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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刘健荣 李美秀）近日，央
视新闻特别节目《共同战“疫”——— “云赏春”》把直播镜
头对准了阳朔香草森林、鸡窝渡村、白沙镇扶贫车间。近
20 分钟的直播，向全国观众展现了阳朔美丽乡村风貌、秀
美山水风光和扶贫产业成效。

在直播节目中，秀美的遇龙河作为开篇画面展现在亿
万观众面前。网友纷纷留言感叹“奇山秀水好风光，是踏
春赏景的好去处”。同时，透过直播镜头呈现了阳朔县白
沙镇扶贫车间沐天农业 2000 亩春橙花开香满园的别样风
光。

据悉，白沙沐天农业生态园自 2019 年 4 月成立就业扶
贫车间以来，积极开发水果种植、管护、采摘、包装、销售
等就业岗位，每年聘请当地农户 60 余人务工 6 个月以上，其
中贫困户劳动力占 70％ 以上，确保贫困户在生态园务工每
年人均收入超 1 . 8 万元，为农村劳动力规模转移就业开辟了
新渠道。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董琳莉）为有效遏制违法建
设行为，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工程建设， 4 月 2 日上午 8
时，象山区政府组织区城管大队、公安、交警、二塘乡等多
部门，冒着大雨对象山区二塘乡佛殿村以南蜡烛山区域硫铁
矿路沿线违法建筑实施了依法拆除。

此次拆除的违法建筑多为厂房和养殖场，绝大多数为附
近村民自建，面积达 12680 平方米。为做细做实相关违建
户的思想动员工作，象山区城管大队组织执法人员多次到违
建户家中与当事人谈心，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组织违建户自
行搬离、配合拆除。

当天尽管大雨滂沱，参加拆违行动的工作人员仍按照原
定行动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拆违现场。随着机械轰
鸣，一处处违法建筑应声倒下。执法人员坚守岗位，各尽其
职，确保了此次拆违行动安全、顺利、快速完成。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每年清明节期间都是烟花爆竹的
经营、燃放旺季。为坚决杜绝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保护
和改善桂林环境，近期，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和执法人员
开展烟花爆竹“强监管严执法”行动。在行动中，专家和执
法人员对永福、平乐、阳朔等地烟花爆竹经销单位进行安全
检查，共抽查批发企业和零售点 7 家，发现安全隐患和问
题 30 多个，督促各企业对安全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并对 2
家批发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桂林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为确保条例实施后第一个清明节全市烟花
爆竹安全形势稳定，在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下，各县（区、
市）主动作为，持续开展了整治行动。同时，应急管理部
门还与公安、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形成
监管合力，开展地毯式排查。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各县区
查处收缴非法烟花爆竹 1800 多件，有力地震慑了非法经
营储存行为，确保了我市烟花爆竹领域“清明”平安。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人士介绍，根据近期检查的情况来
看，仍有少数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存在违法经营行为。应急管
理部门将对超量存放、不按规定要求规范经营场所的零售点
依法进行处罚；对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销售
“黑炮”的依法撤销或吊销零售许可证。该局还将组织各县
（市、区）开展“回头看”，持续保持烟花爆竹领域“打
非”工作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此
外，还将加大烟花爆竹安全宣传力度，强化群众安全意识和
法治意识。

阳朔 2000 亩橙花

登上央视“云赏春”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 4 月 7 日，我市高三、初三年级将迎
来开学。中小学其他学段、其他年级和高校
也将按照错峰返校要求陆续开学复课。为保
证辖区各校稳妥有序开学，七星区教育系统
实施“六个加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春
季学期开学准备工作。

目前，七星区有各级各类学校 172
所，学校教职工和学生 47986 人（其中学
生 43236 人、教职工 4750 人），中小学外
籍学生 18 人。师生人数多，覆盖面广，给
校园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对此，

七星区迅速成立复学工作领导小组，先后
制定下发《七星区各级各类学校 2020 年
春季学期开学工作实施方案》等通知文件
50 余份。同时，采取加强排查、加强校
园管控、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家校联动、
加强物资筹措、加强督查督导“六个加
强”举措，确保疫情防控和开学准备工作
落实落地。

七星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已对 4750 名教职工和 43236 名学生开
展全面排查（含无证幼儿园、校外培训机
构），所有中小学已完成消杀工作，发放

《致家长、老师、学生的一封信》 4 万
余份，发送疫情防控短信近 4 万条。

开学在即，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校
园防控物资是否充足。记者了解到，七星
区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教育局和各级各
类学校通过政府调配、市场购买、社会捐
助等方式，多方筹措防控物资。据统计，
目前口罩已筹集近 35 万个，剩余缺口正
在筹措；红外线体温测量仪 457 把，可
基本满足需求；洗手液 4297 瓶，可基本
满足需求；政府筹集消毒液 2717 公斤、
学校筹集 7743 公斤，基本满足需求；筹

