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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周华光
文/摄）“路灯亮了，我们终于可以不用摸
黑回家，可以过上一个亮堂堂的国庆节
了。” 9 月 29 日，居住在象山区通泉巷 9
号的韦阿姨看到工人们将路灯装好后，忍不
住兴奋地称赞说。

韦阿姨说，通泉巷 9 号院子里住着几
十户人家，虽然以前有过路灯，但是外面大
马路改造后院子里的路灯就不亮了。一到晚
上到处黑漆漆的，大人小孩出个门都不方
便。而且，由于路灯不亮，院子里时常会出
现小偷小摸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通泉巷所在的文明社区，

所辖居民小区绝大多数为无物业管理小区，
各项生活设施陈旧，存在多种问题。 2017
年，通泉巷在城市“白改黑”路面改造中，
因多方面原因造成了该巷 4 号到 16 号的院
子 3 年来没有路灯照明，给居民夜间出行
带来很多不便。此外，文明路二巷、福旺
路、南环路等部分巷道也存在着路灯长期不
亮的情况。

为切实解决市民出行难和满足平安社区
建设的实际需求，文明社区“大党委”在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通
过各方争取和筹集资金，决定在辖区存在路
灯缺失的巷道内安装一批崭新的路灯以方便

居民出行。
在社区“大党委”积极争取下，桂

林市卫生健康委、桂林市人民医院、中
国银行桂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桂林分
行、桂林台联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桂林
市花木研究所等共建单位大力支持，陆
续筹集到款项 1 . 4 万元。截至 9 月 30
日，已安装 LED 普通路灯及新型太阳能
路灯 45 盏，为通泉巷、文明路二号、福
旺路等地段的 2000 多户居民照亮了回家
路，彻底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

“社区为我们夜晚出行送来光明，是
真正的为民办实事，感谢社区党委和辖区
共建单位，为他们点赞。”家住在文明路
二巷的刘先生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李平

“过去我们村因为太苦了，本村的人都
不敢说是明村的，怕人家笑话你穷。”草坪
回族乡明村村民吴桥保告诉记者。近几年
来，雁山区草坪回族乡农业服务中心通过引
进多个黄皮果新品种，带动农民脱贫致富，
让乡亲们过上了好日子。

如今，曾经作为贫困户家庭的吴桥保在
草坪回族乡政府的帮助下，种植了 5 亩黄
皮果，终于在 2017 年成功脱贫。今年，吴
桥保的黄皮果种植收入预计在 4 万元以
上。脱贫后，他主动带头成立了果蔬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社员中有 18 户贫困户，通

过示范带动这些社员全部脱贫。
跟吴桥保一样，明村的吴秋林同样也是

贫困户家庭。在新品种黄皮果种植的推广过
程中，吴秋林种植了两亩无核黄皮果，同时
又在草坪旅投公司做筏工，家里年人均纯收
入超过了 7000 元，顺利地脱了贫。吴秋林
说：“现在家里住上了新房子，孩子上学有
了保障，生活条件得到了特别大的改善，我
们全家都感到很幸福。”

在草坪明村，吴桥保、吴秋林家庭这
样的贫困户，是草坪回族乡通过发展特色

产业，就近就业，实施脱贫攻坚的典
型。

目前，明村特色产业园拥有黄皮果种
植总面积约 316 .3 亩， 2018 年实现农民
人均纯收入 17414 元，同比增长 9 .6%。截
至目前，明村原有的贫困户 36 户 124
人，已脱贫 28 户 101 人，未脱贫 8 户
23 人， 2019 年预脱贫 7 户 18 人。在吴
桥保的示范带动下，明村贫困户全部种有
黄皮果，让贫困户每年增收 10000 元以
上。随着黄皮果种植产业的不断扩大，有

效地实现该村长期稳定脱贫。
“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启动以来，

草坪回族乡党委政府充分整合农业、扶
贫、水利、交通、旅游等方面资金 100
万元，经营主体自筹投入 20 余万元，建
成“无核黄皮示范园”。园区内建有 30
个黄皮果大棚，由贫困户参与园区建设，
变“被动扶贫为主动创业”；同时充分利
用雁山区发展全域旅游东风和明村亲山近
水的区位优势，通过专业的规划与设计，
打造以黄皮果柑橘采摘、农业观光旅游为
主的特色农业种植园区。创新“特色农业
+旅游”助推产业发展的理念，让村民实
现了家门口转移就业，加快了群众脱贫致
富的步伐。

