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秦克
利）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牢固树立消费者
至上理念，把维护消费者权益摆到工作的重
要位置，通过五项举措，加强市场监管，优
化消费环境，强化消费维权，让广大消费者
“买得安心”。目前，全市包括象山景区、
万福广场、叠彩万达、东西巷等 34 个街区
（景区、商城、市场）参加“放心消费”示
范街创建，参创经营户达 1850 户。

诚信，是一座城市最美的底色。我市十
分重视消费环境建设，坚持从环境源头抓好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开
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通过规范经营管理制
度、设置消费维权站点、签订承诺书、颁发
放心消费单位牌匾、开展宣传教育和考核评
价等，引导经营者诚信经营、守法经营，营
造放心消费良好环境，促进经营者、消费

者、市场管理方共赢。
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对消费者投诉举

报集中的问题，开展食品安全、合同格式
条款、广告、网络交易、价格违法行为等
专项整治。组织开展生猪市场、旅游市
场、成品油、计量等领域的专项执法，严
厉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进一
步净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社会信用约束
和联合惩戒机制，落实企业黑名单、经营
异常名录、警示等管理制度，实现“一处
违法、处处受限”。

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去年 8 月，根
据总局的要求，我市将涉及市场监管的维
权热线统一整合为 12315 热线，让消费
者维权渠道更为顺畅、便捷。推进 12315
维权站进商场、进超市、进市场、进企
业、进学校“五进”工作。强化经营者主

体责任，推动落实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
赔偿先付制度，力求把消费纠纷“化解在
现场，解决在源头”。

加大消费维权力度，避免“投诉无
门”。坚持职责内有诉必接、有案必查、
及时处理、限期答复。去年，市 12315
平台共处理诉求 32907 件，处理率为
10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87 . 87
万元。疫情暴发后， 1 月 22 日至 2 月 29
日，市 12315 平台共受理咨询、投诉、
举报 5050 件，其中咨询 4226 件、投诉
496 件、举报 328 件，已经办结案件
4986 件，办结率 98 . 87% 。其中，与疫
情相关的咨询、投诉、举报 2494 件，占
受理量的 49 .39% ，办结率为 97 .07% 。
市监管部门专门派出执法工作组协助县区
处置投诉举报、查办案件，共查处全州某

公司虚假宣传销售口罩等影响较大的案件
68 起，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予
以了严厉打击。

围绕社会服务热点，加强对重点领域
的监督。及时编写、发布消费警示和消费
提示，揭露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和行
为，引导消费者避开消费陷阱，为消费者
当好消费“哨兵”。针对消费者咨询投诉
的热点，结合“ 3·15 ”、“双 11 ”等
时节，采取消费教育讲堂进社区、进企
业、进学校等多种手段，大力宣传《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电子商
务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消费维权、识假
辨假知识，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引导
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参与共建共治，营
造与山水齐美的放心、安心消费环境。

市市场监管局：

五大举措让消费者“买个安心”

本报讯 日前，临桂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家来到市公安局
临桂分局，为 110 巡警大队和户政管理大
队的抗疫一线民警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据悉，我市打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后，临桂分局的民警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一
线，有的民警长时间坚守岗位，连续多天没
回过家。长时间繁重的工作，持续紧张焦虑
的情绪会影响到民警的身心健康。专家在初
步了解民警们的情况后，指导他们填写试卷
进行心理健康自评，并介绍了多种快捷的心
理减压方式，帮助他们进行自我减压，以最
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莫丽华)

临桂疾控中心

为抗疫人员提供

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冯振中）近日，桂林医

学院附属医院依托 5G 技术与医联体单位恭城瑶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开通了 5G 远程门诊。据悉，随着 5G 远程门诊的开通，将大
大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并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患
者少奔波”的目标，更好地为县乡村地区的患者服务。

我市农村地区有不少患有疑难疾病或慢性病的患者想到市区
大医院诊治，但由于路途奔波、排队长挂号难等原因，使得他们
难以出县看病，看“专家号”的机会更少。桂医附院负责 5G 网
络技术的一位技术人员介绍，相比 3G 、 4G 技术，使用 5G 技
术避免了传统远程门诊中图像、音频传输卡顿的问题，整个在线
门诊的显示画面高清、高质，就犹如患者亲临医院门诊现场一
般。今后，该院将依托“互联网+医疗健康”战略，推进智慧医
院建设，积极完善硬件和软件建设，继续提升远程医疗服务深度
和广度，不断探索远程医疗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结合的可能性，通过 5G 远程门诊、远程会诊、远程带教、远程
监护等多种形式，将医院的先进诊疗服务辐射到更多医联体单
位，造福更多的基层群众。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连
日来，高新七星区围绕企业和项目复工复产
“应复尽复、应产尽产”的原则，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截至目前，辖区
74 家规模以工业企业现已全部复工复产，
复工人数超过企业总人数的 85% ，当前产
能占满产能比重超过 70% 。

3 月 4 日，位于英才科技园的桂林国际
线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里一派繁忙的景象。
工人们戴着口罩错位坐在生产线旁，操作机
器开展生产。桂林国际线缆是广西规模最大
的电线电缆生产、销售企业。自 2 月 10 日
复工以来，一线人员复工率约 91% ，产能

