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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赖伊婷

咸水镇位于全州县西南部，地处全州、兴安、资源三县交
界之地，风景秀丽，人杰地灵。镇域面积 241 .65 平方公里，
距全州县城 35 公里，距桂林市 91 公里。素有“全州南大
门”“柑橘之乡”之称。

自 2018 年被正式列入桂林市第四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建设名单以来，咸水镇按照以集镇建设助力产业发展，以产业
发展引领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总要求，立足
当地特色，着眼民生所需，汇聚项目支撑，立足产城融合，致
力于创建地域品牌，实现资源集约利用和乡镇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着力将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建设打造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

立足当地特色，打造生态宜居小镇

“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从漫山遍野的橙
树到处处融入“橙”元素的集镇，走进咸水镇就让人仿佛置身
于橙的世界。记者看到，小镇街道两旁的房屋颇具特色，每几
栋青瓦、白墙、马头墙的桂北风格房屋之间就穿插着一栋展示
“橙”主题的房屋。

咸水镇党委书记邹祎芹介绍，咸水镇党委、政府在示范乡镇
建设项目规划中，立足自身特色，将建设的主题定为“大橙小镇”，
取“诚心诚意”的意韵。并在示范乡镇建设中着重突出“橙”元素，
建设橙心公园，橙意广场，打造橙溪循环水系以及以“橙色”为基
调的商业街等，营造浓厚的“橙色”文化，创建“橙色”品牌效应。

“示范乡镇建设不仅是面子工程，更是里子工程。我们在进
行立面改造、风貌改造的同时，也立足民生所需，大力推进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等相关项目建设。”邹祎芹告诉记者，过去的咸水
集镇建成区面积狭小拥堵，路网发育不足，公共配套缺乏，集镇
人气活力不足。为改善这些问题，咸水镇抓住示范乡镇建设这一
重大机遇，建设南北向市政干道，连通集镇和咸水中心小学，避
免了咸水中心小学学生和居民群众依托 322 国道集散的安全
隐患；对咸水市场、供销社、食品站留存的低矮瓦房进行拆除新
建，确保咸水镇新的农贸市场和商住楼整洁明亮，功能齐全；拆
除政府大院原有围墙，打造开放式政府，让辖区群众共享政府基

础设施；持续加强图书馆、农产品展示区、镇域历
史文化展馆等便民文化类设施建设；利用积水洼地
与池塘，将咸水河引入镇区，采用园林造景方式，营造
循环水系……随着一系列项目的推进完工，咸水镇的面貌
焕然一新，也更生态宜居。

不仅限于集镇，咸水镇示范乡镇建设也带动了白竹、蕉川
两个贫困村的发展，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提质增效、群
众致富增收等方面成效显著。

白竹村位于集镇周边，主要改造节点柑橘广场、心树山公
园、湿地水系、白竹村党群服务中心等均位于该村范围内，村
民可直接享受到整洁美观的生产生活环境，幸福感、获得感进
一步增强。同时，集镇建设还将有效带动蕉川村的农旅产业发
展。该村以南北江和周围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为依托，整合风
雨桥、南木寺、红枫、猕猴桃和富硒米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
农旅结合的示范乡村，直接促进了村民群众致富增收。

汇聚项目支撑，实现资源集约利用

为使示范乡镇建设项目发挥最大的效益，咸水镇党委、
政府积极争取到了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特色村镇、棚户区改
造和湘桂铁路电气化改造等项目，以实现资源集约利用。

通过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特色村镇建设试点项目，咸水
镇将进行高标准农田改造和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扶持，把特色
村镇项目与示范乡镇建设项目有机融合，打造成以咸水河为
轴，蕉川农旅开发和南宅柑橘产业基地为点，咸水集镇为核
心的“一轴两点一核心”的田园综合体，辐射带动全镇的产
业蓬勃发展。

其次，利用棚户区改造项目，咸水镇对学校、政府和集
镇的低矮瓦房进行了改造，从而极大改善教

师、干部职工、集镇居民的住房条件。截
至目前， 276 套棚户区（危旧房）改
造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其中白竹
初中、政府大院安置点 120 套“棚
改”楼已基本竣工。

此外，以湘桂铁路电气化改造
为契机，咸水镇将建设一座东西向
铁路跨桥和两头衔接引道。通过新
建路网，拉大集镇框架，消除交通

瓶颈，带动约 250 亩土地集约利用，
为咸水镇今后发展预留空间。
大项目带动大发展，自治区农业综合开

发特色村镇、棚户区改造和湘桂铁路电气化改造这三
大项目的稳步推进，给咸水镇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加快产城融合，着眼可持续发展

“让咸水有自己的品牌，让咸水群众富裕起来，幸福起
来，是镇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咸水镇种有各种
品类柑橘 8 万余亩，年产值 3 亿— 5 亿元，其中柳荷尔脐
橙和甜橙品质尤为优秀，以橙子作为产业发展的主题，非常
适合咸水镇的产业升级。”邹祎芹说道。

