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陈颖)记者从
桂林海关获悉，今年以来，该关通过关检监
管作业场所整合、开展无纸化申报推广、辅
导企业了解享受关税优惠政策等举措，进一
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实现了 1-9 月进口
整体通关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 23 .53% 、出
口整体通关时长压缩 69 . 9% ，进出口整体
通关时长完成压缩 1/3 的序时进度。同时，
在通关成本方面，桂林海关各项审核均为零
收费，企业到桂林海关办理各项审核业务费
用均为零。

据桂林海关介绍，今年在自治区优化营
商环境考核方案中，桂林海关与商务局共同
牵头负责“跨境贸易”指标。包含进出口边
境审核耗时和费用、进出口证单审核耗时和
费用，共 8 项具体指标，概括来说就是通
关时间和通关成本。其中，整体通关时间是
指货物抵港到货物提离整个进出口环节的时

间，除了海关办理业务时间外，还有港口作
业、物流作业等时间。

“海关的时间占整个通关时间不到
10% 。虽然只占 10% 的时段，桂林海关也要
以 100% 的信念、付出 100% 的努力。”桂林
海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缩短整体通关
时间，该关主要从“抓整合、提时效、优服务”
三个方面着手努力。

在抓整合方面。该关完成了关检监管作
业场所整合，办事窗口实现报关报检“一口
对外、一次办理”，报关单、报检单合二为
一，申报项目由 229 个精简至 105 个，随
附单据由 74 项整合成 10 项，监管证件由
102 项简化为 64 项。同时把检验检疫业务
嵌入到通关货物监管作业，由串联变并联，

实现申报单证、作业系统、风险研判、指令
下达、现场执法“五统一”，达到“ 1+1>
2 ”的效果。

在提时效方面。该关全面推进报关无纸
化和监管场所联网放行，积极开展税收征管
改革，开展担保无纸化试点，推广二次结算
系统，实现了版式税单网上打印，桂林口岸
税款电子支付率 100% ，无纸化申报率
100% 。对进口货物采用“提前申报、货到
验放”通关模式，企业可提前办理单证审核
和货物运输作业，非布控查验货物抵达口岸
后即可放行提离。积极推行原产地证书自助
打印改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自助办理原产
地证书，桂林 300 多家备案企业享受改革
红利。

在优服务方面。加大辖区企业 AEO
认证辅导力度，让更多 AEO 认证企业享
受可以在本国和互认国海关享受进口货物
降低查验率、简化单证审核、优先通关等
便捷措施，截至目前桂林 AEO 认证企业
23 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 1 家。针对重
点优势产业，建立“一对一”精准帮扶机
制，引导桂林电子信息、医药及生物制品、
先进装备制造、生态食品优势产业充分享
受自贸协定政策、原产地证优惠政策红利，
促进产品“走出去”。1-9 月签发各类原产
地证 3745 份，签证金额 1 . 78 亿美元，为
企业获得关税减免 892 万美元，签证数
量及金额均在南宁关区排名前列。

桂林海关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落
实最新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持
续压缩通关时长，切实提高广大进出口企
业的获得感。

优化营商环境 方便跨境贸易

桂林海关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长压缩 1/3

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亓茂竹）近日，桂林医学院
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桂林医学院国际交
流硬件设施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将为广大来华留学生提供良
好学习生活条件，也将大大促进学校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

据介绍，该校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于 2018 年动工建设，
2019 年 9 月竣工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12500 平方米，集
留学生宿舍和办公区为一体，其中留学生宿舍 201 间，可
入住 402 人。

桂林医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成立于 2007 年，一直致力于
探索推进国际学生“三全育人”理念，率先提出“同质化”
管理方式，积极推进广西高校教育国际化进程。学院开设本
科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药学专业以及临床医学专
业硕士和对外汉语培训等多层次的来华留学教育。

