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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兴业银行南宁分行办公室、网络金融
部、零售金融部等相关部门和处室负责人一行 5 人，赴
该行定点扶贫单位所在的百色市田林县乐里镇慰问调研，
全面了解贫困村太阳能路灯建设、种养殖业、兴业商城网
上销售土特产工作情况，商讨下一步具体扶贫措施，并为
贫困户带去了慰问品。

当天下午，该行负责人一行与镇政府主要领导、驻村
工作队和村“两委”成员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该行
就网上商城事宜和与会人员展开研讨，就目前以自有电商
平台为载体，以挂钩扶贫点农产品为主体，搭建“兴公
益”专区，通过线上线下力量扩大产品销路的帮扶模式深
入交流讨论。目前，文化村已经在兴业银行的兴业商城上
线，上线的商品包括山茶油、蜂蜜、八渡笋、芒果干、云
耳、豆豆米等。这些商品均可通过手机 APP 直接下单，
方便快捷，实现了现金的快速回笼。

该行表示，今后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继续为贫困地区
办实事、做好事，不断改善基础设施，帮助当地老百姓大力
发展种植、养殖产业，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力打赢扶贫
攻坚战，让大家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兴广)

兴业银行南宁分行

赴百色田林县乐里镇

慰问调研

□见习记者赖伊婷 通讯员宾文涛 邓冠敏

青山绿树碧瓦，小桥流水人家。普益乡位于
阳朔县东南面，漓江下游，面积 70 . 2 平方千
米，水路距县城 20 公里，陆路距县城 17 公里，
是个美丽而宁静的江边小镇。普益乡原称小湾圩，
自 1909 年小湾举人莫自逸捐资建圩以来，已有
百年历史。后取普天得益之意，故名普益。作为阳
朔旅游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动人的历史传说、悠
久的人文景观、秀美的山水风光，自然与人文、
文化与山水多姿多彩，交相辉映。

自 2018 年被列为桂林市第四批新型城镇化
示范乡镇以来，普益乡按照建成漓江边最美小镇
的思路，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加快推动
新型城镇化进程，提升小镇品位，逐步形成乡村一
体、协调发展、和谐有序的城乡发展新格局。

集镇功能日益完备，品位节节提升

黄墙、黛瓦、飞檐、小窗……普益主街道两
侧的桂北特色民居已成为除山水之外的另一道风
景线。普益乡居民冯张德告诉记者，以前这些房
子有的外观是白色，有的刷成黄色，有的甚至都
没有粉刷，十分不美观。“进行立面改造后，街
边的房子不但好看了，而且墙体也能得到保护。
在外的亲戚朋友回来，都说普益现在比以前漂亮
多了。”对于普益乡近年来的变化，冯张德是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

而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从普益乡启动新型

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后出现的。根据《桂林市城
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依托独特
的地理、自然环境，普益乡高标准编制了《普益
乡（ 2018-2030 ）总体规划》和《普益乡集镇
近期建设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围绕“规划
编制、产业培育、房屋立面改造、市政公用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长效
管理、乡村振兴工程、旅游扶贫配套设施” 9
个方面 28 个具体项目开展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建设，共投入资金约 9160 万元。

“示范乡镇建设应该是民心工程。我们坚持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把群众根本利
益放在第一位，以示范乡镇建设为契机，多方
位、多维度为民办实事，完善普益集镇各项设施
建设。”普益乡党委书记莫翠芳说。为此，普益
乡扎实推进基础便民，对集镇水厂进行升级改
造；重点加强旅游资源开发提升，突出旅游惠
民，改造普益老街给排水管道设施，在路面铺设
青石板，对房屋立面进行保护性修缮，使老街更
有古韵古色；大力聚焦服务惠民，对派出所、校
园内部进行绿化、美化；引进 DR 数字化 X 射
线摄影系统，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等。

此外，普益乡还建设了占地 7200 多平方
米，集戏台、健身娱乐区、中医康养长廊、健康
小屋于一体的市民广场，为群众休闲、娱乐提供
场所；建设 800 平方米的市场停车场，有效缓
解停车难的问题；新改建普益农贸市场和市场公
厕，实现市场分区规划，解决马路市场和无公厕
的困扰；建设普益旅游集散中心，打造服务、咨
询一体化平台，提升旅游吸引力……一系列项目

的建设完工，使得普益集镇功能不断完善，集镇
品位大幅提升。

“三路”建设齐发力，构建交

通大枢纽

“交通枢纽是经济发展的动脉，道路不畅，
乡镇发展就无从谈起。目前，我们正通过自然村
通硬化路、旅游路、主街道路‘三路’齐建，全
力构建普益交通大枢纽。”莫翠芳表示。

