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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水舞山歌春正好，漓东盛景等您来。
近日，“桂林挺你”大型公益活动走进七
星区，以“身未动、心先远”为主题，由
桂林日报社、七星区委、区政府联袂打
造。面对着镜头， 9 位区长使出浑身解
数，把漓东的大美风物推向全国。 5 个
小时下来，共吸引了超过 100 万网友
“围观”。

突如其来的疫情按下了城市的“暂
停键”，靠人流量拉动的旅游行业更是
首当其冲。为助力桂林文化和旅游经济
复苏，提振行业信心，刺激消费，拉动

经济，桂林日报社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
舆论引导与纽带作用，展现新时代新媒
体担当精神，策划了本次“桂林挺你”
公益活动，为政府、企业、市场提供资
源整合、舆论引导、流量导入等系列服
务。

细雨蒙蒙、烟波渺渺的“訾洲烟
雨”，岩洞幽深、景物非凡的“栖霞真
境”，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壶山赤
霞”，春水弄潮、山花烂漫的“花桥明
月”，还有“穿山挂月”、“塔山清
影”……走进七星区，美景如画卷般徐徐
展开。在小东江上湖心亭里，一位身着古

装的佳人正在轻声弹唱尤克里里。直播就
在一派和煦的春光里正式拉开了帷幕。网
友们跟随着七星区 9 位区长的脚步，先
后“云赏”了塔山文旅项目、塔山·鱼
坊、花桥、龙隐洞、桂海碑林、七星景
区等。“骆驼峰赤霞山水宴”、“花桥
虹影下午茶”、渔坊特色餐饮让“围
观”的网友食指大动，大呼“隔屏闻
香”。富有情调的玖号别院民宿、如斫
餐厅，更是得到了网友们的青睐，由衷
地发出了“浪漫漓东”、“七星等我”
的赞叹。最后，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伴
随着轻快的尤克里里，大家合唱起了

《童年》，将直播的气氛推到高潮。围
观的人数突破了 100 万。

近年来，直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
的推介和消费模式。在当天的直播中，
七星区拿出了超值购房折扣、豪华总统
套房体验资格、自助餐券、名牌吸尘
器、手持稳定器、购物卡、美食餐饮券
等等送给网友，并且鼓励大家“边买边
看”。借助直播，当天七星区促成交易
达到 2000 万元左右，一扫“疫霾”
“暖春来”。同时，直播还推介了多个
旅游产品，为全市文旅复苏贡献了一臂
之力。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李祉源 潘
华）日前，市城管委、市环卫处党员志愿服
务队、众力创能公司联合七星街道办穿山南
社区、七星区环卫站，在七星区兰乔圣菲小
区居民活动广场开展《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宣传
暨“垃圾分类进社区，志愿服务在行动”主
题宣传活动，积极向社区居民推广普及《条
例》知识，增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

“我也要在上面签名，爱护环境，做文

明市民人人有责嘛！”小区居民陈奶奶微笑
着在《条例》签名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向小区居民发放《条
例》宣传册、垃圾分类倡议书、新编垃圾分
类投放指南及有机肥料等，向小区居民耐心
宣讲《条例》中文明养犬、文明出行、爱护

环境等内容，提高广大居民对《条例》的
知晓率。同时普及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及
废弃口罩如何正确处理等生活垃圾分类知
识。当天共发放《条例》宣传册、垃圾分
类倡议书、新编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200
余份，发放厨余垃圾制有机肥料 100

袋。参与活动的居民纷纷表示要争做文明
好市民，自觉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为桂林
创文明城做贡献。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是我
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关键之年，也是桂
林市全面开启垃圾分类工作的第一年。接
下来，市城管委将继续开展进社区、进校
园等“八进”活动，倡导市民遵守《条例》、规
范文明行为、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将创文
明城宣传、党员志愿服务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蒋瑜）近
日，一家长期在桂林从事经营活动的外资企
业在复工复产时遇到了难题。由于该公司法
定代表人在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姓名与本人护
照姓名不相符，导致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出现
问题，影响了收付款功能，出现资金链短缺
的危机。为帮助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市市
场监管局主动服务、全程跟踪，在最短时间
内帮助企业解决了问题。

据了解，在收到企业更名的诉求后，市市
场监管局许可登记科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到该

公司法定代表人，详细了解企业的情况，主动
为企业出谋划策。该局召开专题讨论会，积极
协调市行政审批局，通过容错机制，采取特事
特办的方式，快速为企业解决了营业执照上法
定代表人登记姓名与护照姓名不相符的登记
难题，为企业迅速复工复产提供了很大帮助。