近年来，咸水镇不断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根据当地气
候、地理位置等自然条件以及柑橘种植历史悠久的农业产业
发展现状，将产业发展与本土特色有机结合，着重打造本土
文化产业品牌。最终确立了以“橙”类产业为主导、其他各

类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柑橘橙类高品质农产品将
带动全镇其它产业发展，从而辐射带动整个镇域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咸水镇大胆创新 EPC 模式，要求参与咸水
镇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的中标企业将建设过程中的利润
反哺乡镇产业发展，并追加投资在咸水镇建立产业园区，实
现产城融合和乡镇的可持续发展。咸水镇与中标企业双方从
战略层面联手将咸水镇打造为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大
橙小镇”。借鉴国内城镇及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和国内一流
规划设计资源，高起点设计、高标准规划、高效率执行，以
发展“农旅产业”为导向，以实现“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为目标，以建设“大橙小镇”为起点，将咸水镇打造成为以
柑橘、林木竹资源、农副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为依托的
“一、二、三产高效融合”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据统计，自咸水镇“大橙小镇”规划建设以来，全镇共
辐射建有人和万亩桔香示范区、南宅沃柑种植基地、西岭梅
花鹿养殖产业示范基地、蕉川红枫种植区等 48 个特色种养
基地，辐射带动辖区 2 .7 万人经济增收。

扬帆起航正当时。咸水镇以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为
契机，进一步激活农旅产业，加快产城融合，推动脱贫攻
坚。目前，该镇示范乡镇建设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全面完
工。届时，一个环境优美、产业发展、人民富裕的新咸水将
展现在人们眼前。 （本文图片均由咸水镇政府提供）

■桂林市第四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系列报道之十六

全州咸水镇：以“橙”为笔 书写“大橙小镇”发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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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水镇富硒米系列产品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李雪萍)近日，兴安县在银
杏广场举行“书香兴安 阅读圆梦”图书惠民巡展公益活
动启动仪式，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 书香兴安”系列活
动深入开展，营造“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

活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大家徜徉书海，或驻
足阅读，或低头寻觅，淘上几本好书。“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现场展销的书籍也很好，买 2 送 5 的活动很划算，
我打算多买几本回去。”市民肖先生兴奋地告诉记者。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还向兴安县部分小学捐
赠了一批图书，共计价值 2 万元。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兴安县委宣传部及兴安县教育
局、民政局、文广体旅局、县邮政分公司联合主办。活动
现场提供古典类、百科类、教育类、科普类、艺术类、医
疗保健类及世界名著等多种正版书刊供民众免费阅读，同
时开展买 2 赠 5 惠民活动，全场任选 7 本只付定价高的 2
本。

近年来，兴安县高度重视全民阅读活动，把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坚持政府引导、业界支持、社
会参与、群众受益的全民阅读推广模式，广泛开展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进一步提高市民的思想道
德和科学文化素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李见 王荣仕)为进一步提
升漓江旅游排筏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反应能力，近日，桂林
海事局联合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分别在漓江
大圩、草坪、杨堤、兴坪、阳朔段水域开展了水上突发事
件应急演练考评活动。

此次漓江排筏应急演练考评共有 5 个科目，分别是
上滩失去动力、遭遇恶劣天气、遭遇船舶浪涌、筏上人员
落水及落水人员心肺复苏，有较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和实
践性。每名筏工要从这 5 个科目中抽取两项，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考评。考评每项满分为 100 分， 80 分为合格。

此次演练考评共随机抽取考评了 76 张排筏的筏工。
评委对每名筏工严格要求，对其参加的每一个演练科目每
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的点评，指出演练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主办方要求各位漓江筏工牢固树立
安全意识，克服松懈麻痹和侥幸心理，多看多学多练，认
真汲取本次演练的经验教训，保证熟练掌握相关技能。

□本报记者张苑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文明就
餐从细节做起”——— 餐馆内、餐桌上，摆放
着一张张小小的提示卡；食堂里有序排起长
队；校园里“节俭教育”成为“必修
课”……

近年来，随着“光盘行动”、“文明餐
桌”等一系列活动的持续推进，桂林人的就
餐习惯正在逐渐发生着细微的变化。一方小
餐桌，点滴小细节，却折射出城市文明的大
进步。

食堂就餐细节折射文明

10 月 29 日中午就餐时分，创业大厦食
堂里十分热闹。虽然就餐的人数众多，但整
个食堂并没有混乱无序的现象。相反，每个
窗口前都整齐排起长队，先刷卡后拿饭菜。
在食堂一角，摆放着一个厨余和餐具收纳
车。记者观察到，每一位就餐人员吃饱后，
都会自觉把餐盘里的少量厨余倒进收纳桶，

