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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宁婕）
近期，因天气变化快、昼夜温差大，流
感等疾病多发。市内多家预防接种单位
迎来了疫苗接种“小高峰”。为确保市
民接种的安全，近日，叠彩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深入辖区单位，开展疫苗流通和
预防接种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中，执法人
员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
（ 2017 年版）》，重点检查疫苗采
购、收货、验收、处理失效疫苗等环
节。检查了各个疫苗预防接种单位使用
的疫苗是否由上级机构供应、分发；在
收货和验收时是否索取和检查疫苗生产
企业或配送企业提供的《生物制品批签
发合格证》等相关材料；接种单位是否
配备冰箱、冷藏箱、冰排和温度监测设
备等硬件设施；各单位储存的疫苗是否
过期失效等多项指标，以确保疫苗的安
全有效。

经检查，叠彩区内 4 家疫苗预防
接种单位在疫苗采购、收货、验收、处
理失效疫苗等环节均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 2019 年 10 月 24 日本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桂林百货大
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现将股东分红实施方案公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2018 年度分红方案以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 0 .8 元(含税)。
二、分红实施方案：
(一)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1 月 12 日
红利发放对象为股权登记日本公司登

记在册的股东。
(二)红利发放方式：现金分红
(三)红利发放时间： 2019 年 11 月

28 日
(四)红利发放办法：

1 . 个人股东派送的现金(税后)直接转
入股东提供的领取分红现金的银行卡或存
折；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
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法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办理领取现金红利相关手续。
派送的现金直接转入法人股东提供的存款
账户(与股东户名一致)。

2 . 股权证的登记，其中：
①个人股东：需持股权证、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②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股权
证、法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五)代扣代缴股东个人所得税：个人
股东以及以个人名义购买法人股的股东，
在现金分红同时办理扣税手续，应缴税款
在现金分红中一并扣除。

(六)股东股权证的登记办理时间及法
人股东领取现金红利办理时间： 2019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28 日，上午 9 ： 00-
11 ： 30 ，下午 3 ： 00-5 ： 30(周六、周
日和国家法定假日休息)。

(七)股权登记及红利发放办理地址：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桂林市中山中路 14
号桂林百货大楼 B 楼 7 楼)，咨询电话：
0773-2829950 王女士。

桂林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 日

桂林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分红公告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水晶郦城社区
支行更名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冠城大通华
郡社区支行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桂
林监管分局批准，现予以公告：
原机构名称：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水晶
郦城社区支行
现机构名称：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冠城大通华郡社区支行
原机构地址：桂林市环城北二路 32号水晶郦城项目 1#楼 06号商铺
现机构地址：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38号华郡小区 4栋 1-7号商铺
金融许可证编码：B1105S345030056
联系电话：0773-759094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桂林监管分局金融许可证公告

为有效治理城区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现
象，保障城区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及《灵川县车辆停放服务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县
将对八里街区域(含定江镇区)部分道路和公
共场地实行泊位停车收费管理，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停车泊位收费管理路段
一类区域：八里一路、八里二路、八

里三路、八里四路、八里五路、八里六
路、八里七路、八里八路、川东一路、川
东二路、川东三路、川东四路、川东六
路、灵川大道，定江镇区盈丰路、广发
路、泰和路、定江路等路段划定的停车泊

位。
二类区域：嘉兴巷、银庄巷、福星

巷、金阳巷、丽泽巷、灵水巷、明月巷、
清风巷、东升巷、枫林巷、翔龙巷、物华
巷、九龙巷、元宝巷、毓风巷、万成巷、
川西一路、聚宝巷、紫金巷、延庆巷、文
笔巷等路段划定的停车泊位。

二、停车收费时间和时段
1 . 停车收费时间：从 2019 年 12 月

1 日上午起执行。
2 . 每日收费时段：一类区域为 8 ：

00 至 21 ： 00 ，二类区域为 9 ： 00 至
20 ： 00 。其余时间车辆在停车泊位可
以免费停放。

三、停车收费标准

依据《灵川县物价局关于灵川县城市
道路停车泊位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复
函》(灵价费〔 2018 〕 19 号)文件收费标
准执行，以每个停车泊位计价。

1 . 小型汽车：一类区域收费标准为
前 30 分钟(含)免费； 30 分钟后到 1 小时
(含)每 15 分钟 2 元/辆次； 1 小时后(加
收)每 30 分钟 3 元/辆次；每日最高限价
为 40 元/辆次。二类区域收费标准为前
30 分钟(含)免费； 30 分钟后至 1 小时
(含)每 15 分钟 1 .5 元/辆次； 1 小时后(加
收)每 30 分钟 2 元/辆次；每日最高限价
为 30 元/辆次。

