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淼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李义兴 2020 年 1 月 16 日 星期四 社会生活4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金翔)1 月 14 日，市城管支队
与市燃气协会走进龙隐小学，通过“大手牵小手”形式，开
展了一堂生动的“普及燃气安全知识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主题班会。

班会上，燃气协会的工作人员拿出了液化气钢瓶、燃气
热水器等实物，向同学们介绍了合格液化石油气钢瓶、合格
热水器的特征，以及一氧化碳中毒时的症状。通过演示，告
诉同学们发现不合格钢瓶及不合格热水器时，要向城管执法
的叔叔们报案；发现大人在浴室洗澡时晕倒或者长时间洗澡
没有声响后，一定要大声呼救大人、关闭热水器、及时开门
窗通风，保证室内氧气充分。

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将学到的燃气安全
知识、预防一氧化碳常识向家中的大人们进行讲解，保证家
中安全使用各种燃气器具。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宁婕 文/摄)新春佳节临
近，又恰逢流感高发，为保障辖区群众用药安全，同时督促
各预防接种单位加强对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的重视， 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15 日，叠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辖区内对多家预防接种
单位进行疫苗质量安全专项检查。

据悉，本次专项检查依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
例》及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
管理法》，重点关注预防接种单位在冬季和流感高发期使用
频率较高的疫苗品种。检查中，执法人员主要检查了各个疫
苗预防接种单位使用的冰箱、冷藏箱和温度监测设备等硬件
设施是否能够正常运转，在出现异常时是否能够自动报警并
启动应急设备，同时还查看了各预防接种单位是否留存所采
购使用疫苗的《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复印件、配送单、
路途温度记录等相关材料。

经检查，辖区内 4 家疫苗预防接种单位配备的硬件设
施和应急设备均能正常使用，相关材料保存齐全，并且各单
位的现有疫苗存量能够保证春节假期的使用需求。

叠彩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药品安全关乎生
命。在 2020 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该局将尽全力为辖区群
众用药安全保驾护航，确保市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
的春节。

▲执法人员在一家防疫接种单位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唐玉峰 文/摄

“我没有多大的想法，也没有多大的能
耐，要说有，就只有一颗热心罢了。”日
前，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桥头村党员罗明
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平静地说。

的确，看起来瘦弱的罗明姣并没有气吞
山河之志，但她却有一颗热心，用一颗滚烫
的热心，几十年如一日地践行着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彰显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平凡中的
不平凡。

热心种果

罗明姣出生于恭城平安镇巨塘村一个偏
远的村屯，这里的村民土里刨食，生活极度
贫困。 1994 年，待字闺中的罗明姣没有像
其他同龄人那样，远走他乡去打工，而是以
一股韧劲一颗热心，坚守农村。她要在生于
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干出个样来。几经思
考，罗明姣决定靠山吃山，以水果种植改变
自身境遇。

当时的巨塘村时兴种柑子，但因管理不
善，产量不高，慢慢地，柑子种植面积逐年
减少，很多村民改行种起了其它。但罗明姣
坚持认为，在当地缺水少田的情况下，唯有
种果是最好的选择。为此，她潜心钻研种果
知识，虚心请教镇里的农技人员，还跨乡越
县到先进地方实地考察。终于，汗水没有白
流，她将自家 5 亩地的水果种出了产量种

出了品质，让邻里乡亲为之叹服，也为所在
县、乡树起了榜样。第二年，在罗明姣的影
响下，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家捡起
老本行种起了水果。罗明姣欣喜之余，主动
到田间地头为乡亲们传授管护知识，反反复
复，乐此不疲。直到她嫁到桥头蟠龙村，离
开这里。

热心公益

今年以来，恭城瑶族自治县在桥头村推
行“两示范一模式”(道德示范村、健康示
范村、三心三治一守乡村治理模式)，为宣
传“以德治村”、建成康养恭城，推行“三
心三治一守”乡村治理模式，专门成立了文
艺宣传队。身为村妇联主席的罗明姣主动请
缨担任队长，将一支七拼八凑的“乌合之
众”，打造成了一支闻名乡里的义务宣传
队。罗明姣也由当初笨手笨脚的“丑小鸭”
变成了舞态生风的“白天鹅”，由最初的学
员变成了教练。随着主题教育的深入开展，
罗明姣的文艺队公益演出日益频繁，有时一
月要演好几场。好几次，她都是从走亲访友
的半道折回，因为，又有演出任务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蟠龙村，“有事
找明姣”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两口子吵架找
她，邻里纠纷找她，搬个煤球换煤气找她，
就连小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都有人找她讨
要个“秘方”。凡此种种，罗明姣总是欣欣
然有求必应，随喊随到，俨然成了大家的及
时雨。

