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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城区各类对象已开工
97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工 4 户，其他三类
重点对象开工 93 户)，已竣工 55 户(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户竣工 1 户，其他三类重点对象竣工 54
户)。

临桂区全面落实国家教育资助政策，认真实
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惠民政策，做到
“应助尽助”，确保适龄儿童不因贫失学、辍
学。 2019 年度各项资助资金共 1109 . 4 万元，
资助 16949 人次；其中建档立卡 6292 人次，金
额 438 .8 万元。

线上线下齐发力

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临桂区一些村的贫困
户农产品运输不畅、销路受堵，面临滞销。为防
范因疫情可能导致的返贫，临桂区线上线下齐发
力，千方百计为贫困户解决农产品滞销难题。

针对农产品滞销情况，临桂区迅速组织一批
由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及基层党员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采取微信线上订购、线下“无接触”
配送的方式，助贫解困，实现了买卖零接触，防
控疫情有保障。同时，主动联系电商，开设贫困
户农产品电商平台，帮助贫困户在网上销售农产
品。线下，临桂区广泛联系水果经销商，促进贫
困户种植的沙糖桔、沃柑等晚熟水果销售。

“现有贫困户自己喂谷子养的土鸡土鸭，今
天试吃了相当好吃，如果有需要的请接龙。”在
四塘镇工会群等微信群，最近每天都会出现这样
一条微信接龙，产品种类繁多，有土鸡、土鸭、
鸽子、沙糖桔、马蹄等。不少干部为了将滞销的
农产品让更多人知道，纷纷化作“推广官”，在
朋友圈里分享产品信息、照片及试吃体验等，带
动更多人一起参与到这场“爱心接龙”里来。仅
几天时间，共计购买贫困户家的肉鸽 150 羽、
土鸡土鸭 65 羽、鸡蛋鸭蛋 200 个、马蹄 450
斤、沙糖桔 100 斤等，共计收入约 11400 元。

六塘镇脱贫工作队建立“贫困户蔬菜售卖
群”，并组织年轻党员志愿者加入临桂区“扶贫
助农蔬菜团购群”，与临桂区各小区、物业合
作，统计好贫困户需要售卖的农产品并及时在群
内发布售卖信息，临桂区各小区的居民们通过线
上下单的方式预定，下午每个订单所对应的菜品
打包后会统一送到相应的小区门口配送点，保障
了疫情防控期间村民合作社和贫困户的农产品畅
销。脱贫工作队员还联系到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
的万禾公司帮助道莲、六塘等 6 个村委 24 户贫
困户，解决蔬菜、沙糖桔滞销难题，预计售出芹
菜 39000 斤、莴笋 20000 斤、小白菜 1400
斤、大白菜 1000 斤，总销售额 6 万余元。

经统计，疫情期间临桂区共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方式销售沙糖桔、沃柑 10 . 42 万斤，鸡、鸭
等家禽 2332 羽，蔬菜 17 . 52 万斤，总销售额达
84 .17 万元。

抢抓春耕黄金期

激发产业扶贫动能

春雨绵绵，正是春耕春种的黄金时节。临桂
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积极
组织开展产业扶贫，做好春耕春种服务，激发产
业扶贫新动能。

近期以来，临桂区组织各乡镇驻村工作队、
产业指导员通过电话、微信等信息化方式，了解
贫困户生产需求，指导选好产业，提供生产物资
集中代购、分散配送、技术咨询等服务，抓好春
耕备耕。

南边山镇抢抓农时恢复生产工作，由农业部
门科学指导种子销售门店加紧采购种子、果苗等
物资，确保农业生产物资供应充足，产业发展指
导员开展线上技术咨询服务，指导贫困户做好春
耕备耕和春管工作。

茶洞镇成立党员义工服务队蹲守卡点，提醒
出村劳作人员积极配合人员出入登记，引导农民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分散春耕。帮助打通运

输梗阻，确保农资运输畅通，切实保障种子、肥
料、农药、饲料等农用物资供给，有序推进农业
生产。同时，该镇还协调茶洞农村信用社专设备
春耕服务窗口，建立“绿色通道”，重点简化贷
款手续，持续加大符合条件的农户特别是贫困户
信贷支持力度，努力满足广大农户备春耕生产资

金需求。
临桂区还积极宣传产业发展鼓励政策，支持

贫困户发展产业，加大农资供应力度，同时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项目生产、销售等环节
的支持。制定《 2020 年临桂区以奖代补特色产
业扶贫实施方案》，及时根据自治区相关文件精
神，将产业奖补进行调整的补充通知下发到各乡
镇，并做好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贫困户产业发
展积极性。