为实现这一目标，普益乡结合脱贫攻坚，完
善扶贫道路建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新建扶贫
路 6 . 1 公里，解决近 2000 人的出行难问题，方
便近 1600 亩耕地出产的农产品的运输。并力争
今年底实现全乡 56 个自然村通水泥硬化路。同
时，普益乡利用发展全域旅游的契机，积极建设

旅游道路。该乡地处漓江下游，辖区内有留公
三色潭、留公传统古村落群、普益老街、普益
鲤鱼洲等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发展旅游业优
势明显。但众多旅游资源由于沿江道路未通开
发受限。通过完成沿江 7 . 1 公里长 8 米宽的
旅游大通道建设，与阳普路相连，起到了整合
全乡旅游资源的纽带作用。此外，结合乡村振
兴战略，普益乡还将集镇长 1 . 2 公里、宽 8
米的主街道改建成行车道宽 10 米、两旁人行
道各宽 2 . 5 米，给排水、通讯、电力、路
灯、绿化配套设施完备的幸福市政大道。

自然村通硬化路、旅游路、主街道路“三路”
建设联动，形成了环普益交通大格局，为实现

“产业+旅游”经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最美乡村

普益乡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局限在集镇，还
深入推进到了各个村子里。该乡结合新型城镇
化示范乡镇建设，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核
心，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努力打造以
产业为根、生态为基、文化为魂的示范乡镇。

近年来，普益乡党委、政府注重以产业带动
发展，实现精准脱贫。在贫困村木桥村，通过免
费发放砂糖桔苗等，新发展连片种植砂糖桔、沃
柑 1000 多亩，形成了新的柑桔扶贫产业基地，
使全村 20 多户贫困户户户有产业；在贫困村
大山村，通过后盾单位免费提供鸡苗，扶持壮大
虫仔鸡产业，使全村 10 多户贫困户户户有产
业。砂糖桔、虫仔鸡等产业已成为普益乡的优势
产业，全乡 123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依托优势产
业，正走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与此同时，普益乡依托勇村—古乐生态产
业线，着力打造古柳村生态乡村建设示范点，
对村内环境进行硬化、亮化、美化，完善基础
配套设施；完成烟厂岭乡土特色示范村项目；
依托沿漓江旅游路线，对留公村等古村落传统
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并将充分利用“乡村风貌
提升三年行动”契机，对“一点两线”上的 3
个精品示范型村庄和 2 个设施完善型村庄进
行提档升级，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
体，产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截至目前，普益乡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
设任务已全部完成。如今的普益乡已经嬗变成
一个充满灵动与韵味、人文与关怀、诗画与和
谐的城镇新空间，漓江边最美小镇的愿景正逐
步变为现实。

（本文图片由普益乡政府提供）

■桂林市第四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系列报道之十七

阳朔普益乡：全力建设漓江边最美小镇

▲普益乡留公村古建筑群一角 ▲改造后的普益主街道路

▲古色古韵的普益老街

▲普益乡木桥村发展柑桔产业

▲新建的普益广场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记者从桂林公交公司获悉，为进一步方
便临桂新区义宁路周边片区市民出行，
将于 11 月 1 日起调整 66 路公交线。

据悉， 66 路由西城医院始发，经
义宁路、万福路、宏谋大道、山水大
道、西城大道、新龙路、虎山路、会元

路、人民路、世纪东路、西城大道至
终点西城北路北（碧园印象）。首末
站分别为西城医院和西城北路北（碧
园印象）

新增公交站点 11 个：西城医院、
临政路口、人民路、金山广场西口、世
纪东路、世纪东路环湖路口、世纪东路

中、世纪东路西、西城北路南、西城北
路、西城北路北（碧园印象）

取消公交站点 2 个：临桂区政
府、临政路。取消运行路段由 61
路、 88 路代替服务。服务时间为 7:
00-18:30 ，实行定时发车： 7:00-
7:40 （ 10-15 分钟一趟）， 7:40-
16:50 （ 15-20 分钟一趟）， 16:50
-18:30 （ 25 分钟一趟）。票价： 1
元/人次，票证通用。

66 路公交线路调整运行

本报讯 记者从桂林公交公司获悉，因临桂区政务服务
中心搬迁至临桂区致和路(临桂区城投大厦旁)，11月 1日起，

“临桂政务中心”公交站点将更名为“世纪东路环湖路口”。
此外，涉及 61路、64路、66路、82路、86路、91路、k2

路等 7条公交线路停靠的 300余个公交站点站牌和 79台公
交车辆内运行示意图，因站牌更新贴图工作量大，站点更名
工作将在近期完成。 （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公交站点“临桂政务中心”

将更名为“世纪东路环湖路口”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10 月 27 日，
2019 年第四届桂林地区重症血液净化及血流动力学监测
新进展学习班在碧玉大酒店开班。本届学习班由市医学
会、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重症
医学专业的近百名医务人员参加学习。