恢复约 70% 。目前正开足马力加快生产
完成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不仅没有影响企
业的发展，反而在疫情期间实现了逆势上
扬。 2 月份该企业销售额达到 3500 万澳
元，创造了走出国门 28 年来单月在澳最
高销售记录。当月出口集装箱 242 个，
价值 12671 万人民币，折合 1840 万美
元，创造了单月出口的历史最好水平。预
计 3 月份出口将达到 2000 万美元并将持
续到 5 月份。

而在信息产业园的思奇通信设备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该公司大部分员工
已经复工，工人们正加紧进行电子零件

的加工生产和仪器组装。思奇通信一直
以来致力于微波通信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工程安装和技术服务，业务
覆盖到了多个国家。目前，企业正在积
极主动寻求产业转型升级。其中“智能
棉花打顶设备”项目可广泛适用于各类
地区及各类芽、苗、花植物的植保需
求，具备发展潜力，有望成为该企业今
年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高新七星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复工
以来，辖区全力以赴积极作为，主动对接
桂林市工信、建设规划等相关部门，协调
解决企业提出的建设厂房及生产线、新设
备的应用及产业化面临的相关问题。辖区

企业服务组主动下企服务，全力保障企业
开足马力、扩大产能，努力把疫情对经济
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对规上工业企业实
行“一对一”包干帮扶，对帮扶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实行全覆盖。通过辖区部门联
动，加大力度兑现优惠政策，送给企业实
实在在的“福利”。

针对还没有没有复工的企业，高新
七星区将继续派出企业帮扶责任人和帮
扶小组，深入企业了解原因，破解企业
困难瓶颈，协调解决企业原材料采购、
产品运输等问题。同时筹措防疫物资，
协助争取惠企政策，推动企业尽快复工
复产。

高新七星区 74 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复产

日前，在龙胜各族
自治县江底乡，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党员志愿者为
贫困户烘烤竹笋。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结合当地实际，整合
全县志愿服务资源开展点
菜式志愿服务活动，以贫
困群众需求为根本出发
点，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发挥枢纽作
用，根据群众需求提供相
应的志愿服务活动，为贫
困群众解难题，助力脱贫
攻坚。

通讯员韦吉阳
吴生斌 摄

桂医附院开通 5G 远程门诊

龙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点菜式志愿服务助力扶贫帮困

综合新闻 2020 年 3 月 19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肖才冬 版式 姚昆 责任校对 蒙祥吉 5

■榕城短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要求，现将我局拟批桂林桂宇置业
有限公司委托桂林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南溪新城二期修建性详细
规划》方案予以公示(详见公示网站)。

该项目东面紧临桂林陆军学院，西面紧临桂林市第十六中学。二期规划
净用地面积 1910 . 56 平方米，二期计容建筑面积 1296 . 17 平方米，规划为幼
儿园。具体内容详见公示图纸。

申请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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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中路 69 号创业大厦西辅楼桂林市政务
中心三楼 C 区 61 号窗口(联系电话： 5812513)，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依法享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公示期限：自公示刊登日起，至顺延满 7 个工作日止。
公示网址： zrzyj.guilin.gov.cn
咨询电话： 0773-2850440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3 月 18 日

公 示 寻找弃婴生父母公告
2019 年 2 月

19 日在恭城莲花
镇东寨村周家湾转
涝水屯的路边捡拾
女性弃婴一名（姓
名李梓圆），出生
日期： 2019 年 2
月 18 日，身体健
康，随身携带物品
有衣物。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联
系，联系电话：0773-8220609，联系地
址：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滨江苑九区。
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
法安置。

恭城瑶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0 年 3 月 17 日

因建设需要，宝路村委路西村

金河路旁牛坪岭已被征用，该地块

上的坟墓，请相关户主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到定江镇人民政府征

地组领取迁移补偿 (联系电话：

0773-7956257)，并于 4 月 2 日前

自行迁移，逾期不迁移的将视为无

主坟处理。

灵川县定江镇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18 日

迁坟公告遗失声明

▲桂林市星辰测绘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为 ：

G1045030500458300C ，声明作废。

▲桂林润宁停车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印章壹枚，印章名称：陈珍宁印，印

章编号为： 4503011008006 ，声明作

废。

▲桂林互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为 ：

J6170005689801 ，声明作废。

▲桂林互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

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为 ：

G1045030500568980Y ，声明作废。

▲桂林市公安局临桂分局遗失车牌号为桂

CBN368 车辆的定编证，声明作废。

▲桂林市公安局临桂分局遗失车牌号为桂

C9276 警车辆的定编证，声明作废。

▲韦徐颖遗失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住院收

费票据一张，票据编号为： 00427489 ，

金额：人民币 7968 .60 元，声明作废。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遗失中国共产