集防护服 215 套。此外，还接受了社会
各界捐赠的红外测温仪 23 台、 84 消毒
液 150 公斤、洗手液 100 瓶及口罩 2500
个。

此外，七星区还派出了 7 个督查组
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及校外
培训机构进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督
查，并对辖区 43 所无证幼儿园进行督
查，提出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对 3
所中学、 28 所小学、 76 所幼儿园进行
疫情防控情况和学校开学前常规管理准备
工作进行了检查。

本报讯（记者唐艳兰 文/摄）开学
在即。近日，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向师大附中、宝贤中学送来 20 件酒
精、 20 件 84 消毒液、 20 台免洗手消毒
凝胶感应器和消毒凝胶，同时送来的还有
4000 个该公司生产的一次性防护口罩，
受到了师生们赞誉。

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是
位于灵川县的一家大型医用消毒剂生产
企业。从 1 月 28 日至今，该公司已经向
桂林市政府、南溪山医院等单位部门捐
赠了超过 100 万元的各类消毒物资。疫

情发生后，随着防疫物资特别是口罩的
需求量不断攀升，灵川县政府通过帮助
协调解决企业用工难，争取资金补助，
为办理证照开设绿色通道等方式，扶持
企业开辟口罩生产线。仅一个月时间， 2
条民用防护口罩生产线在 3 月底顺利投
产。据悉，该公司将第一批生产出来的
50000 个口罩全部捐赠给学校，用于学
生返校复学防疫工作。

桂林漓峰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向
师大附中、宝贤中学捐赠防疫物资。

七星区：筹措近 35 万个口罩

力保校园无“疫”稳妥开学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淑敏)
开学在即，为了让孩子们在无“疫”校园里安
心求学、健康成长，象山区日前在将军桥小学
开展了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演练活动。象
山区政府、区教育局、区卫健局、区市场监督
局、象山公安分局负责人及辖区学校校长到
场观摩演练。

本次演练设置模拟场景，由解说员、参

演人员将学校防控的重点环节进行示范性
演示，展示相关工作流程和工作要求。应
急演练模拟开学第一天师生入校门、教室
上课等重点环节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置。通过现场情景演出，结合旁白解说，
将校园防控工作中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展示
出来。通过观摩“范本”，各学校在病例
发现、疫情报告、联防联控、医疗救治、

疾病防控、风险沟通、防护用品消杀物品
使用等方面有“例”可依，提高了辖区各
学校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

象山区教育系统负责人介绍，疫情发
生以来，该区教育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各级
疫情防控决策部署，科学有序做好校园各
项防控工作。眼下，各学校都严格按照自
治区确保学校开学安全的指导意见，全力

备战开学。继续落实联防联控机制和学校
疫情防控“十严格”和“五个一律”要
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学校
疫情报告及处置流程，全面提升学校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同时，加强对
春季学期的周密规划，做好线上教学与课
堂教学的科学衔接，把疫情对教育教学的
影响降到最低。

象山区开展开学前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演练

企业全力支持桂林学校复学

▲为深切缅怀英烈，激励消防救援指战员们从英烈精神中汲取力
量， 4 月 3 日，永福县福寿消防救援站组织队员开展网上祭奠、献
花、点烛和留言等活动，表达对英烈的崇高敬意。

记者陈静 通讯员潘杰 摄

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象山区拆除

1.26 万平方米违建

市应急管理局

开展烟花爆竹

“强监管严执法”行动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随着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各矿山企业陆续复工复产。为确保复工矿山安全
有序生产，近期以来，市应急管理局下属的市安全生产监察
支队联合龙胜各族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广西盟大矿业有限
公司平野龙都滑石矿和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中鸡爪滑石矿两
家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和服务指导。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要求和季节特点，执法人员对两家企
业复工复产前的岗位培训情况、复工复产方案、安全教育培
训、重点岗位的安全管理规程和制度等工作台账进行了重点
检查。同时，还对两家企业的通风设施、井巷和采面支护情
况、井下防水措施和排水系统、井下供电线路及各项设备完
好情况等进行全方位的安全作业检查。在检查中，执法人员
发现了 5 处安全隐患，并立即下达执法文书，责令企业及
时整改以消除安全隐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阶段，切实保障
职工安全。

执法人员还督促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必须严格
执行复工复产方案，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
断提升职工安全技能，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对复工矿山开展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4 月 3 日，在桂林灵剑溪畔的张曙烈士墓前，来自七星街道七
星社区的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们在进行祭奠。大家把一朵朵小黄
菊、一只只自己折的千纸鹤小心翼翼地放在烈士墓碑前，缅怀先烈、寄
托哀思。 记者陈静 摄

▲ 4 月 2 日，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城北社区组织开展网上祭英烈活动，重温入党
誓词，悼念逝者，寄托哀思，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清明节期间，龙胜通过微信公众号、电
子屏、倡议书等方式，向广大干部群众发起网上祭英烈倡议，引导人们低碳、环保、文明
过清明。 通讯员吴生斌 蒙树梅 摄

▲清明节期间，广大市民通过网上献花、敬礼、鞠躬、留言等形式开
展祭奠活动。图为 4 月 4 日，荔浦市东昌镇安静村一母亲与儿子们在家
通过网络进行清明祭英烈活动。

记者苏展 通讯员周俊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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