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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要求，现将育才路 98 号生活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予以公示
（详见规划局高新七星分局三楼公示栏
和公示网站）。

规划位置：湖塘路北侧，东侧近东
二环路。

建设内容：住宅及配套商业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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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创意大厦桂林市规划局高新七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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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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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

公 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桂林市七星区穿山街道
办事处委托桂林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桂林市七星区塔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穿山塔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C-01-a 地块局部（道路拆迁安置用地）详细规
划》方案予以公示（详见公示网站）。

该项目位于漓江东岸、穿山以南、穿山园村东南面，塔山片区 C-01-a 地块内。
地块规划用地面积 7237 . 8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19985 . 5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17977 .1 平方米），容积率 2 .48 ，建筑密度 53% ，绿地率 20% 。

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将具体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效联系
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中心三
楼 C 区 29 号窗口(联系电话： 5812513)，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
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满 30 日止
公示网址： www.glghj.gov.cn
咨询电话： 0773-2850440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 示
2019 年 9 月 30 日，随着最后一笔

股份认购资金到位，桂林银行第六轮增资
扩股圆满收官。至此，桂林银行实收股本
总额增扩至 50 亿元，进一步夯实了桂林
银行持续稳健发展的资本基础。

近年来，桂林银行积极融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在服务实体、普惠金融和防
范风险中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相应也对
资本补充保持旺盛需求。为此，桂林银行一
方面稳步提升资本内生性，另一方面积极
拓展多元化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就包括实
施第六轮增资扩股。2017 年初，桂林银行
结合全行发展战略制定了《桂林银行 2017
年定向募股增加注册资本方案》，决定通过
定向募股将股本总额由 30 亿元增至 50
亿元（含送红股 2 . 86 亿股）并获得了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监管部门批复核准。
在本轮增资扩股过程中，桂林银行以

优良的业绩、鲜明的特色、规范的管理和
良好的发展预期得到了新老股东的广泛支
持，并得以进一步优化股东结构，公司治
理水平有效提升。期间，桂林银行成功引
进浙江华成控股集团、广西桂林市桂柳家
禽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力源粮油食品集
团、桂林彰泰实业集团、福达控股集团、
广西钦保投资集团、广西裕达集团、广西
东方航洋实业集团、百洋产业投资集团、
广西洋浦南华糖业集团、科学城（广州）
投资集团等区内外各类型优质投资者。同
时，中国广核集团、广西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桂林市
财政局、桂林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桂林

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存量股东
也纷纷通过增持股份，表达对桂林银行
经营发展的高度认可与坚定支持。桂林
银行第六轮增资扩股先后有 53 家新老
股东参与，募集资金总额 68 . 47 亿
元，进一步巩固了桂林银行在广西地方
法人银行中资本净额的领先优势。

此外， 2019 年桂林银行成功发行
40 亿元二级资本债，并积极探索创新
资本补充工具应用，在进一步提升资本
实力的同时，有效改善了本行资本结
构。下一步，桂林银行将围绕新一轮发
展战略规划确立的战略目标，夯实发展
基础，凝练发展特色，提升发展质量，
努力打造一流中小银行，朝着上市目标
砥砺前进。 （郑可诚）

桂林银行完成第六轮增资扩股 股本总额增至 50 亿元

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
进行任职前公示。

王能，男， 1962 年 8 月生，汉族，籍贯广西灌阳，
1992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广西区委党校大学学历，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拟聘任为
自治区党委管理的自治区直属企业副职领导。

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
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 2019 年 10 月 12 日前邮寄或直
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邮寄的以邮戳为准，邮政
编码： 530022 ；直送的以送达日期为准）。举报电话：
0771-12380-1 ，网址： www.gx12380 .gov.cn 。

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2019 年 9 月 29 日

领导干部

任职前公示
桂组示字〔 2019 〕 21 号

市委组织部开展
“为 TA 点赞，

为祖国送祝福”活动
48 小时吸引近 10 万网友参与

“一江三山”和小东江

旅游新航线启动

本报讯（记者文新军）近日，全市
2019 年秋冬季— 2020 年春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攻坚动员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两年可
持续行动推进工作联席会召开。会议要求，
各级要认清形势、迅速行动、全力攻坚，重
点抓好城市扬尘综合治理等八大污染防治工
作，确保全面完成大气污染防治年度目标考
核任务。

会议通报了我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据悉，

今年 1 — 8 月，从数据看，我市大气污染天数
和 PM2.5平均浓度同比明显下降，但 PM2.5
和综合污染指数在全区排名分别从去年同期
的第 8、7 位后退到今年的第 12、13 位。此
外，全区 75 个县区 PM2 .5 指数排名最后 10
位，桂林占了 5 个（永福、灵川、全州、临桂、荔
浦），大气污染面临的压力仍然很大。

