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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见习记者赖伊婷
实习生赵静）记者从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获

悉，桂林市靖江王府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
夜景亮化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自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工以来，各项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中，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达
98％ ，已基本完工。

靖江王府历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夜景亮
化提升改造工程位于靖江王府区域，范围涵
盖王城及中山中路、凤北路、解放东路及滨
江北路围合而成的 130 多栋建筑的立面夜
景亮化。该项目由市城管委组织市城市照明

管理处担任建设业主，旨在通过亮化方式将
桂林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夜间绽放出来，营造
夜景氛围，向中外游客展示桂林的独特风貌，
将美丽桂林建造成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项目在设计中
凸显出多项特色，如突出靖江王府的历史文
化特征，深度挖掘桂林历史文化的价值，
利用现有的建筑为背景，用灯光艺术手段
设计出夜景亮化的点睛之笔，令其更加生
动，彰显历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规划
思想，确保安全感与安全性，防止光污
染，减少眩光对周边人群环境的影响，同

时营造视觉舒适、温馨、艺术的夜间景观；
重科技与创意，传递光文化，努力实现科技
与文化艺术的完美结合；将绿色低碳节能的
生态理念贯穿其中，尽量使用 LED 照明光
源，同时根据建筑活动时间进行照明控制，
在保证形象展示的同时减少电量损耗，节约
成本支出等。

市城市照明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项
目在完成工程设计、既定施工图编制和审查
后，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进场施工，截至
目前，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 98％ 。其中，
在亮化提升方面，完成了亮化供配电系统建

设工作，能对片区内亮化设施正常供电；
全部完成和平巷、凤北路、滨江路、东华
路、中华路、西华里、福棠巷、伏和巷、
贡后巷、解放东路、外城墙范围内的亮化
建设工作，安装完成的灯具已能正常亮
灯，亮化效果良好，达到设计要求。

该负责人表示，现在管理处正督促施
工单位按照桂林市靖江王府片区历史文化
旅游休闲街区改造提升项目领导小组的要
求对整体工程进行查遗补漏，确保工程达
到相关要求后完成竣工验收，尽快把桂林
最美夜景展现给广大市民游客。

本报讯（记者陈静）自新一轮创城工作
开展以来，七星环卫部门不断创新管理机
制，推进环卫精细化管理，全面加强对城区
道路保洁、垃圾清运、垃圾处理等工作的管
理力度，着力打造一批环境卫生示范路。

据了解，七星区环卫站针对辖区道路情
况，完善细化《道路保洁作业规范》，根据
道路等级，明确作业标准；多次召集 5 家
物业公司召开专题会议，加强组织领导，细
化责任分工，通过机械化作业定人、定时、

定车、定路段，达到精细化保洁效果；最
大限度增加洒水降尘频次，对一级道路
“一日四扫四洒”、二级道路“一日两扫
两洒”，保证所有道路每周清洗 2 次；
在重污染天气情况下，对重点道路全天候
不间断洒水降尘，保持路面湿润无扬尘。

“精细化作业，要求路面见本色。”
七星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七星
路、普陀路、骖鸾路等示范路，环卫部门
采用“人员编组+123 模式”，洒水、洗

扫、吸扫三组人员协同作业，然后人工辅
助清扫积水，确保道路无大块污渍。该负
责人介绍，对道路上的垃圾桶实施每日清
洗，重新合理设置主次道路垃圾桶点位
置；科学搭配垃圾收集车和人员，在有条
件的区域开展小型收集车动力收集垃圾，
推广前端收集进社区，小车收、大车运的
收运新模式，确保密闭运输无撒漏、作业
无噪音臭味扰民，这种“车车对接、车站
对接”的垃圾收运新模式有效提高了垃圾

收集效率。针对道路隔离栏下的路面，清
扫车力度不够的区域、重油污的人行道，
七星环卫站组织各公司进行人工清洗，要
求达到路见本色。

目前，辖区内 5 条示范路均安排专
人专车管理，人工保洁 12 小时不断岗巡
扫，机械化作业每日四扫四洒，每周人工
冲洗 2 次道路，通过打造环卫作业样板
示范，树立环卫品牌，全面提升环境卫生
作业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张维）按照
创城有关要求，近日，象山区城管大队开展