多方形成合力

推动就业扶贫

“之前还在担心怎么去深圳打工，买票也难
抢到合适的票，也不知道怎么开证明。后来有村

委干部找到我们说，政府已安排车送你们去打
工了。想到可以去上班挣钱，今年的生计也不
用发愁，心里也安稳多了。”四塘镇贫困户王
开卿说道。

原来，四塘镇主动提前掌握广东用人单
位、企业复工时间和该地的防控要求，采取统
一由政府出资租专车点对点输送方式，确保贫
困户外出务工人员顺利返岗。根据前期统计，
该镇及时与桂林汽车客运总站联系，租了 3
辆专车分别前往广东广州、深圳、佛山等 3
条线路，确保将 70 余名务工人员安全送达。

目前仍处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但也是各
地企业复工复产关键时期，助力企业有序复工
复产刻不容缓。怎样确保广大贫困群众的就
业、增收不受影响，做到“战疫”和“战贫”
同推进同落实，就成了当地党委、政府的责
任。

临桂区及时制定下发《临桂区支持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平稳推进就业扶贫工作方案》，
积极与复工企业对接，了解用工需求，城区规
模企业共计 66 家，目前已复工 44 家；将往
年的春风行动现场招聘会调整为线上招聘模
式，本次招聘已征集 4737 个工作岗位，并采
取线上招聘模式为贫困劳动力开展就业服务。

各乡镇也根据实际情况，纷纷出台了就业
扶贫积极举措，收到良好成效。 2 月下旬，
茶洞镇就业扶贫车间安特木制品厂正式复工，
复工第一天就有 15 名员工上班，其中有贫困
户 3 人。临桂区还专门成立了督查组，对各
企业复工后防疫情况不定期开展督查，确保各
企业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结合疫情防控需要，临桂区加大村级临时
性扶贫岗位开发力度，新增开发保洁环卫、防
疫消杀、测温员等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城区
总计开发 2000 个岗位，岗位补贴标准为
1000 元/月/人，所需资金从区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中列支，由各乡镇根据各自然村实际需要
统筹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五通镇新增开发保
洁环卫、防疫消杀、测温员、社区巡查、卡点
值守等村级临时性扶贫岗位约 220 个，安置
贫困劳动力就业，确保有就近务工意向的贫困
户能安心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现在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同样也是
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扎实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没有降低脱贫攻坚的工作力度。下
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紧
迫感，进一步提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精准度，
进一步巩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保障力，全力做
到‘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临桂区
负责人说。

(图片均由临桂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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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4 日，饮水工程施工人员在两江镇保全村委上龙村铺设自来水管。

▲临桂区组织医
学专家到会仙镇敬老
院开展健康扶贫活
动。

六塘镇开展电
商扶贫活动助力贫困
户农产品销售。图为
16 个村（居）委支
书登台为贫困户农产
品“代言”。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廖守德）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秀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秀峰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秀峰区就
业服务中心为了稳就业，为企业减负，做好复
工复产工作，主动作为，采取了多项措施。 3
月 20 日，记者从秀峰区人社局了解到，通过
“桂林市 2020 年线上春风行动”招聘活动，
秀峰区求职录入完成百分比及上线登记企业等
各项指标任务完成情况均排名全市第一。

近期以来，秀峰区人社部门重点开展企业
员工返岗“点对点”精准服务，创新招聘方
式，推广优化线上就业服务，组织实施“线上
春风行动”，帮助企业进行人才招聘，稳定和
新增就业岗位，简化手续，全程网上办理。截
至目前，全区四上企业复工率 99% ，到岗率
68% ，其中重大项目、重点行业复工率达到
100% 。

“你们用工有什么困难？适合本企业的各
种优惠政策了解了吗？”日前，秀峰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秀峰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
心、秀峰区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先后走访了桂

林力港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市顺昌
食品有限公司、桂林漓江大瀑布饭店有限责
任公司、桂林微笑堂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桂
林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桂林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等，实
地查看企业复工复产情况，通过与企业面对
面座谈，点对点服务，开展自治区关于阶段
性援企稳岗及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等政策解
读，指导企业正确理解和用好政策。同时，
将秀峰区支持辖区企业复工复产六条硬核措
施积极向企业进行宣传，深入了解企业在员
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需求，倾听企业现阶
段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针对问题提
供精准服务，缓解企业困难，推动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秀峰区人社局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
将继续将政策和服务送到企业，将需求和建
议融入工作，积极落实各项援企稳岗政策，
充分挖掘本地劳动力潜能，为企业提供了强
有力的用工保障服务，助力企业安全有序复
工复产。

秀峰区人社部门

为辖区企业复工复产“送春风”

本报讯（通讯员邓桂荣 梁春）“红军长
征突破湘江纪念馆 VR 全景虚拟网上展馆上
线，参观者可以通过电脑和手机登录网址，

‘走进’纪念馆参观。”3 月 21 日，兴安红军长
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主任唐海燕一边用
手机演示，一边介绍，“这是有关湘江战役的
首个 VR 全景虚拟网上展馆。”

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所
有 A 级以上旅游景区按要求停止营业。如
何保障疫情期间“闭馆不闭展，精彩不打
烊”？兴安探索智慧发展方向，围绕纪念馆
陈列主题“血战湘江 不朽丰碑”开发虚拟
展览，把红色文化与科技相融合，通过
3D 、计算机图形、多媒体等技术，配合文
字、声音、图片、背景音乐的方式，将展厅
搬到互联网大平台，全景中嵌入精品文物三

