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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3 月 25 日，记者
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即将到来的
“壮族三月三”，是我市旅游业在疫情影响
下逐步复苏的契机。我市旅游部门将推出多
项举措，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助力旅游业复
苏。

目前，我市旅游部门正在紧锣密鼓
筹划组织“桂林人游桂林”活动。活动
由市文广旅局和腾讯“ i 游桂林”平台牵
头，桂林天元国旅联合桂林多家旅行

社，以相对优惠的价格推出几条我市经
典旅游线路，在桂林市官方旅游平台“ i
游桂林”渠道进行运作，对外推广。这
次活动着眼于市场复苏和防疫工作两手
抓，相关单位为保障每位游客的身体健
康，将全程做好用车消毒、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等工作。

同时，我市旅游部门还通过线上直播
宣传推广桂林的文化旅游资源。目前市文
广旅局正积极配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开

展“三姐带你游广西”直播活动，协调在
两江四湖景区、阳朔县直播的准备工作。
两江四湖景区直播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时间暂定于 3 月 28 日，在新浪网上推介
我市的美景（两江四湖）、美食（桂林米
粉）、文化（桂林山水画）等内容。阳朔
的直播工作正在筹备中。

依托阿里巴巴平台，我市将做好旅游
节庆促销活动。 3 月 26 日至 5 月 26 日，
自治区将举办“壮美广西·三月三暖心生

活节”系列活动。市文广旅局将以此为
契机，依托阿里巴巴旗下飞猪平台，开
展畅游桂林等系列促销活动。我市的旅
行社、 A 级景区等旅游企业将上线促
销，开展“白衣战士”免费游活动，市
内所有 A 级景区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及其
父母、配偶、子女免门票；推出广西人
游桂林活动，通过酒店、景区门票折扣
优惠等举措，刺激区内游客出行我市旅
游。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春风上巳天，“三月三”翩然而至。今
年受疫情影响，“三月三”活动略显冷清。
3 月 25 日，记者从高新七星区了解到，
“三月三”期间，该区精心策划两个活动，
让天南地北的朋友们通过一根网线，也能参
与到八桂大地的节日中来。

高新七星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三月三”前夕，高新七星区向所有人发出

了优秀视频“征集令”。凡是有抖音号的各
单位各部门，或者个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拍
一拍身边的优美风景、节日佳肴或者是疫情
期间个人的工作生活状态等等。拍摄完毕后
上传视频，@大美七星，就有机会登上辖区
官方抖音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官方盖章认
证”让更多网友为你创作的视频“打
CALL ”。

如果有喜欢宅在家写写画画的市民朋

友，不妨来参与高新七星区首届“七星出
色”城市形象设计大赛，可以用画笔和奇思
妙想，为漓东设计城市形象、 Logo 等。其
中，城市形象设计的应用系统包括宣传材
料、建筑环境、户外广告、产品包装、广告媒
体、旗帜、招牌、标识牌、陈列展示、网站、新媒
体等等。也可以设计卡通形象或吉祥物。有意
向的市民朋友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和报名表扫
描发送到七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邮箱

“ wt5846737@sina.com ”。参赛作品
不收取任何费用。活动从即日起开展，到
4 月 29 日截稿。 5 月上旬将在高新区七
星区政府门户网站和七星区文化体育和旅
游局官方公众号公布获奖名单。将评选出
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数名以及一名七
星区城市形象宣传推广大使。所有获奖者
都将获得证书一张，获奖作品将被广泛应
用于高新七星区城市形象宣传推广。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记者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了解到，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到 3
月 23 日，我市通过采购、接受社会捐赠、上
级调拨等方式，共筹集口罩 4996465 个。此
外还有防护服、消毒液等各类防疫物资，有效
保障了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筹集的口罩包括： N95 医用防护口罩
3885 个，医用外科口罩 816400 个，普通护

理口罩 4176180 个。同时，还筹集到自吸
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 1000 个，防护服
（隔离衣)） 25032 套，护目镜 4020 副，
橡胶手套 30850 副，工作帽 1000 个，测
温仪 1021 个，测温门 12 台，次氯酸钠消
毒液 1 吨， 84 消毒液 223620 瓶， 75％ 酒
精 77738 瓶，免洗手消毒凝胶 1069 瓶，冻
干罗汉果 30 盒（ 30 个/盒），玉屏风胶囊

5 件，桂花糕 38 箱，医用消毒巾 72 包，洗
手液 1416 瓶（ 24 瓶/箱）。筹集的物资主
要向我市各医疗机构、一线防控工作人员、
防控单位和市民群众等免费发放。

