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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国家安全工作的力量支撑

本报讯（记者胡逢超） 4 月
25 日至 26 日，我市援鄂的一线抗
疫医务人员及家属 70 余人，在市
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安排下，前往
全州打卡“红”+“绿”之旅。

“许多人对长征很熟悉，在长
征途中，有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
存亡的关键之战——— 湘江战役就发
生在我们桂北，在这一片红色的土
地上。”在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
纪念馆内，大家聆听厚重红色历
史，体会新时代长征路上红军的感
人故事。来自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护
士李镇是广西第六批援鄂医疗队中
的一员。他表示，要将湘江战役红
军“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
牲”的精神融入到今后的工作中，
守护好人民健康。

除了缅怀先烈，市委宣传部还

量身定制了休养身心的旅程安排。
在全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援
鄂医护人员游览了“大地景观”，
体验了“云田养生温泉”等不同的
“主题”休养方式，让援鄂医护人
员在这里协调身心、释放压力，助
力他们以更好的精神面貌，以更好
的状态重回工作岗位。

“今天我们组织这次活动，既
让大家受到红色教育，接受长征精
神的洗礼，也通过“红”+“绿”
的旅行，积极推动我市文旅产业的
复苏。”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

70 余援鄂医务人员及家属

赴全州打卡“红”+“绿”之旅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贝丽芬）市
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提案《关于建立政协参与
立法协商机制的建议》是今年由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赵志军督办的重点提案。作为提
案承办单位，市司法局高度重视，主动调
研，认真谋划。近日，市司法局组织提案办
理工作组赴市政协社法民宗委，就提案办理
工作进行座谈协商，就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立
法协商机制进行了深入交流。

广泛开展立法协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对立法工作的重要要求。在立法中广泛听取

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寻求立法的最大公
约数，政协是重要平台。近年来，我市政
协委员主动发声，积极为立法工作建言献
策， 2019 年市政协把有关加强我市养犬
管理立法的提案作为年度重点提案进行督
办，推动了《桂林市养犬管理条例》列入
2020 年我市地方性法规立法审议计划。
结合《关于建立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机制的
建议》提案中关于“进一步搭建好政协参
与立法协商平台，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政协聚智聚力的优势作用，为提高

我市地方立法水平贡献智慧和力量”的建
议，市司法局把办理好该提案作为进一步
完善立法工作机制，推进科学民主立法，
切实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抓手，并把健全
完善政府立法协商制度列入了 2020 年我
市司法行政“双创”工作的重要品牌进行
谋划和落实。

座谈会上，市司法局提案办理工作组
表示，市委把《关于建立政协参与立法协
商机制的建议》提案列入市委领导重点督
办提案，并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志

军督办，充分体现了市委对立法工作和政
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重视。市司法局将
在立法工作中继续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开门立法，以办理好提案为契机，不
断完善立法工作制度，细化立法协商程
序，将政协参与立法协商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努力形成我市立法工作新亮点。

会上，市司法局与市政协社法民宗委
还就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性质定位、工作
模式、协商程序、制度建设等进行了充分讨
论和交流，并就下一步工作达成初步意见。

本报讯（记者刘倩） 4 月 24 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
团举办的全市理论宣讲比赛决出名次。其中，邹嘉佳、王珏、朱
沁夫 3 名选手获得一等奖。比赛还评出二等奖 5 名，三等奖 11
名，优秀奖若干。

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表示，比赛为基层宣讲员提供展示、交
流、沟通的平台，旨在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走心，全面提高我市宣讲骨干理论宣
讲水平，为我市基层理论宣讲队伍培养生力军和后备力量，不断
提升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

主办方将从获奖的选手中遴选优秀宣讲员纳入全市理论宣讲
人才库，组织到各县（市、区）、市直单位巡回宣讲。比赛选拔
出的优秀选手还将在进一步培训后，参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
的全区理论宣讲大赛。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眼下春光明
媚，处处花开正艳，正是踏春出游的好时
节。 4 月 24 日，资源县八角寨景区举办
“守护健康 致敬医护”资源县医护工作
者走进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活动，来自资
源县的 95 名医护人员免费进入景区赏
玩、打卡“醉美”丹霞。