维数据、语音、导览员讲解视频、高清图
片、文字简介等数据，还原观众一个真
实、多视角展览。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漫
游展厅，聆听讲解，观看展品，网上展馆
和线下实体展馆保持了展陈内容的统一。

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 VR 全
景虚拟网上展馆于 3 月 17 日正式上线
后，许多观众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了这
个“移动的纪念馆”。在这个网上展馆，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场景聆听解说、查看文
字资料；可选择播放馆内影视资料，身临

其境参观战斗场景……丰富的内容展示，
赢得了市民的喜爱和好评。

“ VR 全景虚拟网上展馆上线，我可
以在家陪孩子参观纪念馆，了解更多的红
色历史和故事，非常方便。”“不用去实
地也能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真好！”许多
观众在网上留言。

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是“全
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兴安县红
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核心展
区。该馆在去年改造提升过程中，精选

200 多件文物、实物，采用高质量的雕
塑、油画作品和场景辅助展览，给观众带
来了震撼的视觉与心灵冲击。同时，通过
运用高科技增强体验感、互动性，丰富观
众观展体验，让人身临其境。网上展馆的
开通，让广大参观者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疫情期间，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
烈士纪念碑园不仅开通了网上展馆，还在
微信公众号推出红色故事汇栏目，由红色
文化专家、金牌讲解员、红领巾讲解员讲
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相关故事，广大群众
足不出户即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目前，该馆陈列展览已由区、市文物
行政部门推荐参加“文博界的奥斯
卡”——— 第十七届（ 2019 年度）全国博
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

足不出户漫游纪念馆

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网上展馆上线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诊疗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于日前正式启用
电子就诊卡。与以往必须携带实体就诊卡相比，现在市民前往
该院就医只需要携带智能手机（可使用手机微信），再使用电
子就诊卡，就可以获得预约挂号、缴费、检验检查报告查询、
取药、打印清单等全流程医疗服务。电子就诊卡的推出，可大
大减少患者的排队等候时间，提高就诊效率，还可以免去忘带
卡、带错卡、重复办卡等方面的困扰。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支荣

桂医附院推出电子就诊卡服务

■榕城短波

▲日前，平乐县桥亭乡党委书记黄郡来到该乡苍源村大安山自然村贫
困户孤儿朱晴钰、朱靖钰家中，给她们带来了复学所必须的防疫用品和学
习用品。黄郡说，让两名孤儿无所担忧地上学，考好高考，是党委政府必
须做到的承诺。只要姐妹俩今年能考上大学，乡里负责给她们解决学费生
活费，直到她们大学毕业。党委政府不允许一个贫困学子因经济条件而失
学。 记者游拥军 摄

慰问贫困学生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烟雨三月，高新七
星区华侨旅游经济区春意盎然，金色的油菜花遍地盛开，宛如一
幅徐徐展开的画卷。

寒冬挡不住暖春的来临，疫情阻碍不了发展的步伐。近年
来，随着乡村文化旅游的兴起，高新七星区趁热打铁，结合辖区
农村发展实际，启动了幸福乡村建设工作，“漓韵侨乡”田园综
合体项目也被提上了日程。通过创建“漓江山水之风韵、华侨文
化之特色”的集吃喝玩乐住为一体的特色田园综合体，弘扬侨民
特色文化，擦亮辖区农旅结合的招牌。

记者了解到，“漓韵侨乡”田园综合体主要位于华侨旅游经
济区。这里距离桂林市区 15 公里，漓江穿流而过，沿岸层峦叠
嶂、云雾环绕，漓江山水神韵浓厚。按照规划，该田园综合体规
划面积为 13 平方公里，覆盖华侨农场两个分场、 3 个村委 12
个自然村。今年主要建成的核心区域位于桂竹路沿线，全长
3500 米，规划面积 4 平方公里，覆盖华侨农场四分场、五分
场，竹江村委畔塘村、沙洲村、上竹江村、下竹江村等区域。核
心区域以农旅结合产业为重点，重点打造“三园一带”，包含特
色农庄体验园、特色果蔬种植园、特色花卉观光园和特色旅游观
光带等。计划在今年 6 月底前完成创建桂林市三星级田园综合
体的目标。

高新七星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凸显漓东特色，“漓韵侨
乡”的定位是“五园合一”，即山水田园、有机菜园果园、浪漫
花园、开心乐园、心灵家园。同时发展具有东南亚特色的农业和
旅游产业，向外界展现村民与侨民文化融合的新风貌。下一步，
该项目各板块将陆续展开招商工作。目前，乌桕滩观光项目推进
顺利，将于 4 月前完成初步建设。中国中药种植项目已确定种
植种类及合作模式，待合作协议确定后即可立即启动。

高新七星区：

“漓韵侨乡”田园综合体

项目唱响“田园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