本报讯（通讯员盘科学 蓝石生）近年来，恭城瑶族自
治县十分重视综合治理，坚持常抓不懈，全县治安环境有了
很大好转，农民搞经济建设的劲头更足了。

该县综合治理工作坚持常抓不懈，形成县乡村联动不留
死角。在去年对村干部、县乡驻村工作队和驻村民警等进行 8
期共 4000 多人的综治业务培训之后，今年对来自各层次的
600 多人又进行了再培训。从去年到现在，县委政法委组织公
检法司等单位的领导和人员，进行夜巡 400 多次。同时，选
择多起典型案例制成《以案说法》，在县乡村播放。县政法
干部进入全县 117 个行政村的千家万户，联系实际进行普法宣
传不留死角，大力营造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治安环境。今年至 8 月底，全县发
生的刑事案件与去年同比下降 10 .2% 。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媒体“大美
微视频”公众号推送了《青春快闪·桂林高
新区七星区》微视频。在这段 2 分 42 秒的
视频中，高新区七星区人民齐声为祖国歌
唱，如诗如画的漓东风光和历史人文赢得网
友一致点赞。

“大美微视频”即“大美中国”系列微

视频，采用独特的航拍视角，俯瞰祖国各地
的四季景色、美丽生态，挖掘各地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努力探索。高新区七星区已于去年
成功入选“瞰秋”“品冬”等专题，并荣获
大美中国微视频“最美收获地”和“最美品
冬地”荣誉称号。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大美微视频”推出了青春快闪专题，
展现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群众为祖国祝福的精

彩镜头。如今，桂林高新区七星区再次登
上了全国“青春快闪”系列。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高新区七星
区的少年们身穿民族服饰，用稚嫩清澈的声
音歌唱祖国与家乡。《青春快闪·桂林高新区
七星区》微视频推出后，立即得到了广大网
友和桂林市民近万次的播放与转发。

今年以来，高新区七星区策划组织了
多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
活动，通过大型文艺调演、主题诗歌朗诵
会、书画摄影展、各民族大型升旗仪式等
形式为祖国祝福。在这些活动中引入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参与直播，积极与全国网
友互动，总共吸引了超过 100 万人次的
网友观看活动。

高新区七星区：青春快闪登上央广新媒体

恭城综治工作常抓不懈

▲近年来，荔浦市妇联牵头，采取“妇代会+
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成立妇女之家合
作社，通过邀请专家指导、统一组织生产等方式，
互帮互助，积极争取国家贴息贷款等特殊优惠政
策，为农村妇女就业创业提供帮助。目前，该市建
成了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等 38 万亩农
产品种植基地，入社妇女 10000 多人，有力拉动
妇女就业。图为荔浦市周记合作社内，妇女们在清
洗分拣姜种。 记者孙敏 通讯员周俊远 摄

文明社区携手共建单位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45 盏路灯照亮居民夜归路

近年来，临桂区积极开展乡村振兴，建设
“美丽乡村”工作，比如通过在墙体上绘制宣传图
画，美化墙体，让田园风光和人居环境融为一体。

图为日前墙体画师在临桂区五通镇杨梅村将“乡村
振兴·大家参与”的彩图绘制在墙体上。

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周荣华 摄

雁山草坪：“特色农业+旅游”助脱贫增收

▲近日，桂林理工大学组织处级
党员领导干部到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园和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
馆，开展革命传统现场教育活动，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先烈的丰功伟
绩，传承英雄的光荣事业。图为在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凭吊广场，党
员干部以重温入党誓词的形式告慰忠
魂。

记者景碧锋 摄

本报讯 为进一步拓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思路，借
鉴学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好基层党组织
领头作用，近日，穿山街道在穿山村召开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经验
分享交流会。会上，穿山村党支部书记于彩云跟大家分享了穿山
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初心、发展历程、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以及未来发展规划。随后，大家就如何深入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进行了探讨交流。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纷纷表示要认真学
习穿山村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发挥优势，扎实有
效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记者陈静 通讯员廖英影）

本报讯 日前，市工信局组织燕京漓泉、南药、君泰福、
长海、海威等全市重点企业的 100 多名优秀企业家代表和局
全体党员来到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
动。在活动中，党员和企业家们认真学习和缅怀了革命先烈的
感人事迹，进一步学习和体会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和湘江战役
“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精神。一位企业家表示，
通过参加本次活动，深受教育，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激发
了加快企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钟毅）