一直以来，桂林医学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先后
与美国、加拿大、越南、泰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或
机构建立学生交换学习、教师进修和招生合作关系，在东南
亚、南亚和北美地区有良好办学声誉。目前，学校共有来自
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美国、加
拿大和尼日利亚等国家 400 余名留学生前来学习交流。

桂林医学院国际教育

交流中心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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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GJ201937 宗地
面积： 120592 .6 平方米 宗地坐落：

站前路以南，南洲
大桥以北，滨江北
路以西，规划春江
路以东

出让年限：
城镇住宅用地
70 年，商服用
地 40 年

容积率： 见备注 建筑密度
（%）： 见备注

绿地率（%）： 见备注 建筑
限高： 详见备注 土地用途： 见备注

保证金： 16000 万元

现状土地条件：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起始价： 80000 万元 增价幅度： 200 万元

备注：

1 、资信(金)证明不少于 80000 万元。
2、该宗地按规划编号为：T2-1-2、T2-1-3 地块。其中 T2-1-2 地块规划建设
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 10%，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68288 平方
米，计容总建筑面积 109260 平方米，建筑密度 30%，建筑控制高度 24 米(局
部 34 米)，漓江沿江第一排建筑高度不超过 18 米，漓江 300 米范围内建筑高
度不超过 24 米，300 米范围外建筑高度不超过 34 米，绿地率 30%；T2-1-3
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 10%，规划建设用地面积 52303 平方米，计容总
建筑面积 73220 平方米，建筑密度 30%，建筑控制高度 18 米，绿地率 30%。
3 、控制指标中建筑面积、建筑密度、建筑限高为上限控制，绿地率为下限
控制。

经桂林市人民政府批准，受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拍卖方
式出让 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参加竞买人数不得少于 3 个。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到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到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3 日 16 时。经审核，申请人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中心将在 2019 年 12 月 24 日 16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活动在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 楼 9 号开标厅 (或指
定地点)进行。

GJ201937 号地块拍卖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5 日 10 时 30 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国有土地拍卖现场会由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委托桂林三顺拍卖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进行。
(二)受桂林市自然资源局的授权委托，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国有土地公开交易

机构，为拍卖受托代理执行人，有意竞买者可向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书面竞买申
请，同时提交相关附件(内容详见拍卖出让文件)，按要求开具资信(金)证明、支付竞买保证
金(竞买保证金应在竞买申请登记截止时间前转入至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的银行账
户)。

(三)宗地编号 GJ201937 地块规划以市自然资规条〔 2019 〕 19 号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四)其他约定条件
1 . 竞得人须根据规划在 T2-1-1 地块内配建一所幼儿园(具体详见市自然资规条

〔 2019 〕 19 号)，建成后无偿移交给桂林市叠彩区人民政府。
2 .T2-1-2 、 T2-1-3 地块中规划城市公共道路由土地竞得人负责实施建设，无条件提

供给周边居民公共开放使用，并无偿满足市政管网敷设。

(五)其他未尽事宜详情见拍卖出让文件。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 4 楼和 5 楼北区
联系人：方先生、雷女士
联系电话： 0773-5625176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桂林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 年 12 月 3 日

桂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桂林公共土出告字[2019]37 号

■榕城短波

本报讯 日前，桂林福建商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举
行。记者从会议获悉，近 5 年来，该商会不断加强建设，
努力提升服务功能，搭建平台推动闽桂两地合作；关心公益
事业，引导会员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回报社会，积极参与精准
扶贫和捐资助学活动，累计捐赠各类善款 600 多万元；商
会还被自治区工商联认定为广西“四好”商会。在本次会议
中，会员们选举产生了商会第三届领导机构和组成人员，并
审议通过了商会《章程》。 记者徐莹波

桂林福建商会

5 年慈善捐赠达 600 多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莫丽琴 秦继泉）近年
来，阳朔农合行找准着力点，充分融合地方
特色，推出“定制式”信贷产品，在支持县
域经济发展上持续发力，全力助推全县全域
旅游发展蓝图的绘就。