会议要求，要突出工作重点，切实抓好
城市扬尘综合治理、继续加大露天焚烧管控

力度、加强烟花爆竹禁燃限放执法、强化
柴油货车排放污染管控、持续深化工业窑
炉大气污染治理、严控国控点周边餐饮店
和露天烧烤油烟污染、推动重点行业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积极应对污染天气影
响等八大污染防治工作，打好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久战。同时，要强化督查问
责，相关部门要采取明查、暗查、抽查等
多种方式，对当前开展的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行动加强督查督办。要充分发挥好考核
指挥棒的作用，除年底要对各县区、各部
门按年初签订的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状
进行严格过硬考核，考核结果与各单位年
度绩效成绩挂钩外，对动作迟缓、不认真
履职、监管责任落实差的部门单位按干部
管理权限将线索移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副市长彭代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近日，全区医
改暨医政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桂林荔浦市召
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桂林作为全国第
四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之
一、自治区唯一医联体建设整体推进试点
城市，近年来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核
心，推动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
动，全面深化医改工作，有力破解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医改工作中，我市实施药品零差率

销售政策，全面落实药品集中采购“两票
制”；医保支付实现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
算，按病种收付费已涵盖 224 个病种，特
慢病病种增加到 31 个；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广泛开展分时段预约诊疗、检验检查结果
查询、移动支付和诊间、床旁结算，三级
公立医院门诊预约率达 50 . 09％ 。同时，
建成紧密型“三二”医联体 15 个、“三二
一”医联体 4 个、县域医共体（医疗集
团） 19 个、城市区域医联体 3 个，覆盖公

立医院和民营医院 43 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6 个、乡镇卫生院 124 个，初步形
成“三二”、“三二一”、县域医共
体、城市区域医联体四种格局。

据统计，与改革前相比，全市公立
医院药品收入（不含中药饮片）占医疗
收入比为 28 . 24％ ，下降 6 . 79 个百分
点；百元医疗收入消耗的卫生材料费为
24 . 85 元，下降了 2 . 96 元；平均住院天
数下降至 7 . 14 天，公立医院收入结构趋

向合理。 2017 年和 2018 年，我市连续
两年委托第三方进行的满意度调查显
示，公众对公立医院的门诊患者满意度
提升 4 . 8 个百分点，达到 86 .8％ ；出院
患者满意度提升 3 . 7 个百分点，达到
92 . 7％ 。

自治区卫健委副主任麦家志，桂林市
副市长兰燕，以及全区 14 个地市卫健部
门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9 月 29 日，桂
林市大健康医疗医药产业专项调研活动在桂
林经开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和桂林
经开区管委会联合主办，桂林奥泰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八加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从活动获悉，“桂林造”首台 EMR60
1 . 5T 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已于近期在
桂林奥泰下线，填补了广西在大型医疗设备
研发制造领域的空白。

当天，来自我市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医疗
专家组成调研组先后深入桂林奥泰、八加一
药业调研，并重点了解桂林奥泰生产的首台
EMR60 1 . 5T 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
据悉，桂林奥泰是广西生物医药跨越发展龙
头培育工程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磁共振医学
成像系统、数字化医用 X 射线摄影系统等
一批大型医疗设备；公司董事长邹学明是美
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全球首位磁共振物理博士。八加一药业
是自治区党委重点督办企业，公司的生产
研发基地被自治区列入“一带一路”背景
下桂港澳与东盟中医药国际创新合作圈重
点项目。

现场调研结束后，调研组又来到经
开区管委会，与市卫健委、市工信局、
广西药监局桂林检查分局、桂林经开区
有关负责人开展研讨交流。桂林经开区

主要负责人表示，希望各医院加强与本
地医药生产企业对接，多使用本地产
品，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希望企业继续
加大创新力度、开拓市场，争做国内一
流企业；经开区将主动靠前做好服务工
作，帮助本地企业做强做大，为振兴桂
林工业，壮大广西医疗医药产业作出贡
献。

黄加才出席会议并致辞。

我市部署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工作

重点抓好城市扬尘等八大污染防治

全区医改暨医政工作现场推进会在荔浦召开

桂林经开区加快发展大健康医疗医药产业
“桂林造”首台超导磁共振医学成像系统填补广西空白

本报讯（记者胡逢超）近日，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冯学军率领
调研组来到桂林，就我市特色食品产业发展
相关情况进行实地调查。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桂林市顺昌食品有
限公司、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责
任公司、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相关企业以及桂林尊神庙美食文化城，通过
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详细询问等方式，深

入了解我市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相关情况。
近年来，我市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进

一步加快构建地方特色食品产业体系、生产
体系、经营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充分释放
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与潜力，
大力推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工业化、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推动食品产业提质升级，
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按照计划，到
2020 年，全市规模以上地方特色食品工业

企业达 60 家左右，形成涵盖果蔬、肉
禽、水产品、林产品、饮料、粮油、茶叶
等地方特色食品产业体系，地方特色食品
工业总产值达到 200 亿元以上；到 2025
年，全市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实现跨越发
展，原料供应基地、产品加工、产品质量
和产业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
列。

调研组强调，要紧紧围绕“做优小

食品成就大产业”，深入总结桂林米
粉、桂林旅游食品等地方特色食品产业
化、标准化、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的经
验和做法，持续深化食品监管“放管
服”，为广西做大做优做强地方特色食
品产业提供示范，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