并把餐盘整齐叠放起来。
“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饭，已经习惯排

队、收捡这些程序了，大家都这么做。”市
某机关单位的小黄告诉记者。

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各单位、学校食
堂了解到，自觉排队打饭、就餐时不大声喧
哗、餐后自觉保洁等文明细节，已经成为大
多数市民的日常习惯。

餐厅设置无烟区 顾客自觉控烟

“您好，我们餐厅设有无烟区和吸烟
区，请问您选择坐哪里？”上周末，市民罗
先生一家到龙隐路附近一家餐馆就餐。一进
门，服务员就微笑着征求罗先生的意见。在
这家餐厅里，墙上显眼处张贴着“请自觉控
烟”的警示标语。作为烟民的罗先生考虑到
此次是家庭聚餐有孩子和老人，于是选择了
坐在无烟区。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餐厅了解到，相比过
去餐厅里云雾缭绕的环境，如今不少餐厅将
吸烟区和无烟区分隔开，餐厅空气质量好了
许多；还有不少餐厅张贴“无烟餐厅”的标

识，服务员会善意提示顾客不要在餐厅内吸
烟。

对此，不少烟民表示理解。“毕竟餐厅
是公共场所，我们自觉控烟也是一种文明的
表现。”市民陈先生说。“禁烟是餐饮行业
的发展趋势。”市内一家五星级酒店餐饮部
负责人表示，不过在中国餐饮行业推广禁烟
还需要循序渐进，但为尊重更多不吸烟者的
权利，保护广大群众的健康，餐馆有责任和
义务为就餐者创造一个清新、无烟的环境。

“节俭教育”从娃娃抓起

“孩子们，请吃完碗里的饭菜，不要浪
费，因为每一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
成果……” 10 月 29 日是市七星幼儿园的
“家长陪餐日”。当家长们走进教室和孩子
们一同就餐时，首先听到的是老师对孩子们
进行节俭教育。“每次吃饭都要把碗里的饭
菜吃干净；吃水果和甜点时，吃多少拿多少
不要贪多……这些都是我们老师每天要跟孩
子们讲的。同时我们也会与家长们交流，让
家长在家也要以同样的标准规范孩子的就餐

行为，这样日积月累才能帮助孩子从小养成
良好的习惯。”一位老师说。

如今，“光盘行动”“文明就餐”等倡
议在桂林持续推进，“节俭教育”也成为我
市校园里的“必修课”。

今年，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小学，这个
不起眼的农村学校捧回了“国际生态学校”
的殊荣。这是该校近年来大力开展“光盘行
动”，开展“节俭教育”而取得的丰硕成
果。为了让“节俭教育”在学生的心里生根
发芽，该校成立了“生态学校委员会”，在
全校范围内开展“寻找我身边的粮食浪费”活
动，对倒剩饭菜、开餐时间买零食、泔水剩余
量、食堂人员食品加工等情况开展调查。结合
调查结果，生态学校委员会研究制定了《寄宿
生的“光盘”行动》文明就餐制度，开展“光盘
行动”系列活动。该校开展“光盘行动”以来，
每年可节约 4 吨粮食。

“开展‘光盘行动’的目的，就是让我们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把绿色种子播进
孩子们的心田，把环保节约的理念融入日常
教学当中，努力让学校的各项工作向‘绿色教
育’特色化方向发展。”学校负责人介绍说。

文明就餐：小细节折射大文明

兴安开展图书惠民
巡展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莫秀娟)玻璃
瓶、化妆品、厨余分别属于什么垃圾？社区生活
垃圾主要分为几类？ 10 月 29 日下午，南门街
道金竹社区在空地上支起了桌子，摆放了四个不
同颜色的垃圾桶，一场垃圾分类体验活动吸引了
社区近百名居民参与。

在体验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首先引导居民
们树立垃圾分类的意识，普及了垃圾分类的方法，
随后在户外摆放了红、绿、蓝、灰四种颜色的垃圾
桶，分别对应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
其他垃圾。居民们拿着印有不同垃圾图案的小卡
片，将它们按类分别投入四个垃圾桶里。全部做对
的居民可获得一包环保有机化肥作为奖励。

当前，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正如火如
荼开展。为助力创建一个“齐、洁、美”的城

市，金竹社区联合广西科普传播中心、市科
协、象山区科协等单位，策划开展了“ 2019
广西科普惠民服务拓展工程科普益民进社区”
暨“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践行绿色新风尚科普
宣传活动，让更多居民知晓垃圾分类，从身边
的细微小事做起，让一言一行透出文明，一街
一巷整洁美观。目前，金竹社区已在苗圃路 7
号小区、园林小区试行垃圾分类。

漓江景区开展

排筏水上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

金竹社区：

引导居民学做垃圾分类

社区居民正在体验垃圾分类。

记者韦莎妮娜 摄

创城镜头

▲咸水镇融合“橙”元素的桂北民居立面
改造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