以产品创新为支撑，助力民宿品牌做大
做强。阳朔是国内民宿业起步最早的地区之
一，目前，共有宾馆饭店 1500 余家，其中
民宿酒店约 800 家，床位 3 万多张， 2018
民宿高端人才发展国际论坛暨阳朔民宿学院
成立仪式在阳朔成功举办。

阳朔农合行洞察到民宿业的发展需求，
今年初，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客户群
体、资金需求及其申贷诉求做了细分和归

类，在“快、易、高效”上下功夫，定制式
推出了“民宿酒店易贷”产品。

近年累计发放民宿类贷款 120 笔 1 . 07
亿元，其中， 2019 年向 52 户民宿业主新
发放贷款 5000 多万元，为全县民宿业的发
展注入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助推了“云
雾”、“云舞”、“后院”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民宿名牌构建。

以金融需求为落脚点，助力景区形象升
级提档。阳朔农合行进一步整合信贷资源，
在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整体形象升级改造上再
发力。在该行的信贷支持下，辖内遇龙河旅
游度假区对步道、河堤景观、旅游公厕等进
行了升级改造，今年 5 月，该景区获得了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殊荣，是广西第一家
获此殊荣的景区，还催生出了一批网红景
点。

与此同时，阳朔农合行还为辖内十里画
廊、龙颈河等近 10 个景点及旅游停车场等
附属设施的升级改造提供了 3 . 8 亿元的金
融支持，升级改造后，景点的游客接待能力
进一步增强。

以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己任，助力全域旅
游蓝图绘就。作为地方金融主力军，在支持
全域旅游的发展上，阳朔农合行一马当先，
近年来累计发放旅游类贷款超 24 亿元，其
中发放综合类酒店贷款 14 . 9 亿元，景区景
点类贷款 6 . 6 亿元，游船类贷款 1 . 70 亿

元，乡村旅游类（含民宿）贷款 1 . 33 亿
元，持续领跑县域其他金融机构。

特别今年以来，阳朔农合行在服务
县域大发展上做足文章，以提高办贷效
率为出发点，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结合
优化营商环境出台了限时办结制度，在
充分融合地方发展特色的基础上，相继
“定制式”地推出了包括“民宿酒店易
贷”、“游船易贷”在内的 12 款个人类
和 5 款小微企业类共计 17 个品种的“农
信易贷通”系列贷款产品，为全县的经
济发展和旅游发展蓝图的绘就作出了积
极贡献。

金融助推旅游蓝图 阳朔农合行一马当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的要求，现将《桂林市雁山区科
教园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 A-2-20 地
块调整》论证报告及方案予以公示(详
见自然资源局及网站、现场)。

规划调整范围位于桂阳公路及雁
贸加油站西侧，大岭北侧，规划雁翔路
南侧，规划调整范围约 5 . 74 公顷。

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如有异
议，请以书面形式将意见(署真实姓名
和有效联系方式)于公示期内送达临桂
区创业大厦桂林市政务中心三楼 C 区
6 1 号自然资源局窗口 (联系电话：
5625041)，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
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自刊登日起，至顺延
满 30 日止。

公示网址： zrzyj.guilin.gov.cn
咨询电话： 2802822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2019 年 11 月 29 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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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经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桂林监管分局申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桂林国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中
山南路支行
原机构地址：桂林市象山区中山南路 75 号
现机构地址：桂林市象山区银锭路 2 号综合楼
1-8、9、10、11、20、21 号门面
金融许可证编码：S0012S345030024
联系电话：0773-8998697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桂林监管分局

遗失声明

▲韦宗辰遗失桂林医学院专科毕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
106011201006000648 ，声明作废。

▲韦宗辰遗失桂林医学院本科毕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106015201405001626 ，声明作废。