2018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劳累了一天
的桥头村人早已进入“睡眠模式”，一阵手
机铃声把罗明姣惊醒，是村里 70 多岁的陈
佐昌老人心脏病突发，痛得在床上打滚，情
况万分危急，老人的老伴打电话来求助。罗
明姣赶忙披衣出门，在冷冷秋风中跑到老人
家里。“快，马上去医院。”说完，罗明姣
背起老人就往医院赶。陈佐昌老伴腿有残

疾，行走不便，女儿远嫁南宁，不在身
边，儿子也时常在外面打工。危急关头，
老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明姣。

“你好好搀扶你妈回家，千万别摔倒。”
陈佐昌临出院时，医生这样叮嘱罗明姣。

“不，医生，她不是我女儿，比我女
儿要好倒是真的。”陈佐昌老人朴素的话
语道出了众乡邻的心声。

党员罗明姣：以热心践初心

□通讯员 屈显娟

“悠悠万事，脱贫为大。”临桂农商行作为
地方金融主力军，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
中小微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抢
抓临桂撤县改区的历史机遇，为新区发展赋
能，借新区发展强行，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地方
经济发展的合作共赢。该行存、贷款连续 8
年每年以 10 亿元迅猛增长，存、贷款存量连
续 12 年稳居临桂区金融同业第一位，综合
考评连续 12 年位列全区 91 家农合机构前
列，荣获“全国农村商业银行标杆银行”“全国
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广西支农
再贷款示范行”等多项荣誉称号。

2020 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新年伊
始，临桂农商行便认真总结自 2016 年以来
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有效经验，通过“两强两

抓”，为打好临桂脱贫攻坚战贡献金融力量。
创新服务强基础。为切实改善农村金融

服务体制，让百姓享受“足不出户存取款，
田间地头能转账”的便捷、高效、安全金融服
务，该行大力推行“农金村办”，设有营业网点
25 个，金融便民点 154 个，其中农村金融综
合服务站 34 个，实现便民点临桂行政村全
覆盖；累计布放各类自助服务设备 76 台，
POS 桂盛通 1402 台，便民服务点全年发生
交易 9 . 83 万笔，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地区群
众办理金融业务；设有 15 家小面额货币“精
准投放、定点回笼”综合服务站，切实将金融
服务触角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同时积极投
入人力、物力，对 5 . 76 万农户进行了信用评
级，占农户总数的 52 . 8% ，创建了 6 个信
用乡（镇）、 81 个信用村。

创新产品强金融。为全面掌握客户的金
融需求，该行领导班子扑下身、沉下心，主

动深入山区村委、田间地头开展座谈调
研，详细了解贫困村委、贫困户的金融需
求，根据实际情况，研究推出更完善的金
融服务产品。如：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授
信额度和农户联保贷款授信额度分别由原
来的 5 万元、 10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
15 万元，大力推广“易农宝”，创新推
出“浓情贷”等产品，较好地满足了农村
客户的金融需求。

抓产业精准扶贫。临桂农商行按照
“政策支持-信贷优惠-产业扶贫-信贷人
口脱贫”的利益联动机制，采取“银行+
贫困户”“银行+龙头企业+贫困户”
“银行+专业合作社+贫困户”“银行+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等多种产业发展模
式，将单纯的“输血”模式丰富为“造
血”模式，全力破解贫困群众脱贫的资金
瓶颈。累计发放小额信用扶贫贷款 2398

户， 3844 笔，金额 14514 万元，带动贫困
户脱贫 1392 户，扶贫小额信贷发放量占临
桂区扶贫小额信贷的 100% ，成为临桂区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金融担当。

抓精准雨露滴灌。对照扶贫要求的
“八有一超”，结合义务教育、住房安全
等，积极为贫困户申请雨露计划、危房改
造补助等，充分发挥好助学贷款、创业担
保贷款、易地扶贫搬迁贷款等相关金融产
品的定向支持作用，推动补齐“两不愁三
保障”短板。据统计，临桂农商行累计投
入 12 万余元支持挂点帮扶的五通镇江门、
步厄两个村委和结对的 10 户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捐赠 20 万元支持五通镇脱贫攻
坚；捐赠 30 万元支持五通镇建设天网工
程。据统计，该行近三年共捐赠 263 万元
支持地方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受到当地百
姓的一致好评。