“门前三包”整治行动，城管队员加强辖区主
要干道中山路、民主路的市容巡查，逐家检查
沿街店铺“门前三包”落实情况，并对屡教不
改的违规店铺进行处罚。

象山区城管大队负责人表示，“门前
三包”是城市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此
次“门前三包”整治行动严格按照创城工
作部署，以开展市容综合整治行动为重
点，一方面加强日常市容巡查力度，对发
现违反“门前三包”的情况即查即改，另

一方面，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行
动，全力攻克日常“门前三包”管理工作
中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难点，确保“门前三
包”责任制落到实处。

据统计，近日象山区城管大队对辖区
1800 余家签署了“门前三包”责任状的

商户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清理门头小
广告 1100 余张，纠正店铺超门窗经营
900余家。下一步，象山区将按照创城工
作要求，持续强力抓好“门前三包”工
作，不断精细化管理，实现“门前三包”
工作辖区“全覆盖”。

桂林“不夜城”又添新景

靖江王府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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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城再出发

象山区加强“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

七星环卫推进精细化管理打造示范路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黄帅君 实
习生何美容 文/摄） 7 月 9 日，叠彩区组
织相关人员对大河乡五福村委泗洲湾村群众
路红线范围内的 14 栋房屋和 17 座厂棚进
行了拆除，为群众东路项目正式动工奠定了
坚实基础。

据了解，群众东路项目是叠彩区五福
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三大板块之一。为
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项目指挥部工作人
员打出了强化前期管理、组建城管中队、
坚持党支部和城管队伍建在项目上、实行
“午餐”例会等系列“组合拳”，强力推
进项目各项工作。指挥长带队沉入村民家
里宣传政策，倾听其需求和建议。为提高
效率，指挥部利用中午“饭点”时间，边
吃饭边讨论，集中分析项目推进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共同研究推进工作的措施和

办法。创新成立城管工作组，对项目规
划范围内的建筑进行全天候巡查，实现
违法建筑“零增长”。当天，在拆除现
场，叠彩区主要领导带队指挥，对 14 栋
房屋和 17 座厂棚进行拆除，拆除面积达
18785 .51 平方米。

据悉，群众东路位于叠彩区城北滨
江区内北极广场北侧，起点接现有的群
众路，往东延伸，终于滨江北路，途经
桂林市力源粮油食品集团公司、江与城
居民小区、泗洲湾村，线路长 1 . 428 公
里，宽 40 米，双向四车道，道路为城市
主干道。据了解，在完成拆除工作后，
项目将于 7 月底进入开工建设阶段。建
设期限为 2 年，道路建成后能够快捷分
流交通，缓解中山北路交通压力，有力
推进整个城北滨江区的发展。

叠彩区加快推进群众东路建设
拆除红线内房屋厂棚 18785 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苏展）今年以来，一种名叫草地贪夜蛾的害
虫肆虐我国多地，主要对玉米、甘蔗、高粱等粮食作物造成破
坏。记者从市植保站了解到，自桂林 4 月首次发现草地贪夜蛾
为害以来，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组织开展调查与防控工作。目
前虫害得到有效防控，施药田块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

据市植保站介绍，今年 4 月 24 日在我市雁山区首次发现
了草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玉米，最迟于 6 月 4 日在资源发现草
地贪夜蛾幼虫为害玉米。到目前为止，桂林市所有农业县
(市、区)玉米都不同程度发生草地贪夜蛾为害。病虫害发生
后，市农业农村局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各县（市、区）生产第一线开展虫情调查，全面掌握我市
虫情发展动态，并通过加强防控措施培训，提高基层农技人
员、农户的识虫防虫能力，做好草地贪夜蛾成虫灯诱和性诱监
测，指导农户科学合理打药防治，努力做到“虫口夺粮”，确
保我市农业生产安全。

据悉，截至 7 月 4 日，全市开展市级培训 3 期、县(市、
区)级培训 20 期、乡(镇)级培训 68 场、村级培训 101 场、培
训种植大户 19 场，共培训各级植保技术员、乡镇农技人员、
玉米种植大户及个体农民 7998 人，张贴及发放宣传资料
33600 余份。目前全市玉米见虫面积约 188652 . 45 亩、发生
面积 138599 .1 亩、累计防治面积 173624 .4 亩。

市植保站表示，总的来说草地贪夜蛾是可防可控的。下一
步将继续做好我市中熟玉米及秋玉米草地贪夜蛾防控培训，多
渠道大力宣传防控技术，开展疫情监测调査预警、药剂筛选、
生物及性诱防控技术试验示范，探索发生危害规律等工作。

