底线果园场支 2 号杆至 3
号杆间带电组立 2+1 号杆工作，这也是广西供电系统首次实
施带电立杆作业。

该局相关人士介绍，在本次作业时，工作人员通过在档
距中间带电组立水泥直线杆，并进行导线提升，解决了导线
对地距离不足的问题，与停电立杆作业相比，此次带电立杆
完全不停电，减少了对周边群众的生活影响。

据了解，带电立杆作业属于难度和危险系数较大的带电
项目。为了顺利完成这项作业，桂林供电局成立了以带电专
业二级助理技能专家牵头的攻关团队，并向广西电网公司带
电作业技术中心寻求技术支持，努力攻克各种难题。目前，
该局带电作业水平已经打破带电立杆、旁路带电作业等高难
度带电作业瓶颈，今后将常态化开展这一作业，以提高整个
桂林电网供电可靠率，进一步优化桂林电力营商环境。

桂林电网完成

广西首次带电立杆作业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阳馨莹）记者从市体育局获
悉，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经过近半年改造提升后，将于 5 月 20 日
重新开馆，市民游客可继续到游泳馆进行游泳健身。

据了解，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对外开放已有 15 年，由于全天候
开放时间长，馆内顶棚大面积出现严重开裂变形，为防止顶棚变形
开裂部分坠落，消除安全隐患，市体育中心自 2018 年 12 月 3 日
开始闭馆。闭馆期间，重点对室内池顶棚进行拆除维修，对更衣室
及公厕进行升级改造，游泳环境更加安全、舒适、干净。

体育中心游泳馆占地 489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555 .32 平方
米，总投资约 2200 万元。拥有一个 25 米×50 米标准比赛室外
池、一个 21 米×25 米室内训练恒温短池、一个 21 米×18 .5 米儿
童训练室内恒温池，拥有标准泳道 20 条，游泳馆所有泳池均采用
水循环过滤系统，对池水 24 小时不间断流动处理，水质符合国家
卫生安全标准，是桂林市公共卫生 A 级单位。游泳馆每年 3 月至
12 月对外开放，主要对外提供游泳健身、游泳比赛场地租赁以及
游泳技能培训等服务。该馆还具备承接全国性游泳比赛的能力，先
后举办过全国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全国蹼泳锦标赛等大型赛事。

为加强馆内救生员职业技能，提高游泳馆安全系数，在重新
开馆前的 5 月 9 日，市体育中心游泳馆还专门举办游泳馆救生
员技能培训。培训课程包括传授救生理论知识及心肺复苏、陆上
解脱等实践技能。全体救生员在技术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从溺水
呼救到实地抢救等环节现场演练。

市体育中心游泳馆

完成改造升级
5 月 20 日将重新开馆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蒋淑芳）近日，自治区教育工会
组织驻邕高校教育、医疗、农业、计算机方面的专家教授，到资
源县开展“践行新思想，奋进新时代”助力脱贫攻坚教职工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中，主办方分项目组织全天的培训和现场指导，共进行
了教师职业操守培训、医生培训与现场实操指导、电商培训、优
良品种提子种植与防病、科学养猪与防病，以及为职工群众义诊
等活动。 22 名来自广西医科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医师
为资源职工群众义诊，并到资源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生业务培训和
病房现场指导观摩；广西农职院教授到资源县中峰镇红提核心示
范区，开展种植技术及防病知识现场指导；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则
开展电商培训讲座，为乡镇村级基层干部、致富带头人培训电商
实用技巧。

活动中，自治区教育工会还向资源县中小学教学点捐赠了价
值 23 万余元的电脑、打印机和图书。

自治区教育工会

走进资源县助力脱贫

参与度排名县（市、区） 日均参与度 注册率 注册率排名

1 资源县 55 .42% 100 .00% 1

2 象山区 52 .44% 100 .00% 2

3 恭城县 48 .39% 99 .72% 7

4 永福县 48 .02% 96 .48% 8

5 雁山区 46 .92% 85 .10% 11

6 叠彩区 45 .30% 99 .99% 6

7 七星区 40 .82% 84 .12% 12

8 阳朔县 37 .76% 63 .05% 17

9 兴安县 36 .76% 64 .50% 16

10 灵川县 36 .63% 100 .00% 3

11 龙胜县 34 .44% 85 .61% 10

12 秀峰区 34 .22% 76 .12% 14

13 平乐县 32 .11% 72 .82% 15

14 全州县 31 .62% 93 .82% 9

15 灌阳县 31 .58% 100 .00% 4

16 荔浦市 31 .55% 100 .00% 5

17 临桂区 31 .35% 76 .98% 13

参与度
排名

党组织名称 日均参与度 注册率 注册率排名 备注

1 中共桂林市红十字会党支部 96.87% 60.00% 71

2
中共国家统计局桂林调查队
党支部

96.73% 95.45% 19

3
中共桂林市体育局机关委员
会

95.64% 72.96% 45

4
中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
会桂林市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95.31% 88.89% 25