▲韦宗辰遗失桂林医学院学士学位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
1060142014000591 ，声明作废。

▲韦宗辰遗失病理学技术师证，专
业名称：卫生，资格级别：初级(师)，
类别：病理学技术，管理号为：
45051612080002538 ，声明作废。

▲张云遗失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证，学号为： 20180913128 ，声
明作废。

▲韦新愉遗失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学生证，学号为： 20180913105 ，
声明作废。

近日，平山街道各社区积极开展创城
宣传活动，向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市民文明
手册2000余份。并借创城的契机，了解及协
调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
一系列活动，普及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相
关知识，提高了辖区居民参与文明城市创建
的热情和积极性。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孙倩 徐
小芳 摄)

本报讯（记者廖绍芷） 11 月 29 日，
记者从阳朔“一节两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阳朔县第二十届漓江渔火节·第十六届
金桔交易会·第八届苗木花卉交易会（简称
“一节两会”）将于 12 月 5 日晚上在《印
象·刘三姐》景区拉开序幕。

本届“一节两会”除了开幕式文艺演出，

农业（柑桔）产业发展论坛，特色农产品、苗木
花卉交易会等传统活动项目外，还将开展渔
火篝火焰火表演、千人广场舞大赛、千人漓江
休闲跑、舞狮大赛、中法山地越野赛、全县职
工篮球赛、羽毛球赛、抖音大赛、西街歌王大
赛、电影周等活动，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阳朔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推介

阳朔良好的生态、农业、旅游、文化投资环境。
本届“一节两会”开幕式上，阳朔县

委、县政府将对“十佳金桔种植能手”“十
佳农产品销售能手”“十佳特色产业能手”
和“勤廉榜样”“见义勇为榜样”“道德模
范”等进行表彰。

渔火、篝火、焰火，“三火”表演在“印象·

刘三姐”山水实景剧场周边区域进行。“白
沙渔火”是阳朔的老八景之一。以前每到傍
晚，三五成群的渔民们划着竹排，赶着鱼鹰
在江上捕鱼，星罗棋布的渔火照亮江面，形
成著名的“白沙渔火”景观，渔火表演生动
地再现了这一场景。渔火表演后，人们点起
篝火，跳起民族舞蹈，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
燃放焰火，形成渔火、篝火、焰火“三火辉映
一江红”的景象。

据了解，阳朔县“一节两会”活动从
12 月 5 日开始到 12 月 12 日结束。

阳朔漓江渔火节 12 月 5 日开幕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黄帅君）近日，叠彩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虞山片区分指挥部组织人员拆除了位于大河乡清
风村委 9#地最后一栋村民房屋，标志着叠彩区虞山片区 9#
地项目房屋征收、拆除工作全部完成。房屋的顺利拆除，不
仅有利于永彩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也将极大改善漓江
沿岸原有的风貌。

当天执法工作人员共拆除 6 栋房屋，面积达 3296 平方
米，均处于永彩路和滨北路交叉处。据了解，在 2000 年市
区大规模旧城改造期间，虞山片区开发改造项目被列为我市
“以房养路”重点项目。由于此项目涉及交房、结算、供地
等问题，历时久远，情况复杂。项目指挥部通过积极做农户
思想工作打通项目推进“最后一公里”。为此，指挥部成员
走家入户，摸清项目范围内所有农户人口和农房面积，想方
设法查找所涉农房的原始资料，确保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损
失。截至目前，该项目所涉房屋全部实现和谐拆除。

叠彩区虞山片区开发改造

项目完成前期拆除工作

（上接第一版）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 70
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将
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的高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
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方团队在极端天气下辛勤工作，如期
完成了建设，未来30年里俄方将向中方供应 1万亿立方米天然气，
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
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共识。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这一标
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亚和恰扬金 3 个管
道沿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汇报：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
气、中方已准备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

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
3000 公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 公里，利用已建管
道 1740 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