我市科学防控

草地贪夜蛾
施药田块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罗飞霞 艾丽君）日前，兴
安县融媒体中心携手“小白杨”计划公益活动的爱心志愿者，
到兴安县白石乡门家小学、白竹小学，漠川乡保林小学、显里
小学和高尚镇仁和小学，开展以“情满山区·与爱同行”公益
活动，为山区孩子们送上 4 万元爱心物资。

志愿者们所到的小学均为地处偏远的贫困山区，教育资源
相对匮乏。在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将孩子们需要的书包、笔记
本、文具盒、篮球等体育器材和学习生活用品送到学校和孩子
们手上。

据悉，“小白杨”公益计划由企业家、主持人、演员、歌
手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组成，旨在通过集聚社会力量帮扶贫困的
山区孩子们。志愿者中有一些为兴安县人，他们在外工作后不
忘家乡，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物资，帮助家乡贫困孩子。兴安县
融媒体中心在宣传报道中长期关注困难群众的生活状态，并主
动筹划、发动、参与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此次得知“小白杨”
公益组织的爱心心愿，积极携手对接，既帮助山区学校改善教
学资源，也履行媒体社会责任。

“媒体+公益”携手

为山区孩子送爱心

本报讯(记者唐艳兰 通讯员李鸣 文/
摄)桂林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以
来，把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定义为“红色
稳定器”，党员佩戴党徽、工作岗位放置“党
员先锋岗”亮身份。在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动
下，公司获得稳步快速发展。

桂林智神公司 2015 年成立，主要研发、
生产和销售智能云台及民用无人机等相关配套
产品，出口外销美、欧、日、韩等 6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出口比例达 51% ，其中美国市场
占总销售的 7% 。目前，智神公司旗下稳定器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位居全球首位，
产品 APP 上的全球用户人数已经达到 200 多
万。在发展过程中，公司注重加强党建工作。
2018 年 1 月，公司成立党支部，现有正式党

员 23 人。公司党员干部职工在岗位上争先
创优，积极发挥带动作用。今年，公司旗下
产品 ZHIYUN 稳定器出口美国被强制加征
25% 的关税，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面对美国市场的压力和风险，智神公司加快
推进公司全球布局，拓展欧洲、东盟国家和
地区市场，加深与亚马逊电商平台的市场与
渠 道 合 作 、 入 驻 法 国 最 大 电 商 平 台
Cdiscount ，努力使智神的“中国制造”
成为发展民族制造工业的一股蓬勃红色力
量，打造“红色稳定器”。

桂林智神公司打造“红色稳定器”

▲拆除现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赵静）日前，市工商联联合
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举办“法律服务民企开放日”活动。据
悉，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
要论断，也是市工商联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保障非公经济健
康发展合作机制的具体体现，并通过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
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驾护航。

在活动中，市工商联 24 家会员企业的有关负责人就企业
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与法官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法官们还重点
对建筑施工类、土地租赁合同及土地项目转让、公路桥梁类纠
纷等法律问题为企业把脉、支招。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联合法院举办民企开放日活动，可以进一步提升企业家的
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更好地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市法院、工商联联合举办

法律服务民企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雷琛)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和
文艺工作者的党性教育，更好地履行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者的
职责使命，日前，市文联组织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市各文艺家
协会会员代表赴湖南、江西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党性教育活动。

市文联机关部分党员干部、市各文艺家协会会员代表们先
后到陈树湘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宜章年关暴动旧址、《半条
被子》红色故事的沙州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二苏
大会址、叶坪革命旧址、长汀革命旧址、古田会议会址等红色
教育基地进行了参观学习，并听取讲解员介绍珍贵的历史图
片、文献资料、革命文物以及英雄先烈们不怕流血牺牲、视死
如归的感人事迹。

此次活动也是文艺工作者开展艺术采风、激发创作灵
感、收集创作素材，感悟历史、启迪未来的一次实践过程。
大家在红色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的同时，还与当地的文艺
工作者们互相交流，畅谈新时代文艺和文联工作。党员文艺
工作者们通过这次党性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党性修养，坚定
了文化自信，表示要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
极投身到当前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去，创作更多有思
想性、有艺术性、有深度、有情怀、接地气的文艺作品，为
全市文艺繁荣添砖加瓦。

市文艺界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党性教育活动

桂林智神公司的技术工人正在组装手
持稳定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