5 中共桂林市教育局党组 92.86% 67.36% 53

6
中共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机关委员会

86.53% 20.96% 95
含流动党
员 1445人

7
中共桂林市委员会政策研究
室党支部

85.66% 70.83% 47

8
中共桂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办公室支部委员会

85.30% 60.71% 70

9
中共桂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党组

83.93% 85.37% 26

10
中共桂林市接待办公室总支
部委员会

82.75% 60.98% 66

(一)各县(市、区)学习使用情况 (二)参与度前 10 名的市直单位 (三)参与度前 5 名的垂管单位

我市“学习强国”学习使用情况通报（ 4 月 30 日-5 月 15 日）

参与度
排名 党组织名称 日均参

与度 注册率 注册率
排名

1

中共桂林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委员会

93.71% 100.00% 1

2

中共桂林紫竹

乳胶制品有限

公司委员会

81.67% 100.00% 2

3

中共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桂林

市分公司委员

会

67.00% 65.40% 21

4

中共桂林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

66.02% 100.00% 3

5

中共中国电信

桂林分公司委

员会

65.51% 66.49% 20

和平万达旅游城项目安置房建设有序推进
预计 6 月底前可实现一期分房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日前，记者走进和平万达旅游城项目安置房
现场，原本臭气熏天的养猪场、污水横流的临
时棚舍已经被一幢幢崭新的高楼代替。目前，
该项目安置房一期 17 . 5 万平方米主体建成
封顶，并且已完成 95% 室内外装修工程。预
计今年 6 月底前可实现一期分房。

近年来，高新区七星区举全区之力，推
进城市重点项目建设。桂林文化旅游中心项

目已于近期开工建设，福隆园片区项目、塔
山片区项目、和平万达片区项目快速推进，
实现了保护漓江和城市发展齐头并进的初
衷。

作为桂林市最大的公寓式安置模式项
目，高新区七星区始终以人民群众利益为
出发点，集思广益、广泛调研论证，并克
服重重困难提质增速，让第一批拆迁户早
日选房搬新家。近期，不少拆迁户来到指

挥部办公点咨询安置房交房情况，当他
们听说交房在即、梦想即将成真，不由
得喜笑颜开。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和平万达旅游城
项目安置房选址环城南一路沿线，毗邻万
达商圈、兴进广场、五里店果蔬批发市
场，生活购物便捷；临近桂林市第五人民
医院、育才集团英才小学等，基础设施齐
全，周边配套完善。安置房小区内规划新

建幼儿园将在 5 月底前启动建设。同
时，还完善了片区出行道路交通网，新建
市政道路毛塘东路延长线、骖鸾路延长
线、穿山东路延长线及市政配套道路规划
路。现已完成连接安置房地块的毛塘东路
延长线建设，启动了骖鸾路延长线建设。
为保障居民生活品质，小区还规划设计地
下、地上停车位 4146 个以及专门的社区
用房、活动场所。

 5 月 1 4
日，七星区东江街
道办社山桥社区联
合社区管段民警开
展扫黑除恶法治教
育宣传活动，向居
民群众发放相关宣
传资料。

记者陈静
通讯员吴红艳 摄

切实维护学校及周边安全稳定

永福制定教育工作

风险防控清单
本报讯（通讯员蓝胜福）近日，永福县政府组织召开学校安

全管理及周边环境秩序治理工作暨防范学生溺水和义务教育控辍
保学工作会议，全面梳理当前该县中小学校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
险隐患，制定责任清单，层层压实教育工作目标责任。

会议传达了全国、全区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自
治区、桂林市相关会议精神，总结了 2018 年该县学校安全工作、
控辍保学和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部署下一阶段整改提高工作。

会议梳理了当前该县中小学校存在的消防安全、交通安全、
食品安全及毒品、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等 9 项突出问题和控辍
保学、防溺水工作等 3 项风险隐患，并制定详细清单，将责任
层层分解到具体部门和人员。

会议要求各单位、各部门、各学校提高认识、强化担当，对
照清单立行立改，切实维护学校及周边的安全稳定，共同推进教
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该县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义务教育
控辍保学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各乡镇政府分管领
导，县教育局全体班子成员、二层机构负责人及全县各村级完全
小学以上校（园）长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