在当天上午的旅游活动中，医务工作

者们通过登山比赛的形式，先后游览了丹
霞八角寨景区内的牛皮坳、竹林步道、群
螺观天、龙脊天梯等知名景点。虽然是登
山比赛，但景区内美丽的景色和舒适的环
境还是让参赛的医护人员忍不住停下脚
步，欣赏风景、合影留念。

资源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吴东
连则表示，如今全国很多景点都对医务工

作者开通免票服务，这是对医务工作者的
一种认可和尊重。作为医务工作者中的一
员，能够享受这样的福利，非常感动和暖
心。

记者了解到，为了致敬奋战在抗“疫”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响应自治区关于促进
文化、旅游业加快全面复工复产的要求，助
力“桂林人游桂林”活动，八角寨景区对全

国医务工作者及家属实行了全年免费政
策；在 6 月 30 日前，桂林市民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也可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

负责景区运营的中铁建桂林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
好消毒杀菌、体温检测等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为广大游客
提供安全、健康、舒适的旅游环境。

推动构建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机制

市司法局积极办理市政协重点提案

95 名医务工作者畅游桂林丹霞八角寨景区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朱恩） 4
月 25 日，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广
西赛区）桂林市选拔赛暨桂林市首届退役军
人创业创新大赛在叠彩区桂林智慧谷文创产
业园开赛。本次大赛以“退役不褪色 赢在
新征程”为主题，共分为初赛、决赛 2 个
阶段，将最终决出 6 家军创企业（团队）
代表桂林参加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广西赛区）比赛。

据介绍，本次大赛自 3 月 1 日接受报

名以来，先后有 43 家企业（团队）报名
参赛，经过资格审查、资料初审、现场查
验等环节，共有 37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团队）进入 25 日举行的初赛阶段，分
别代表着我市不同行业的退役军人创业精
英。

初赛由专家评审团现场评审。入围初
赛企业（团队）参赛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团
队）形象、创业项目展示推介等。评审团由
桂林“双创”评委专家库随机抽取农业、科

技、创投等专家组成，共评选出 20 家优秀
企业（团队），参加今年 5 月下旬举办的桂
林市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通
过决赛，最终评选出 6 家优秀的企业（团
队）代表桂林与全区各地市选手“一决高
下”，闯出广西，“挑战”全国。

据了解， 2011 年至今我市接收退役
军人 13000 多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
以退役军人为主创办的企业有 260 余
家。此次通过举办桂林市首届退役军人创

业创新大赛，旨在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为我市退役军人创业就业

提供交流展示、项目合作和产融对接的平
台，以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充分展示我
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风采，掀起全市退役
军人创业创新高潮。

本届赛事由桂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
办，桂林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承办，桂林
市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桂林
智慧谷文创产业园·企业孵化器协办。

“退役不褪色 赢在新征程”

桂林市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开赛

全市理论宣讲比赛

决出名次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敏丹）为加快建立健全桂
林米粉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标准化专
家先后到市区及全州、灌阳、兴安等县开展实地调研，按下了桂
林米粉相关地方标准制定的“快进键”。

专家组先后走访了桂林三养胶麦生态食疗产业有限公司、桂
林市顶寅食品有限公司、桂林日清食品有限公司、桂林粉霸食品
有限公司、全州县勇旺食品有限公司等近 10 家桂林鲜湿米粉、
桂林干米粉、预包装桂林米粉生产企业，重点对桂林鲜湿米粉、
桂林干米粉和预包装桂林米粉加工技术要求、配送服务管理要
求、电商销售服务等开展调研。同时，专家组还深入明桂米粉
店、日头火米粉店、老盐街米粉店、全州红油米粉店等连锁米粉
店，重点调研桂林卤菜粉和桂林红油米粉制作技术关键要求。