截至 3 月 25 日，我市各级财政共补助
疫情防控资金 12101 . 17 万元。其中，中央
财政资金 3 5 7 4 . 2 万元、自治区财政
1283 . 175 万元、市本级 1263 . 515 万元

（含补助城区 27 . 515 万元）、县（市、
区） 5980 . 28 万元。专项用于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防护、诊断和
治疗专用设备以及快速诊断试剂采购，参
加防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临时
性工作补助，确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
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补助。

据广西日报讯 为统筹推进我区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精神，
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组织编制了《广西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3
月 23 日，自治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印发通知，要求全区各地，区直、中直各单
位，各人民团体，各高等学校参照执行。

通知指出，科学戴口罩对于新冠肺炎、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具有预防作用，既保护自
己，又有益于公众健康。为引导公众科学戴口
罩，结合我区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提出以下指
引。

一、普通公众

（一）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
好。

防护建议：不戴口罩。
（二）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公、购

物、餐厅、会议室、车间等，或乘坐厢式电
梯、公共交通工具等。

防护建议：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
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戴口罩。

（三）对于咳嗽或打喷嚏等感冒症状
者；对于与居家隔离、出院康复人员共同生
活的人员。

防护建议：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
医用外科口罩。

二、特定场所人员

（一）处于人员密集的医院、汽车站、
火车站、地铁站、机场、超市、餐馆、公共
交通工具以及社区和单位进出口等场所。

防护建议：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二）在监狱、养老院、福利院、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学校的教室、工地宿舍
等人员密集场所。

防护建议：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人员聚集
或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
戴口罩。

三、重点人员

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

状感染者，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
（从入境开始到隔离结束）。

防护建议：戴医用外科口罩或无呼气阀
符合 KN95/N95 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

四、职业暴露人员

（一）普通门诊、病房等医务人员，医
疗机构急诊医务人员，从事疫情防控相关的
行政管理人员、警察、保安、保洁员等。

防护建议：戴医用外科口罩。
（二）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患者的病房、 ICU 工作的人员；指定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流行病学调查、
实验室检测、环境消毒人员，转运确诊和疑
似病例人员。

防护建议：戴医用防护口罩。
（三）从事呼吸道标本采集的操作人

员，进行新冠肺炎患者气管切开、气管插
管、气管镜检查、吸痰、心肺复苏操作或肺
移植手术、病理解剖的工作人员。

防护建议：头罩式（或全面型）动力送
风过滤式呼吸防护器，或半面型动力送风过
滤式呼吸防护器加戴护目镜或全面屏；两种

呼吸防护器均需选用 P100 防颗粒物过滤元
件，过滤元件不可重复使用，防护器具消毒
后使用。

五、使用注意事项

（一）呼吸防护用品包括口罩和面具，
佩戴前、脱除后应洗手。

（二）佩戴口罩时注意正反和上下，口
罩应遮盖口鼻，调整鼻夹至贴合面部。

（三）佩戴过程中避免用手触摸口罩内
外侧，应通过摘取两端线绳脱去口罩。

（四）佩戴多个口罩不能有效增加防护
效果，反而增加呼吸阻力，并可能破坏密合
性。

（五）各种对口罩的清洗、消毒等措施
均无证据证明其有效性。

（六）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
口罩均为限次使用，可悬挂在洁净、干燥通
风处，或将其单独放置在清洁、透气的纸袋
中，累计使用不超过 8 小时。

（七）职业暴露人员使用口罩不超过 4
小时，不可重复使用。

广西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疫情防控以来我市筹集口罩近 500 万个

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 暖心暖市暖生活

“三月三”高新七星区精心策划“云过节”

“三月三”我市多举措助力旅游业复苏

▲ 3 月 20 日，“三月三”前夕，东江街道汇通社区组织剪纸爱好者马宁骞为志
愿者上了一节剪纸课。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通过薄薄的剪纸寄托美好的期盼。“‘三
月三’即将来临，虽不能像医务人员在一线战斗，通过民间剪纸艺术表达美好祝愿，
用特殊的方式助力疫情防控。”志愿者小莉说。

记者陈静 通讯员石晓莉 摄

▲“三月三”到来前，穿山村举办了一场“疫情无情，人间有‘艾’”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穿山街道负责人、乡村振兴工作队员、穿山村支部书记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们
带着穿山村村民亲手制作的 220 个艾叶粑和 168 个灰水粽，送到各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
作人员手中。村民们以这样的方式致敬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并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骆艳玲 摄