■榕城短波

市工信局组织企业家开展红色教育活动

穿山街道进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经验分享交流

临桂区城管

保障国庆期间环境秩序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梓清）国庆期间，临桂区

城管部门认真落实我市有关工作要求，城管执法人员 80% 在
岗到位，坚守一线，圆满完成环境保障工作，确保节日期间
环境整洁有序。其间，共出动执法人员 700 余人次，规范查
处各类违法行为 150 余起。

据了解，节日期间，临桂区城管执法人员通过每日巡
查、不间断管控、重点区域盯守等措施，加强对城区主要大
街、步行街、市民公园、一院两馆、集贸市场等重点区域环
境秩序管控，广泛宣传节日期间城市管理标准和要求，及时
规范查处占道经营、露天烧烤、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问题，
保障了节日街面环境整洁有序。

此外，临桂区城管队员还积极配合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教育劝导市民游客树立文明守法
意识，及时教育制止市民和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为市民游客提
供指路咨询等服务，营造文明有序的节日环境秩序。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蔡林珊）为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以干净、整洁、有序的市容
环境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长假期间，象山城管坚守
岗位，保障城区良好市容。

桂林客运南站位于凯风路西侧、茶店西路南侧，属象山
辖区。国庆期间，每日乘车客流量大，许多游商借此商机，
伺机占道经营。为维护桂林良好形象，象山区城管大队加大
人员投入，加强市容保障，坚持对占道经营游商、超门窗经
营商铺和乱停放非机动车严管控，对乱张贴小广告“夜产日
清”，确保市容市貌干净、整洁。

此外，在象山景区周边、滨江路上，象山城管列队巡
查，清理沿街兜售、尾随游客兜售等市容乱象，提升城市文
明形象，营造整洁有序的节日环境。队员们还积极热情地为
游客指引道路，提供咨询服务，帮助市民解决困难。 4 日
晚，城管队员在巡查民主路时，发现几名市民在非机动车道
发生争执，导致交通堵塞，队员主动上前调解，积极疏导交
通，路面很快恢复了畅通。

据统计，国庆期间，象山区城管大队共出动城管执勤队员
1450 人次，清理流动摊贩 1650 余摊，暂扣经营工具一批等。

象山城管国庆期间

营造良好市容环境

本报讯（记者苏展）今年以来，一种
叫做草地贪夜蛾的害虫肆虐我国多地。农
业农村部于 5 月下旬启动了“草地贪夜蛾
应急防治药剂筛选试验”，我市全州县被
选为此次全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药剂筛
选试验试点之一。据悉，目前全州已成功
开展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筛选的 17 种药剂处理对草地贪夜蛾防控都
有较好效果。

据全州农业农村局介绍，草地贪夜蛾应
急防治药剂筛选试验是通过掌握不同药剂对
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从而科学指导作物
大田生产用药，有效防控草地贪夜蛾为害。
此次全国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共安排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广东 5
个省区，每个省区布置 2 个试验点，其
中广西 2 个试验点分别安排在南宁市横
县和桂林市全州县。

根据农业农村部推广中心安排，此次
桂林市全州县的试验点有 17 个药剂处
理，每个处理重复 4 次，共 72 个小区，

试验区用地面积 2200 ㎡以上。根据用药
前后虫情调查显示， 17 种药剂中大多数
药剂在施药后第 3 天对于草地贪夜蛾的
防治效果理想，少数药剂在施药后第 7
天对于草地贪夜蛾的防治效果稍有减弱，
总体情况达到预期效果。

全州成功开展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治药剂筛选试验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丽）“感谢党和政府。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奋发成才回报社会，把爱心传递下去。”
在举国欢庆国庆之时，象山区二塘乡孤儿黄凤英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在二塘乡党委和爱心企业的联合帮助下，黄凤英很
快就能告别危房迁入新居。

黄凤英是二塘乡北芬村的一名孤儿。其养父已在多年前病
逝，本人也因年龄渐长不能再享受孤儿的相关福利政策。前几
个月，几场洪涝灾害来袭，黄凤英的老屋进水后彻底成了危
房。二塘乡党委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启动了“关爱孤儿

情暖二塘”房屋修建捐赠活动。携手北芬村委会、芬塘村经
济合作社、市第八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为黄凤英筹集到了 6 .2
万元建房资金，同时协调自然村拿出宅基地建新房。

接下来，二塘乡将协调各单位，全力加快房屋修建进度，
让弱势群体享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象山区二塘乡为孤儿

筹款 6.2 万元建新房

创城再出发
工人在安装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