接下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据实地调研论证的结果，着
手制定《桂林鲜湿类米粉加工技术规程》、《桂林干米粉加工技
术规程》、《桂林卤菜粉制作技术规程》、《桂林米粉店建设与
服务规范》、《桂林米粉店等级评定规范》、《预包装桂林米粉
生产操作规范》、《预包装桂林米粉电商销售服务规范》等 14
项桂林市地方标准。同时将立足职能职责，面向全市桂林米粉企
业进一步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动企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
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桂林米粉产业转型升级、引
领创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开展相关调研工作

我市加快建立桂林米粉

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

本报讯（记者孙敏）高考延期，怎样高效复习？ 4 月 25
日，由桂林市教育局、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教材有限公司主办，桂
林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承办，桂林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协办的教材
云公益系列活动《高考延期，如何高效复习》录制完毕。 10 位
特级教师相聚一堂，录制了为高三学子量身定制切实有效的高考
策略访谈，并将于近期在腾讯视频、桂林电视台播出，为高三学
子科学高效复习提供云在线指导。

近期，教育部下发了《关于 2020 年全国高考时间安排的公
告》明确，受新冠疫情影响， 2020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
一考试延期一个月举行。高考延期，这个消息让几家欢喜几家
愁：喜的是又多了一个月的缓冲时间可以复习补强，愁的是应试
压力也随着延期而拉长。

作为全区中小学教材印制、发行工作的主渠道和主力军，广
西出版传媒集团教材有限公司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为广西教
育服务。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开学计划受到影响。广西出版
传媒集团教材有限公司推出教材云公益系列活动， 3 月首场线
上直播的观看人数达到 53 万。 4 月 25 日，教材云公益活动走
进桂林，与桂林市教育局、教科所、桂林市新华书店共同策划推
出主题访谈《高考延期，如何高效复习？》。访谈邀请到了桂林
市教科所专家和 9 个高考科目的特级教师，就高考学科的重点
难点内容进行深入阐述，为高三学子量身定制切实有效的高考策
略，为学生们顺利度过备考时期提供建议。

为高三学子复习“支招”

教材云公益系列活动

走进桂林

▲近日，在平乐县二塘中学尚学文化长廊和尚德文化广场，
返校的师生们正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春天的校园，因有书香而变
得更生动起来。

近年来，平乐县开展读书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七进”活动。依托图书馆、书
店、农家书屋等阅读资源，倡导“每天都是读书日，每天读书一
小时”，让阅读成为常态化，为打造“学习型社会”添砖加瓦。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苏桂 摄

图为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
念园内，援鄂医护人员向红军烈士
献花。

记者胡逢超 摄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文/摄） 4 月 23 日，七星区对下关村南、

穿山园两村的棚户区房屋进行集中拆除。拆
除建筑包括下关桥南 60 户 60 栋房屋和穿
山园村 85 户 80 栋房屋，面积达 71000 平方
米，预计将在本月底全面完成拆除任务。

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塔山片区改造项
目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 2201 亩土地的征收
工作及清表任务和地面附着物补偿工作。同
时完成了 467 户村民的选房签约工作。下
一步，项目指挥部将严格按照“ 4 月份小
变样”、“ 7 月份大变样”、“ 10 月份变
大样”、“ 12 月份全变样”的时间节点，
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各阶段任务。

塔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是我市的重中

之重项目。该项目北临訾洲公园，南至净
瓶山大桥，包括下关村、塔山岛、穿山园
及樟木片区四个部分。涉及两个村委，占
地 2201 亩，总投资 80 亿元。项目结合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贯彻“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按照“世
界眼光、国际水准、广西一流、桂林特
色”的标准，通过对塔山片区城中村进行
统一规划、整体改造、全面提升，对漓江
和小东江两岸环境进行彻底整治。同时，
建设完善相关设施，将塔山片区打造成为
集生态保护、旅游、商住、产业发展等于
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区和旅游胜地。随着安
置房分批交付和棚户区房屋的拆除，塔山
项目将驶入“快车道”。

塔山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驶入“快车道”
4 月底将全面完成拆除工作，拆除面积达 7 .1 万平方米

 4
月 23 日，
七星区塔山
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拆
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