2 . 其他类型车辆以其占用的泊位
数，按标准累计收费。

备注： 30 分钟后到 1 小时，以 15 分
钟为一计费时段， 1 小时后以 30 分钟为
一计费时段，不足一个时段的，按一个时
段计费。

四、收费方式
泊位停车收费采用市场化运营模式，

承包经营费上缴县财政，用于改善城市道
路基础设施建设。

特此公告。

灵川县城市管理监督局
灵川县公安局
灵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灵川县财政局

2019 年 10 月 18 日

关于在八里街区域(含定江镇区)部分道路(场地)
实行停车收费管理的公告

2019年 11月 3日，桂林市 2019联发
欢乐跑将在桂林市叠彩区举行。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
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对叠彩区相关路段采取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管制路段
1 . 站前路(国税局路口至滨江北路路

口)一段。
2 . 滨江北路(站前路路口至叠彩碧桂

园路口)一段。
二、管制时间
2019 年 11 月 3 日上午 7 时至 11 月

3 日欢乐跑活动结束。
三、管制内容
(一)管制期间，管制路段内禁止车辆

停放。
(二)管制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管制

路段，允许非机动车辆在非机动车道内

通行或在人行道推行。
(三)管制期间，公安机关将根据现场

活动情况视情提前或推迟交通管制时
间，扩大或缩小交通管制范围，并根据
比赛进行情况，逐段解除交通管制。

(四)公交、公路客运和旅游客运企业
请根据本通告规定，提前调整车辆运营
时间和线路。受交通管制影响的有关单
位、居民和游客，诸自行调整生产运输
和出行安排，合理规划行程。

请广大市民群众自觉配合交通管制
工作。对不服从民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扰
乱活动现场秩序的行为，将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31 日

桂林市 2019 联发欢乐跑交通管制通告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标准厂房项
目位于灵川县八里街工业园区一号工
业园，建设单位为桂林宝鸿投资有限
公司。规划总平面方案委托广东启源
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完成并
报我局审查。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办法》要求，现将该规划予以公示，
公开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其
他详细情况请到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咨询。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标准
厂房项目周边群众或利害关系人若对
规划方案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将合
理合法的书面意见（署真实姓名和有

效联系方式）反馈到灵川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联系电话： 0 7 7 3 —
6819828 、 0773 — 6812493 ），申
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逾期不反映，视为无异议，
住建局按照程序批准实施。

公示期限： 2019 年 11 月 1 日
至 2019 年 11 月 11 日止

公示地点：
1 .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标准厂房项

目现场
3 . 灵川县人民政府网

灵川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 年 10 月 29 日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标准厂房项目规划总平面方案批前公示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郑智敏 文/摄

10 月 25 日傍晚，夜幕即将落下。恭城瑶族
自治县恭城镇江贝村的鲤鱼渡口飘起了细雨。绿
莹莹的茶江江面上，一位打着赤脚、头发花白的
老汉撑着一叶小木舟正在摆渡一位过江的村民。

“我们就住在船上，只要有人喊过江，多晚
我们都会送他们过去的。”撑船的老汉叫黄双
保，今年已 63 岁，一直单身。据他说，他跟他
弟弟黄双发以前是恭城原航运社的工人。后来，
随着陆上交通的发展水路航运的衰落，黄双保兄
弟双双成了下岗工人。船上人家出身的他们便购
买了一条小铁船，在鲤鱼渡口“安了家”，继续
过起了船上人的生活。

“我们白天就打点鱼，同时在渡口载些村民
过江。”黄双保告诉记者，恭城瑶族自治县境内
的茶江两岸曾经有很多渡口。上世纪末，通公路
的渡口逐渐修建了桥梁，仅存少数渡运量不大的
乡村过江渡口，鲤鱼渡口就是其中之一。

黄双保说，解放初期，渡船除了送人去河对
岸，还能运送牲口。一趟摆过去，再载满满一船
划回来，那时候的鲤鱼渡口十分热闹。“那时人
们想过河只能坐渡船。”黄双保说。遇上天气不
好不能开船，村民就只能等天气好转才能出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村子在渡口建了浮桥，过一个
人收 2 毛钱作管理费，后来涨到 5 毛钱一个
人。后来浮桥被洪水冲坏了，渡船又不得不开
渡。伴随着恭城境内各条道路的修成通车，渡船
的黄金时代慢慢结束了。而黄双保跟弟弟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末下岗后，便成了这个渡口的摆渡
人。每天只要天一放亮，有人在岸上呼喊要过
渡，黄双保就一骨碌爬起来去开船。“现在过江
的人也不多，一天也就十来个人。”按照一人一
次一元的价格，黄双保兄弟一天摆渡收入不到
20 元。只有节假日的时候，过河的村民比平时
要多一些。