疫情无情 人间有“艾”剪纸传情 共抗疫情

精准施策全力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

为打好稳增长保卫战

提供有力支撑
（上接第一版）——— 大招商准招商。坚持“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按照“产业树全景图”开展精
准招商，突出抓好“央企入桂”“民企入桂”“湾企入
桂”，争取引进更多投资规模大、发展潜力好、技术含
量高的重大项目，以大招商推动大发展。

——— 优环境精服务。持续开展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
境大行动，提高审批效率，夯实园区平台，优化信用环
境，进一步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鹿心社强调，项目建设是一项实打实、硬碰硬的工
作，是对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能力、素
质、水平、作风的实践检验。要强化全区“一盘棋”意
识，强化领导、健全机制，目标管理、强化考核，加大
宣传、营造氛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的工作全面抓细抓实抓到位，为加快建设壮美
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不断集聚新动能。

陈武在主持会议时强调，重大项目投资是实现稳增
长的“定盘星”，要把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作为“当头
炮”，“干”字当头、“抢”字为要，通过一个个项目
投产达效，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缺口补起来，不
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前稳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为长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后劲。要聚焦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全力以赴推进“双
百双新”产业、文旅大健康产业、以“五网”建设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全力以赴推进一
批重点项目开竣工。要用创新的办法，全力以赴破解重
大项目筹融资难题，大力推动政银企合作，充分发挥好
专项资金作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深化与政
策性银行合作，广开门路筹融资。要以改革的举措，全
力以赴抓好重大项目建设的服务保障，千方百计抓好土
地供给保障、环评审批服务，保障项目建设能耗需求，
切实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各个“堵点”，决不能在服
务保障环节拖后腿。

会上，自治区发改委通报了全区重大项目建设情况，
14 个市通过视频方式汇报了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市领导彭代元、赵志军、王建毅、彭东光、赵仲
华、董冶、古国章、钟洪、兰燕、谢灵忠、雷声在桂林
分会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陈娟）3 月 24 日下午，全市学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演练观摩会在桂林中学临桂校区举行，充
分做好开学准备和开学后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正常开
学和开学后的良好教育教学秩序。

当日的演练活动模拟开学第一天重点环节的运行和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整个演练包含学生在 4 个不同场景

（校门口、教室、食堂、宿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下午 2 点半，演练正式开始。学生开始排队等候进

校，间隔 1 米以上距离，依次进行体温测量，体温低于
37 . 3℃ 方可进入学校，家长禁止入校。学生入校过程
中，门卫还对学生行李箱进行消毒。

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环节，一名学生体温测量异常
被门卫拦下。校医使用水银体温计复测，并给这位同学换
上医用外科口罩。校医详细询问学生身体症状及有关接触
史，同时做好学生的心理安抚。然后通知班主任，并按照
疫情报告流程向学校分管领导报告。班主任通知学生家长
将学生接走送医。

学生在教室如何上课？教室窗户打开，保持室内通
风。上课时，老师需戴口罩，学生间距大于 1 米时可以不
戴口罩。课间尽量开窗通风，也可采用机械排风。如使用
空调，应当保证空调系统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
入，所有排风直接排到室外。

在食堂就餐环节演练中，记者看到，学生错峰分时用
餐，使用学校统一消毒的餐具。学生排队取餐时需佩戴口
罩，前后左右均需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同方向就
餐。就餐过程中不互相交谈。

在学生宿舍就寝环节，学生进出宿舍区必须实名验证
（查验校牌）、测量体温。脱口罩时，学生抓住系带脱掉
口罩并洗手。睡觉时，保持脚对脚或者所有人保持同向。

演练结束后，市教育和疾控部门进行了分析总结，将
针对应急演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改进，找不足、
补短板，进一步修改、完善应急预案、方案，为全市各级
各类学校复学做好准备。

来自各县（市、区）教育局、卫健局分管负责人、疾
控中心负责人及各级各类学校分管领导和校医现场观摩演
练活动。

我市举行学校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观摩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灿）记者获悉，近日，
桂林海关为桂林艺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自美进口的高功
率窄线宽连续激光器办理退税手续，退税金额 1 . 46 万
元。这是我国发布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
单相关退税政策后，我市办理的首笔相关业务。

据桂林海关介绍，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
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通知，经国
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2 月 21 日公布第二批
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其中对清单一所列商
品，自 2020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2 月 27 日不再加征
我为反制美 301 措施所加征的关税，对已加征的关税税
款予以退还。

公告下发后，桂林海关加大对桂林辖区企业的宣传力
度，并对照清单逐票开展筛选，通知符合条件的企业前来办
理退税手续。3月 20日，桂林首家企业获得了已加征关税退
还，为企业节约了资金，增强了广大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

桂林企业获国家

第二批对美加征关税

商品排除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