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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9
月 26 日下午，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组
织开展了“砥砺奋进七十年，青春献礼
新征程”党（团）日活动。

活动现场，青年团员共同观看了七
十周年献礼巨片《 70 年岁月如歌》，
大家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长河，回到毛主
席宣布新中国成立那荡气回肠、激动人
心的现场。随后，青年团员面对团旗，
重温入团誓词，明初心、记使命。知识
竞答环节将现场气氛引向了高潮， 4
支代表队紧咬比分，你追我赶，充分展

现了选手们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最
后，熟悉的旋律响起，在场的全体人
员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税务青年们饱
含深情，用优美的歌声和动听的旋律向
祖国母亲献上最诚挚的告白。

七星区税务局负责人表示，本次
主题党（团）日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青
年税务干部的爱国主义情怀，七星区
税务局将继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年团员
立足本职、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为
税务事业创新发展创造新的辉煌。

（刘艺 施林燕）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覃克 文/摄） 9 月 26 日上
午，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和旋翼的呼啸声，一架（金汇航
空）直升机平稳降落在市绕城高速公路上，一场紧张的“空
地”联合救援正在进行中，这是我市首起“空地一体化”联
合救援。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许市绕城高速上行线尧山服务区路段
发生一辆小客车侧翻，人员受伤的事故，由于伤者不宜地面转
运，遂联系直升机过来救援。接到警情指令后，绕城交警大队
立即启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调派警力赶赴现场做好交通管制
与预警工作。

10 时 10 分，救援直升机抵达救援现场，立即搭载伤员并
再次起飞。随行专业医护人员在飞行途中对伤员进行了紧急救
治，稳定其生命体征。

10 时 25 分，直升机降落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经
过医院的及时救治，目前伤员情况已趋于稳定。本次救援时间
仅用时 15 分钟。

经过半个多小时空地联动应急处理，伤者获救，事故车辆
被拖离现场，高速公路恢复正常通行。

桂林首起“空地一体化”

联合救援上演

▲交警和医务人员一起将伤员抬上直升机进行转运。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国庆将至，桂林大剧院
近期将推出各类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主题的文艺演
出。为方便广大观众的交通出行需求，桂林公交将于 9 月 30
日起试运行“文旅”定制专线。

据悉，线路一：三里店至临桂大剧院。线路走向由三里店
广场（西口）始发，经漓江路、上海路、翠竹路、西城大道、
山水大道至终点站桂林大剧院（回程按原线路返回）。首末
站：三里店广场（西口）、桂林大剧院。发车时间 18:30 、
返程时间 22:00 。票价：单程 6 元/人。

线路二：中心广场至临桂大剧院。线路走向由十字街
（微笑堂肯德基旁）始发，经中山中路、中山南路、上海
路、翠竹路、西城大道、山水大道至终点站桂林大剧院（回
程按原线路返回）。首末站：十字街（微笑堂肯德基旁）、
桂林大剧院。发车时间 18:30 、返程时间 22:00 。票价：单
程 6 元/人。

此外，记者了解到，定制专线试运行期间，车票一律 8
折。目前定制专线可通过桂林出行网 APP 及公众号购票获
得。

桂林公交“文旅”定制专线

9 月 30 日起试运行

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开展
“砥砺奋进七十年，青春献礼新征程”党（团）日活动

62 路、85 路公交线路

调整运行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记者从桂林公交获悉，

为进一步方便桂林师专师生的公交出行，桂林公交定于 9 月
29 日起优化调整 62 路、 85 路公交线路。

62 路由桂林师专始发，经飞虎路、西城南路、山水大
道、宏谋大道、新龙路、人民路、榕山路、桂康路、金水路至
人民路公交站点后恢复原线行驶。首末站：桂林师专、桂康路
口，新增公交站点：桂林师专、飞虎路；取消公交站点：西城
南路（飞虎林居）。取消运行路段由 61 路、 81 路、 85 路进
行代替。服务时间： 6:30-21:00 。票价： 1 元/人次，票证
通用。