副市长雷声，以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我市特色食品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见习记者赖伊婷 记者徐莹
波）近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组书记许建
忠带领检查组来到桂林，对我市重要活动场
所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强
调，桂林各部门、企业务必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全力营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
动期间安全稳定环境。

当天上午，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位于临

桂区的罗山湖旅游度假区。检查组重点检查
了水上乐园、四季温泉等休闲项目的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并对该度假区坚持每个季度开
展安全演习给予肯定。检查组要求，度假区
要进一步完善安全应急预案，把纸上的预案
真正落到实处；要加强员工培训，加强员工
的责任心，做好培训记录工作，把安全教育
做到标准化、常态化。

接着，检查组又来到临桂区万达大都
会项目建设工地。检查组实地检查了施工
建设现场的安全生产情况，详细了解安全
生产流程和规范以及安全预案落实情况。
检查组发现，该工地部分工作人员未按规
定佩戴安全帽，高空临边防护存在安全隐
患等，责令建设单位立即进行整改，并要
求建设单位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

规范施工流程，把施工安全责任逐级分解
落实，不能忽视每一个安全细节。

检查组一行还来到市消防支队，观看
消防演练并对消防员进行慰问。

副市长雷声陪同检查。市应急管理局
有关负责人参加检查。

自治区检查组到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桂林中华文化学院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孙敏 实习生何美容） 9

月 27 日下午，桂林中华文化学院在桂林市
社会主义学院挂牌成立。桂林中华文化学院
的成立，标志着桂林市社会主义学院在统一
战线成员教育培训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展，也

为桂林海外统战工作和对外文化交流增添了
新平台和窗口。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建
毅为桂林中华文化学院揭牌。

据了解，桂林中华文化学院成立后，将
在市委的领导下，在统战系统各部门和各方

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创新办学模式，积
极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开展
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研究和交
流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优
良传统，将之打造成为中华文化的学习培

训基地、交流传播基地和学术研究基地，
通过发挥桂林中华文化学院的“平台”、
“窗口”和“基地”三大作用，弘扬中华
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李璐 李兵）自 9 月 27 日
17 ： 00 起，市委组织部向全市党员干部发起“为 TA 点赞，
为祖国送祝福”网络平台互动活动，截至 9 月 29 日 17 ：
00 ，已有近 10 万名网友通过微信平台参与这项活动，网友
“高调示爱”，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送上独特的生日祝福。

点赞送祝福活动的主角是 6 名工作在基层一线的普通党
员，采用 6 个微视频的方式，分别呈现他们对共产党员初心
使命的理解和感悟。他们是千千万万个扎根在基层、工作在
一线的共产党员的缩影，网友们观看微视频后，引发共鸣纷
纷点赞，将颗颗红心汇聚成对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祝福。

据悉，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配合全市“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市委组织部精心拍摄制作
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公益微视频，并于 9
月 16 日起在桂林先锋微信公众号、桂林党建网、桂视国际
网、桂林电视台、腾讯、优酷等各大媒体平台陆续播出。

作为我市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举措之一，该系列微视频精准聚焦主题教育，历时 3 个月，
深入六大行业系统拍摄完成，以朴实的视角和细腻的镜头语
言倾情讲述基层一线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激励我市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推动形成“担当为要、实干为本、发展为
重、奋斗为荣”的政治生态，营造广大党员重温初心、感悟
初心、践行初心的良好氛围，在加快实现“两个建成”目标
中建功立业。

本报讯（记者刘倩） 9 月 29 日，“一江三山”水陆互通
及小东江亲水旅游新航线在象山景区启动。

据了解，“一江三山”新旅游航线以漓江市内游公司白天
漓江段水上游航线与“三山”串联，发挥漓江旅游资源优势，
实现象鼻山、叠彩山（伏波山）景点间双向穿梭运行，实现公
交化营运。新航线既丰富了游览内容，提升了游览品质，打造
了漓江城市段“经典游”，又能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为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感受“舟行碧波上、人在
画中游”的美好佳境，“一江三山”新产品路线为象鼻山景区
内八号码头 叠彩山亲水平台，根据未来市场的需要，再增
加停靠愚人码头、伏波山、逍遥楼等景点码头，实现水路串联
格局。行程游览时长为 190 分钟，并在八号码头、叠彩山亲
水平台至叠彩山东门区域设置与游客互动的体验性项目和表演
性项目。

新开通的小东江亲水游将采用新型能源竹筏为特色载体，
连接七星景区与穿山景区，可观赏沿线普陀山、花桥、月牙
山、穿山、塔山等名胜。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在推动漓江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上，在推动大景区的打造建设上，进行了有效的战略
布局和工作部署。桂林旅游发展总公司、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积极响应号召，在漓江旅游和运营模式上积极探索多元化的
合作模式和游览方式，该航线的开通，将一改过去漓江水、陆
游览分离的模式，打造水陆互通的全新旅游产品，丰富漓江旅
游资源，推进漓江旅游转型升级，漓江旅游品牌建设将迈进一
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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