临桂农商行厚植为民情怀 助力脱贫攻坚

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桂林人 “大手牵小手”，市城管部门

普及燃气安全知识

叠彩区开展疫苗质量

安全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欧雯)1 月 14 日 22 点 37
分，叠彩交警大队事故值班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派警任务，
接多人报警称叠彩区南洲大桥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现
场车损严重，有人受伤，中心护栏被撞坏。

据民警介绍，他们在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当时现场
一片狼藉，桥上中心护栏已经被撞散，两辆刚刚对撞的汽
车车头损毁严重。民警按照程序进行现场拍照、勘察、询
问，并对双方驾驶员进行初步的呼气式酒精测试。经初
查，绿色吉普车驾驶员呼气值酒精含量超过 100mg/100 毫
升。交警部门已经委托 924 医院医护人员抽血取样检验，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还未获得检验结果。

据交警部门介绍，事发时绿色吉普车驾驶员饮酒后驾
车从七星区方向沿东二环路行驶，途经南洲大桥。因酒精
作用，驾驶员对方向盘失去控制，同时出现视力模糊等异
常情况，汽车偏离方向，撞坏了铁制的中心护栏并冲到对向
车道，与正常行驶的灰色小轿车相撞，造成两车严重损坏，小
轿车副驾驶乘客肋骨骨折、小轿车驾驶员手臂轻微伤。绿色
吉普车驾驶员表示胸部有痛感，但拒绝去医院检查。

截至记者发稿，事故后续调查和处理还在进一步进行
中。

南洲大桥上

吉普车司机涉嫌酒驾

酿车祸

▲事故现场。 通讯员欧雯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静 实习生赵梦琪 文/摄)粉色、紫色、绿
色、黄色…… 6 张圆桌上是色彩缤纷的饺子，社区居民们在桌边
一边包着饺子一边拉家常，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1 月 14 日上午，
秀峰街道解东社区和百梓社区在解放桥头一家餐厅内开展以“党
群连心，共迎新春”为主题的欢欢喜喜包饺子迎春活动，吸引了
辖区企业职工和社区退休人员等 60 余人参加。

“自己包的饺子好看又好吃。”居民王阿姨说。“辛苦了一
年，我们一起聚聚，也犒劳一下大家。”解东社区主任车志龙告诉
记者，组织这个活动既增进了邻里友谊，也让辖区居民感受到社区
大家庭的温暖。活动结束后，社区的巾帼志愿者将煮好的饺子送到困
难老党员家中，送上节日的问候。

大家一同用彩色饺子拼出“鼠年大吉”的字样，迎接农历鼠
年的到来。

永福：开展文化惠民活动营造浓浓春节氛围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夏冯斌 文
/摄） 1 月 12 日，永福县在龙泉社区开展了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送春联进社区
文化惠民活动。

活动现场， 20 多名来自该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含所、站）、县老年书画研究会、
县老年学会、团县委、县妇联、县图书馆等单
位的文化服务志愿者，通过现场免费书写、赠
送春联、福字和发放宣传册等方式，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春节氛围，品尝传统
文化的味道。据了解，当天上午共向群众送春
联 200 余副、“福”字 300 个。

据了解，该县主办的这一活动，将“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建设“书香永
福”、“让温暖一起回家”共青团新春服务青
年月等活动进行了有机结合。春节前夕，永福
县文明实践中心还将着眼于基层群众的需求，
持续开展系列文明实践活动，使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
递到百姓心间。

罗
明姣在为
村里行动
不便的老
人浇灌蔬
菜。

▲环卫工人是城市美容师，平时工作非常辛苦的。为了让环卫
工人度过一个愉快春节，1 月 15 日下午，余芳臣、苏睿曦、石研
孜、郑锦泽等几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来到南门街道环卫企业
慰问环卫工人。他们给环卫工人送来了大米、食用油和纸巾等慰问
品，并对他们致以节日慰问。图为孩子们向环卫工人赠送慰问品。

记者徐莹波 摄

秀峰街道居民欢欢喜喜包饺子

爱心小朋友慰问环卫工人

▲志愿者送出春联、福字的同时，也把防火、防一氧化
碳中毒的宣传资料送给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