85 路由西城南路（飞虎林居）始发，经西城大道、飞虎路、西
城大道、翠竹路、上海路、漓江路、穿山东路、环城南一路、骖鸾
路、毅峰路、七星路左转漓江路至辅星路口后按原线返回。首末
站：西城南路（飞虎林居）、和平村，新增公交站点：桂林师专、飞
虎路。服务时间：6:30-22:00。票价：2 元/人次，票证通用。

苗寨党群创意“晒秋”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

庆丰收，迎国庆，话勤廉。踏着丰收的喜悦，日前，龙胜马堤乡牛
头苗寨的党员、群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稻谷、玉米、辣椒、罗汉果、
百香果等丰收作物拼成“五星红旗”“70”“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祖国
万岁”“廉政”等图形和字样，以传统农俗“晒秋”的形式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充分展示脱贫后不一样的精神面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深
切热爱和美好祝福。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谢永爱 吕桂萍 摄

回龙社区党员群众为新中国庆生

▲日前，回龙社区先锋联盟工作站联合市志办、市十四中学、市
五中学等单位，与回龙社区数百位党员和群众在五中运动场举行“我
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暨“养老、孝老、敬老”重阳
节快闪活动。活动在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进入高潮。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唐文红 摄

国庆氛围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要求，现将《桂林市穿山村委集体发展用
地项目调整论证报告》及《桂林市穿山村
委集体发展用地项目调整方案》予以公示
(详见市自然资源局高新七星分局三楼公示
栏、公示网站、现场公示和桂林日报)：

一、项目位置： C-03 地块位于桂林
市穿山公园南侧、小东江东岸，本次调整
的穿山村委集体发展用地位于 C-03 地块
内东南侧。

二、规划调整内容：
(一)用地边界的划分：规划根据国土

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证(桂市国用(2016)第
000169 号)以及提供的穿山村委发展用地宗
地范围线，确定了穿山村委发展用地即 C-
03-a 地块用地边界及用地面积为 0 . 6 公

顷；规划结合北侧穿山公园建设将该位置
用地划分为 C-03-b 地块，用地性质为
生态绿地，用地面积约 0 . 13 公顷；根据
上述 C-03-a 和 C-03-b 地块的用地边
界确定后，将 2017 版控规中地块 C-03
剩余用地划分为 C-03-c 地块，用地面
积约 0 .97 公顷。

(二)用地性质调整： C-03-a 地块
(穿山村委发展用地)用地性质由旅游设
施用地拟调整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
用地)； C-03-b 地块用地性质调整为
生态绿地。小结：根据上述 3 个方面的
调整，规划拟调整后的 C-03-a 、 C-
03-b 和 C-03-c 地块总用地面积与
2017 版控规确定的 C-03 地块总用地面
积约 1 . 7 公顷保持一致；但是，规划拟

调整后的 C-03-a 、 C-03-b 和 C-03
-c 地块总建筑面积约 1 . 57 万㎡，相比
2017 版控规确定的 C-03 地块建筑总面
积 1 . 7 万㎡，减少约 0 . 13 万㎡。

三、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
议，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和
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磨路创
意产业园创意大厦桂林市自然资源局高
新七星分局一楼接待大厅 (联系电话：
3676172)，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 2019 年 9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8 日止。

公示网址： www.glgxq.gov.cn
桂林市规划局高新七星分局

2019 年 9 月 29 日

公 示 各村民：
经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审批，广西桂

发矿业有限公司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了茶
洞镇护山村委交界处犁头山(枫木山)、
木鱼山(大肚罗汉山)采矿权。因生产需
要，现对坐落于犁头山(枫木山)、木鱼
山(大肚罗汉山)开采范围内的坟墓进行
清理，请各涉及的村民于十五日之内
(即 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止)持有效证件(户主身份证及信用
社存折或卡)到广西桂发矿业有限公司
办公室(茶洞镇护山村委徐村路口)办理
迁坟手续。望各村民相互告知并积极配
合，逾期未办理迁坟手续的视为无主坟
处理。