党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公章

一枚，公章编号： 4503002019830 ，声

明作废。

▲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遗失中国共产

党桂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机关委员

会 公 章 一 枚 ， 公 章 编 号 ：

4503002031581 ，声明作废。

▲崔岩遗失崔昊翔(排行号为 8 排 2 行 38

号)的骨灰寄存管理卡，声明作废。

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

临桂区强化规范推行

社区“大党委”机制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盛友） 3 月 17 日，在临桂区

七里坪社区“大党委”第一季度联席会议上，社区支部书记提出
了今年党建服务工作的思路，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代表、党
员、居民、企业代表轮流发言，对今年社区“大党委”工作提出
各自的意见与建议。据了解，为了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提
升城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临桂区加大了规范推行社区“大党
委”工作机制的力度，推动社区党组织与驻区单位党组织深度融
合、共驻共建，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为了发挥好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临桂区通过组织联建、条块联动、党员联管、资源联用、
活动联办、服务联做的形式，积极调动驻区单位党组织、全体党
员、居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构建了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驻共建的社区“大党委”城市党建工作新机制。据了解，社
区“大党委”紧紧围绕落实上级党委重要部署，共同讨论决定辖区
内党建工作、社会管理、社区建设等涉及居民群众和驻区单位共同
利益的重要议题。各驻区单位党组织肩负起责任，积极支持、配合、
参与社区党组织的工作。通过职责的明确，树立起各方的责任意
识，共同协作，扎扎实实做好党建工作，为人民服务。

为了让社区“大党委”机制真正见实效，临桂区制定了社区
“大党委”议事制度，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辖
区区域化党建工作的重大事项，形成推动社区各项事务的工作合
力，让大家共同参与社区建设。

医务工作者免门票游阳朔；减免旅游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房租；减免中小旅游企业税费……

阳朔县出台六条措施促旅游业复苏
本报讯（记者廖绍芷 通讯员谢次

娣）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结合当地实际， 3 月 18 日，阳朔县发
布了《阳朔县促进旅游业全面复苏六条措
施》，进一步促进阳朔旅游业的全面复
苏。

当日发布的六条措施有：实行医务工
作者免门票游阳朔；减免全县旅游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房租；减免中小旅游企业税
费；实施旅游企业复工复产补助；鼓励
旅行社组团做大做强做优；实施遇龙河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一些优惠政策等。

近年来，阳朔县大力实施“旅游+”
发展战略，通过“旅游+项目”、“旅游
+商业”、“旅游+城镇化”、“旅游+文
化”和“旅游+体育”，打造了五大产业

集群，建设旅游功能区，吸引广大中外
游客。 2019 年游客量 2018 . 8 万人次，
旅游总消费 289 亿元。以旅游为主的服
务业对阳朔县财政的贡献率达 62% 以
上，旅游对就业的贡献率达到 47 . 6% ，
成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引擎。当地
群众在旅游发展中的幸福感、获得感与
日俱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给阳朔县
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旅游业也暂
时停摆。目前，阳朔县统筹发展、凝聚
力量，通过六条措施的发布，促进全县
文化旅游行业的恢复发展，以持续擦亮
阳朔文化旅游的品牌，切实提升阳朔文
化的影响力，为阳朔文旅产业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苏桂）近日，在平乐县平乐镇江
右村委矮寨村原福兴中学旧址房屋拆除清理现场，挖机和运输车
正在清理建筑垃圾。记者获悉，这是平乐县开工建设的犁头山村
地质灾害整体易地搬迁项目规划新村。

“每次下大雨，我都担心山体滑坡房子倒塌。政府干部担心
我们的安全，几次连夜进村把全体村民接到县城宾馆住。现在政
府帮我们全村搬迁建新房，我们安心了！”犁头山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付日德说。

据介绍，平乐镇江右村委犁头山村距县城 7 公里，属丘陵
地带，现有村民 84 户 321 人。早在 2005 年，该村部分民宅曾
出现过因山体大规模滑坡所致的地基下沉和房屋倾斜等现象。
2006 年，平乐县统筹规划，动员该村 30 户村民自愿实施易地
搬迁，尚有 54 户村民因经济拮据或当时民宅未曾出现险情、不
方便农业耕种等方面原因放弃搬迁。近年来，犁头山村民宅后方
山体滑坡现象越来越明显，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2019 年 6 ～ 7 月汛期，桂林市三次启动洪涝灾害Ⅲ级响应，
该县平乐镇机关党员干部三次冒雨到犁头山村做村民的撤离工
作，将村民安置到平乐县城宾馆居住，直到全市Ⅲ级响应解除。

今年以来，平乐多次组织召开搬迁协调会，动员村民易地搬
迁，经过耐心劝导和沟通，剩余的 54 户村民最终签订搬迁协
议。“在这批搬迁的村民中，有 8 户 18 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能够顺利搬迁，也是我们村完成脱贫攻坚的一件大事。”平乐镇
江右村委主任付小强说。

据了解，犁头山村地质灾害民宅整体易地搬迁建设项目投资
约 1300 万元，规划占地建设 28 亩，采取搬迁户自筹 6 万元，
向上级争取部分项目资金的方式，统一规划建设一层砖混房屋，
完成新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移交搬迁户使用，预
计今年 12 月底可完成新村建设。

平乐犁头山村地质灾害

整体易地搬迁项目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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