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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定：接受王德明辞去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职务的请求。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定：接受陈荣茂辞去桂林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决定：接受樊新鸿辞去桂林市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王德明辞职请求的决定
(2019 年 8 月 27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陈荣茂辞职请求的决定
(2019 年 8 月 27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樊新鸿辞职请求的决定
(2019 年 8 月 27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潘柏
宏） 8 月 27 日，为期两个月的象山区“七
彩假期 情暖童心”暑期公益活动在五美社
区落下帷幕。

象山区象山街道五美社区携手崇善小
学、市自然资源局、市桂爱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志愿者服务队等部门共同开展了“七彩假
期 情暖童心”暑假系列公益活动。公益活
动主要围绕学业辅导、书画培训、素质拓展
夏令营、安全法律意识、家风家训、扶贫济
困等内容全面展开，引导少年儿童度过一个
充实、快乐的暑假。

据悉，在长达两个月的公益活动期间，

共开设了绘画及书法兴趣公益班、未成年人
保护法律讲堂、青少年安全教育讲堂、“军
歌嘹亮，唱响八一”走进军营系列主题活
动、少年公益大讲堂、“我是小小志愿者，
我为城徽添光彩”公益活动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体验长征公益助学活动等共 11
大项活动，惠及少年儿童近 700 人次。此
外，通过本次暑期系列公益活动，共慰问和
帮助了社区困难家庭 15 户，慰问环卫工人
20 名，资助灌阳县文市镇特困学生 15 人
（户）。通过公益活动，促进了辖区青少年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
义情怀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象山区“七彩假期 情暖童心”暑期公益活动落幕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8 月 25 日上午，
由深圳狮子会坪山服务队、香港广西桂林市
同乡联谊会主办的“善行桂林 爱心复明”常
见眼病大型公益巡讲暨“深港复明献爱心
广西桂林光明行”第四期公益活动在桂林会
展国际酒店启动。据介绍，此次公益活动将为
1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据悉，“善行桂林·爱心复明”大型公益活

动由桂林爱尔眼科医院、湖南爱眼公益基金
会、香港狮心光明行慈善基金会、桂林崇华中
医基金会等多家爱心单位共同发起，旨在让人
们对常见眼病引起足够重视，对白内障等基础
眼病有正确的认知，同时让广大贫困家庭的眼
疾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香港爱心团队每
年都会履约《善行桂林·爱心复明》合作协议，
至少有一次抵达桂林进行公益捐赠，并且可以

凭志愿者的身份为患者服务。
据统计，活动自 2016 年启动至今已

为不少于 15000 名贫困白内障及翼状胬
肉的患者提供公益救助，累计免除患者自
付部分费用 3000 余万元。该活动是“善
行桂林·爱心复明”公益慈善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次公益活动将由香港狮心光
明行慈善基金会及各界爱心人士进行爱心

善款募集，为 1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
施复明手术。

白内障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其中
6 0 ～ 6 9 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
25 . 79％ ， 70 ～ 79 岁约为 59 . 95％ ，
80 岁以上更是高达 83 . 02％ 。目前为
止，尚未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有效治疗白
内障，手术是白内障的有效治疗方法。

“深港复明献爱心·广西桂林光明行”

公益活动启动
将为 100 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桂林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汤丽萍）消防安全培训、防溺水讲
座、创城小卫士、创意手工……为引导辖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环保观念，近日，叠彩
区铁路社区组织辖区内青少年开展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8 月 20 日上午，铁路社区门口聚集了百余名参加实践活动
的学生。首先由消防大队的工作人员为同学们现场演示如何正确
使用灭火器以及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法。随后，社区工作人员为
同学们讲解了如何防范溺水的小知识。

8 月 25 日，在环卫工人的带领下，社区组织创城小小志愿
者手持扫把、簸箕、钳夹等劳动工具，义务清扫辖区卫生，为干
净整洁的居住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铁路社区负责人介绍，今年暑假，社区针对少年儿童组织了
一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增强了辖区青少年的安全意识和环
保观念，进一步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促进青少年平安快乐
成长。