特此公告
临桂区茶洞镇人民政府
临桂区两江镇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28 日

迁坟公告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骆彬 林
海）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局获悉，
220 千伏宝象变电站已于日前正式投入运
行，标志着桂林电网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完
善，大大增强了市区南部区域的电压质量和
供电可靠性，将为雁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更好的电力支撑。

据了解， 220 千伏宝象送变电工程是
自治区统筹推进重大项目，承担着向雁山区
高校群、万达文旅项目提供电源的重要任
务。 2009 年 2 月，由广西电网公司以桂电
计〔 2009 〕 22 号文批复可行性研究，开

始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为 1 . 1 亿元，变电
站用地为 23333 平方米，建设终期 3 台 15
万千瓦主变的 220 千伏宝象变电站。其
中，一期工程建设一台 220 千伏宝象变电
站，以及 7 . 5 千米的 500 千伏桂南变电站
至宝象变双回路 220 千伏线路与 7 . 5 千米
220 千伏挡村变电站至宝象变双回路 220
千伏线路。 2010 年，该项目完成施工设
计，并订购了设备。然而，在施工期间，建
设方遇到了征地拆迁难、施工项目技术难度
大等重重困难。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下，相关部门、城区全力破解了
征地拆迁难题。 2017 年 4 月，项目重
新启动建设，建设方于当年 12 月进场
施工。再次施工启动后，桂林供电
局、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网建设
分公司、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等单位，在项目指挥部组建了联合
临时党支部，设立党员示范岗，组建
项目建设突击队，成立党员攻关小
组，重点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安全、质
量、技术、进度等方面问题。同时，
联合临时党支部还划分党员安全责任

区，实施业务和党建目标联责，建立
党员安全检查小分队和安全瞭望台，
定期开展星级党员评选，抓好施工现
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工程创优、
廉洁风险防控等具体工作，确保临时
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桂林供电局相关人士介绍，经过建设
方持续努力，项目于 8 月 26 日基本完
工；经过验收后， 9 月 18 日， 220 千伏
宝象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后，该项目
将为雁山区高校群、万达文旅项目等提供
可靠的电力支撑。

我市又一自治区重大项目完工

桂林电网 220 千伏宝象变电站投入运行

唱国歌迎国庆

日前，荔浦市荔城镇
荔城一小开展“升国旗·唱
国歌·迎国庆”主题教育活
动。连日来，荔浦市荔城镇
中小学通过升国旗、唱国
歌、国旗下宣誓讲话等形
式，庆祝国庆，从小树立热
爱祖国的高尚情操。

记者苏展 通讯员周俊远
姚刚永 摄

市城管委组织开展市容环境大扫除
对六城区 129 条市级道路进行深度清洗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李祉源
潘华)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为进一步提升
我市城市道路整体环境质量，以更加洁净靓
丽的城市形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该委启动了“市容环境大扫除，干干
净净迎国庆”活动，本次活动将从 9 月下
旬一直持续到明年 2 月。活动期间，该委
将组织环卫企业分 3 次对六城区 129 条市

级道路进行深度清洗，努力为市民游客提供
一个干净、整洁、有序的生活游览环境。

9 月 27 日 22 时，记者途经五美路时看
到，一辆大型环卫清扫车正在清扫道路，几
名环卫工人在冲洗路面标线、清扫人行道、
擦拭果皮箱及路灯灯杆等。市城管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国庆期间，该委还将组织环卫企
业陆续对老城区的中山路、滨江路、解放东

路、解放西路、叠彩路、漓江路等 50 条
市级道路进行全面深度清洗，总面积近
30 万平方米；主要清洗道路上的卫生死
角、油污严重的垃圾桶和果皮箱、标识不
清晰的交通标志线、护栏电杆的泥污、积
尘明显的人行道等。

该人士说，为推进环卫工作实现市场
透明化，本次深度清洗工作采取政府采购

公开招标的模式进行，由中标企业负责清
洗工作。为确保人员安全及清洗任务顺利
进行，环卫企业采取错峰清洗，即在车流
量较少的路段白天清洗、城市中心路段深
夜清洗。同时，为了保证清洗质量，该委
还派出清洗工作督查小组，进行督促检
查；对清洗不达标的道路、区域责令清洗
单位返工，直到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