市二医院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百年老院，是集医
疗、预防、科研、教学、康复、急救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
等综合医院。近年来，该院重症医学科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不断开拓新技术新项目，在学科建设及
科研创新方面有了较快发展，打造了一个和谐、团结、勤劳、
勇于拼搏的重症团队，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成为医院重
点学科和精品科室，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在本次学习班中，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中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济南军区总医院等多位专家围绕
“重症血液净化及血流动力学监测”这一主题，分享了研
究成果和工作经验，并与学员们开展了交流学术。

桂林重症血液净化及

血流动力学监测新进展

学习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淑

敏）近日，象山区“相思江畔·北芬田园综
合体”项目开发框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
象山区政府举行。在未来几年内，象山区
将借“相思江畔·北芬田园综合体”项目，
促进辖区农村、农民可持续发展，塑造现
代化农业及田园社区样板、乡村休闲旅游

示范区。乡风淳朴、产业兴旺、村富民强
的“田园牧歌图”即将在城南片区徐徐展
开。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相思江畔·北芬
田园综合体”项目坐落于桂阳公路黄金旅
游大道西侧，距市中心仅 15 公里，距高速
路出入口 2 公里，距阳朔县 50 公里，具有

独特的区位优势。项目总规划面积约为
6800 亩，以“一环一带六区十项目”产业
布局为核心，积极发展循环农业，充分利
用农业生态环保新技术，促进农业资源节
约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大力发
展农产品生加工、冷链物流、农村电商，
推进农业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

等产业深度融合。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将
分两期开展建设，其中一期在 2020 年 6 月
前完成。建成后预计带动就业 800 人，开
发利用房屋民宿、商铺 600 多间，流转村
民土地 3800 多亩，带动经营农家乐 5 家，
促进农民群众年人均增收 5000 元。

“相思江畔·北芬田园综合体”项目签约
项目一期有望明年 6 月完成，预计为当地农民年人均增收 5000 元

本报讯（记者陈静）广西儿童青少年
社会工作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仪式日
前在我市举行。来自市民政局、部分县区
民政局及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机
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广西师范大学部分师
生和公益组织代表等约 70 人参加了开班仪

式。
据了解，该培训班由桂林市民政局主

办，广西厚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桂
林市社会工作协会、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
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等单位
协办。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来自深圳、东

莞、广州、南宁、桂林的儿童青少年服务
领域资深社会工作者、督导、律师、高校
教师来授课，整体师资理论水平高、实践
经验丰富，实现了跨地区的经验分享。老
师的授课为学员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分享，
学员们认真听讲并积极参与讨论。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举办培训班是希
望通过培训，提升我市社会工作机构、基
层工作人员服务儿童与青少年的能力，促
进社会和谐，更好地服务城镇化和脱贫攻
坚工作中的困境儿童青少年群体。

广西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榕城短波

本报讯 日前，雁山区直属机关工委组织预备党员，来
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学习。在活动中，预备党员
们在机关工委书记带领下，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接着，
大家在纪念馆深刻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一位预备党员说：“我们将铭记历史，时时刻刻做到不
忘初心，以老一辈革命先烈为榜样，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贡献力
量。”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王洁)

雁山区预备党员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纪念馆参观学习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
记者从桂林公交公司获悉，为强化临桂
新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进一步方便琴
潭片区市民出行，自 10 月 30 日起优
化调整 89 路、 208 路公交线。

据悉， 89 路由桂林医学院（临桂
校区）始发，行驶至巾山路口站后，不
再通行巾山路，而是行驶机场路、琴潭
道至中隐路后，恢复原线行驶至终点站
铁佛路，反向同步调整。取消运行路段

由 208 路代替服务。首末站分别为
桂林医学院（临桂校区）和铁佛路。

增加 4 个站点：唐家村、琴潭村
（反向）、琴潭道、琴潭中隐路口；取消
3 个站点：磨床厂、巾山路、通讯大队。
服务时间：7:00-20:00。票价：2 元/
人次，票证通用。

208 路由唐家村车场始发，经巾
山路、琴潭道西巷、中隐路至榕湖小
学分校后按原线运行至终点站文明

路，反向同步调整。取消运行路段由
81路、 2路进行代替服务。首末站分
别为唐家村车场和文明路。

取消 6 个站点：马家埠村、城
中雅居、中医养生小镇、养生谷·养
心阁、养生谷·中医街、中隐路尾；
增加 3 个站点：唐家村车场、巾山路、
通讯大队。服务时间：6:30-18:30，
实行定时发车：6:30-8:00（ 15 分钟
一趟）；8:00-12:00、14:30-18:30

（20 分钟一趟）；12:00-14:30 （ 30
分钟一趟）。票价： 1 元/人次，票
证通用。

89 路、208 路公交线调整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