铁路社区开展暑期

新时代文明实践

系列活动

我市文化创意暨名优产品展示直销中心开门迎客
本报讯（记者刘倩） 8 月 26 日上午，

由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指导筹建的桂林市文化创意暨名优产
品展示直销中心，在七星区七里店正式开门
迎客。产品展示直销中心将为到桂游客推介
涵盖桂林 11 县（市） 6 城区的特色农产
品，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农展会”。

为进一步提升我市旅游购物市场服务质
量，引导旅游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为

到桂游客提供优质特色旅游商品，自治区发
展改革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关于以世
界一流为发展目标 打造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培育健康良
性的旅游购物市场。为此，我市精心筹备了
桂林市文化创意暨名优产品展示直销中心。

当天，记者走进展示直销中心，只见数
千平米的展厅按照桂林 11 县（市） 6 城区
分割成了不同的展示区，每个县（市、区）

的展厅里都摆放了各自的特色名优农产品
和旅游商品，主要有桂花糖、腐乳、辣椒
酱、罗汉果、糍粑、漓江烤鱼、阳朔啤酒
鱼、荔浦芋米饼、龙脊干辣椒等。此外，
还设有桂林三花酒、漓泉啤酒、桂林三金
大健康、桂林米粉、桂州窑专馆以及 11
县（市）扶贫专柜，还有一个餐饮食堂，
供游客现场品尝特色产品。在播放的宣传
片里，每个县（市、区）的县（市、区）

长都出镜，热情推介各自地方特色农产
品，让外地游客对桂林农特产品有进一步
了解。

据了解，为了给游客更好的购物体
验，我市还将培育包装一批有较强竞争力
的特色旅游商品，并努力打造桂林市文化
创意暨名优产品展示直销中心平台，进一
步树立品牌化发展理念，提升旅游商品的
品牌度。

日前，市总工会、市女企
业家企业工会联合会、“周末爱
心妈妈”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来
到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伏龙洲生
态修复项目现场，联合开展慰问
活动。在活动中，志愿者为项目
施工人员发放王老吉、绿豆、红
糖等慰问品 ，总价值约 2 万
元。图为志愿者为项目施工人员
发放慰问品。

记者徐莹波 摄

市总工会携手

“周末爱心妈妈”

开展慰问活动

孩子们正在欣赏暑期绘画公益班绘画小成员们的书画作品。

记者韦莎妮娜 摄

（上接第一版）工业集中区以东区为核
心，重点发展一区多园，建设园中园，大力
发展农民工小微企业创业园、中联智能制造
科技(高新科技)产业园、皮具加工产业园和
农光互补产业园，可吸纳 100 多家企业入
园创业发展，并着力推动重点工业项目发
展。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打造特色产业新优
势，规范管理，培育扶持智能制造、高新电
子、环保建材、皮具加工、光伏发电等科技
产业，创造出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工业集中区西区以发展电商物流总部经
济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为重点，探索发
展现代物流园、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园等特色
园区，可吸纳 100 多家企业入园创业发
展。该区通过引导发展电商物流产业和农产
品深加工产业，引进知名电商、大型物流公
司、经济贸易公司、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食
品加工企业等入驻，形成电商物流和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聚集区。

广西立橙食品有限公司位于平乐县工业
集中区西区，占地面积 30 亩，投资 4000
万元，是一家专业生产速冻农产品的企业，
初加工和精加工并存，年产量近万吨。“平
乐的芋头质量很好，原材料提取非常方便，
能节约相当多的生产成本，今年我们还将新

增一个工厂，预计 12 月投产，投产后产量
可翻 3 倍，主营产品芋圆、芋头块等，均
属速冻食品。”公司负责人介绍，公司引进
台湾先进的加工技术和严格的品控管理，原
产基地种植，万亩香芋种植基地坐落在平乐
县青龙乡月亮山下，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条件下，逐渐形成集色、香、味于一体的
特优原材料，营养价值很高，是制作饮品餐
点、美味佳肴的上佳食材。