“那点钱是不够我们吃伙食的。但我们住在
船上，能方便大家就方便大家了。”黄双保说。
他和弟弟的家就安在河边一条不大的铁船上，不
到 10 个平方米，船的一头是厨房，中间是床
铺。弟弟黄双发也是单身汉，两兄弟挤在一条船
上生活。黄双保身体不舒服或者打鱼去了，就由
弟弟代替他摆渡。

随着茶江河的变迁鲤鱼渡改变了多少次靠岸
码头，黄双保已记不清了，但他知道这些年变的

不止是茶江河，还有江河日下的摆渡业。随着恭
城境内一座座大桥修通，渡口在一个个地消失。
现在，选择从渡口过河的大多数是老人、妇女、
小孩、钓鱼的和图新鲜的人。

尽管如此，黄双保说他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
个渡口了。“我不走，我的祖辈都是船上人，家
就在茶江河上，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渡船，我就
不会离开。”

□本报记者陈静 文/摄

一段时间来，市民每天都有新发现，所居住
的环境一天一个样，道路变得整洁通畅，居住环
境变得干净美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
我市各个街道、社区积极行动起来，把社区居民
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小事”做实，把“细节”
做细，让创建成果惠及百姓。

10 月 25 日下午，穿山南社区组织社区党
员、干部、协管员及志愿者开展了一次“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清洁”活动，着重对制革厂小区环境
卫生进行治理。他们 2 人一组，除杂草，铲小
广告，清理小区路面及绿化带内的塑料袋、塑料
瓶、烟头纸屑、瓜果皮壳等可视垃圾和废弃物。
当天清除了卫生死角和乱贴乱画的各类“牛皮
癣” 7 处，清除杂草 80 多平方米，对乱贴乱
画、乱悬乱挂进行处理。

连日来，铁路社区联合辖区环卫和城管部门
一道针对居民区“小菜园”等乱象开展环境专项
整治行动，制止居民私自侵占公共场地、绿地，

乱放乱栽种等不文明行为。在专项整治开展前，
社区工作人员已通过入户走访、发放致居民一封
信等形式，对居民进行了提前告知、劝导，对排
查出的“小菜园”户主逐个送达清理整治通知，
大部分“小菜园”户主在短期内对自己的“菜
地”进行了清除。铁路社区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铁路社区还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对辖区范
围内种菜现象进行全面清理，落实长效管理措
施，切实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还居民一个舒
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10 月 25 日，东江街道猫儿山社区组织党
员、团员、青年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
动。近三小时的集中整治，小区内的环境卫生得
到明显改善。

10 月 26 日，在滨江路 20 号，来自秀峰
街道解东社区辖区的 20 多位小朋友，将

形状各异的植物作品拓印在布袋上，
并配上“富强”“文明”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字，做成有
特色的随身包，希望借此动
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争做
创城的文明使者。

将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
摆放整齐，将污损的共享单
车擦拭干净……为了进一步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近日，
穿山街道以解决社区内外共享

单车乱停放、小区内外废弃单
车较多等较突出问题为切入点，

开展共享单车治理志愿者行动。此
次活动得到了辖区居民的点赞。

本报讯（通讯员龚志军）近日，市
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查处了一起专业会计
人员利用职业优势，知法犯法，虚开发
票的案件。

税务机关在相关部门移送的线索中
发现嫌疑人李某的违法行为。李某为桂
林市多家公司兼职会计，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多次利用自己兼职多家
企业财务的便利，以票面金额 2 .5% 比
例向南宁某开票公司购买增值税普通发
票，然后再以票面金额 3% 比例的开票
费出售给所兼职的公司，从中牟取利
益。该案涉及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多
份，金额 204 万元。

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积极配合公安
部门，锁定了嫌疑人，成功查处了这起
虚开发票案件。李某最终被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9 个月，罚金 2 万元。

清除卫生死角，铲除小广告,做文明使者……

我市多个社区开展创城系列活动
创城·镜头

疫苗预防接种

迎来小高峰
叠彩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项检查

以确保市民接种的安全

会计人员虚开

增值税发票

获刑

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茶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后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黄双保在摆渡过江村民。

▲吃完晚饭，黄双保在船边休
息，过一会儿就要早早地睡觉了。

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黄双发
的脸上依然露着笑容。

在解东社
区，小朋友们展示
自己的主题作品，争
做创城小小文明使
者。

穿山村志愿
者将无序停放的共
享单车摆放整齐。

2019 年 12 月 8 日，全州高中将
在全州县城北新区新校区举行建校
100 周年庆祝大会。热忱欢迎各级领
导、广大校友、兄弟学校领导及社会
贤达届时拨冗莅临指导，共襄盛会，
同商校是。

联系电话： 18178376298 （廖老
师） 07734825507 （办）

邮箱： 1823632938@qq.com
网址：http：//www.gxqzgz.com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全州县全州高级中学
2019 年 10 月 9 日

全州高中
100 周年校庆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