坐落在平乐县工业集中区东区的长海科
技平乐分公司，是桂林长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的核心子企业，2017 年 12 月投产，项目总投
资 1200 万元，主要生产电脑电源，有 5 条电
源生产线，具备年产 200 万台的电源生产能
力，实现年产值 1 . 5 亿元，实现利税 400 万
元，可为平乐县创造 400多人的就业机会。

2018 年下半年，工业集中区又新增食
品加工产业园、新型材料产业园和医疗器械
产业园 3 个特色产业园，形成一区九园、
园中园发展格局。

在平乐深耕十余年的桂林平钢钢铁有限
公司是该县的重点企业，公司积极响应国家
节能减排及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其 120 万
吨产能置换技改项目得到了自治区人民政府
批准同意。公司投入巨额资金 16 亿元进行

技术改造，国内第一家引进德国西门子公
司量子电弧炉与意大利达涅利集团公司高
拉速无头连铸连轧棒、线材生产线，吨钢
能耗及环保排放全行业最低，真正实现节
能、环保的绿色钢铁生产。项目建成达产
后年产钢材 120 万吨，产值 80 亿元以
上，税金 5 亿元以上，可提供就业人数
600 人以上。还可带动上下游 8 家企业
的产业，预计增加 40 亿元产值,实现产

值 120 亿元，税金 7 亿元以上。公司负
责人说：“ 2015 年和 2016 年，受整个
钢铁产业大环境影响，公司处于困境，多
亏了平乐县政府为了我们的技改项目到处
奔波，才使得这次技改能够有效实施。”

新时代新作为，平乐县正一步一个脚
印扎实推进“工业突破”“工业振兴”战
略，奋力实现“从建城老县、人口大县向
经济大县迈进”的发展目标。

平乐县“快马扬鞭”重振工业雄风

位于平乐
县工业集中区的
广西立橙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速
冻农产品，年产
值达 8 0 0 0 万
元 ，纳税 1 3 0
万元，提供就业
岗 位 2 0 0 多
个。

记者唐侃 摄

（一）

决定任命朱永辉为桂林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决定任命钟洪为桂林市副市长；
决定免去陈荣茂的桂林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二）

免去李国龙的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副庭长、
审判员职务；

免去谭健的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二庭副庭长、审
判员职务；

免去谢国泉的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桂林市人大常委会

任免人员名单
(2019 年 8 月 27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发力大产业 深化大合作
（上接第一版）座谈会上，发言的央企及京津冀地区企业家

均看好桂林发展前景，并表示将开启或加深与桂林在产业方面的
合作共赢。

事实也正是如此。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仅在北京的企业
与桂林合作项目就达到 121 个，总投资 1200 亿元，双方形成良
好的合作基础。此外，在现场签约的 25 个项目中，签约企业中
国化学工程集团、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北控集团、国电投集团等
此前均在桂林拥有下属企业和相关项目，此次签约进一步增加项
目、扩大投资，是对桂林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的高度肯定。

“中国电子对桂林的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愿与桂林携手，加
大在桂林的投资和产业发展力度。”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冬辰表态说。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胡桂萍 陈兴华 于琳钰） 8
月 23 日上午，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一屯级红米产业扶贫车
间封顶仪式在泗水村小岩底组顺利举行。这是该县第一个产权
属于屯级集体的产业扶贫车间，标志着该县产业扶贫工作推进
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产业扶贫车间建设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手段，对于贫困户脱
贫致富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小岩底群众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原生态红米水稻种植，并为红米产品注册了“小岩苗寨”
品牌商标，红米市场供不应求。在 2018 年的意大利罗马“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以红米、辣椒为系列的龙
胜龙脊梯田系统荣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为了实
现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一条龙生产服务，让当地群众特别
是贫困户就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今年 5 月，该县粤桂合
作项目办投入 90 万元新建了小岩底红米产业加工扶贫车间。

龙胜一屯级产业

扶贫车间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