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
在做好科学防控疫情的同时，通过出台《持
续加强疫情防控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实施意
见》，在企业开办登记等“十四个方面”采
取有力措施，有效助力外资企业快速复工复

产。该局通过网上办、预约办、掌上办、
邮寄办等方式，给疫情期间急需办理证照
的复工复产外资企业提供无接触的便捷服
务，实现外资企业设立登记全程电子化办
照率 100% ；在全市牵头实施企业开办改
革，实现企业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社
保登记、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和
银行开户登记 7 个事项 0 . 5 个工作日内
办结。还与市商务局联合推行外商投资企
业“一口办理”服务，实现商务备案与企
业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数

据即时共享和后台分类审批，一次性完成
注册登记和商务备案。此外，该局还全面推
行“审核合一”“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实行

“证照分离”和“多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
举措，有效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有力促进
了外贸企业迅速复工复产。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共计注
册外资企业 777 户，总注册资金 32 . 93
亿美元。其中，疫情期间该局共办理外资
企业登记 31 户，为我市引入注册资金约
4090 万美元。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韩树香）日前，市市政工
程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桂林生活网“桂林人论坛”看到市民反
映“雉山桥头栏杆倾斜，栏杆扶手出现破损……”后，该处
立即安排桥梁管理维护所人员前往调查，并开展雉山桥匝道
护栏维护施工，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确保市民通行安
全。

据了解，桥梁管理维护所工作人员经现场勘查发现，市
民反映的地点位于雉山桥匝道处，桥头栏杆确实出现了倾
斜，栏杆扶手破损。由于该路段人员往来密集，存在较大的
安全隐患。随即，工作人员在此设置了警示围栏，提醒过往
行人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同时立即采购材料，组织施工人
员开展围场施工。目前已完成全部修复工作，恢复了该路段
正常通行。

桥梁管理维护所负责人表示，由于雉山桥匝道树木茂密，
长势旺盛，周围的树干、树根容易挤压护栏，造成倾斜变形；
而栏杆扶手损坏的问题不排除人为破坏。根据《桂林市城市道
路桥梁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故意损坏城市桥梁设施的，将
由市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希望
市民自觉爱护市政公共设施，如发现有破坏行为的，可及时向
市政部门或警方举报。

创城再出发

9 位区长组团“吆喝” 超 100 万人“围观”

七星区：一场直播带来 2000 万经济效益

“五一”假期，全州县蕉江瑶族乡宝
盖山上，成千上万亩高山杜鹃竞相绽放。漫
山遍野的杜鹃花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游
览。

“五一”小长假，全州县推出“意尽好
山水，全州人游全州”活动，积极引导市民
游客在精准防控疫情的同时，就近游、游附
近，亲近大自然，纵情好山水。宝盖山上连
绵数公里的高山野生杜鹃花盛开，艳丽多
姿，让广大市民感受到如诗如画的人间美
景。据不完全统计，“五一”期间前来宝盖
山赏花的各地游客逾万人次。

记者陈静 通讯员邓琳 摄

全州：

高山杜鹃

迎客来

市市场监管局全力帮扶外资企业复工复产

市城管委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文明宣传活动

大河中心校：学生自制小奖状送给最美医务工作者

雉山桥匝道护栏倾斜、扶手破损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着手修复

本报讯（记者苏展）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测温是疫
情防控中一道重要“关卡”。无需接触且在毫秒之间就能完成
体温测量的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堪称“复工神器”。记者从桂
林机场获悉，近日，桂林机场 T2 航站楼新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已经启用，在测温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桂林机场介绍，此前在 T2 航站楼部署的红外热成像测
温仪有部分是从外单位临时调拨的。随着 2020 年民航夏秋航
季的到来，航班量及客流量回升，现有测温设备数量与性能已
不能满足需求。为此，桂林机场采购了 3 套红外热成像测温
仪，用于航班换季后进出港旅客体温测量工作。

为赶在航班换季前完成新设备安装，桂林机场航信技术人
员放弃“五一”假期，于 5 月 1 日航班结束后次日凌晨，在
桂林机场 T2 航站楼 2 、 6 号门以及国内到达通道连夜施工。
经过 5 个多小时的努力，于 5 月 2 日航班起飞前顺利完成了
设备安装调试并投入使用。

新红外热成像测温仪的启用，为桂林机场复工复产建起了
更加智能、可靠、高效的“防护墙”。

桂林机场启用

新红外热成像测温仪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彭欣 文
/摄）“你们奋战在守护生命的第一线，
细心照料病人，不离不弃。我们向您致
敬，愿您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笑容更
甜！你们是最美逆行者。”近日，大河中
心校少先队员黄艳婷和同学们来到桂林医
学院附属医院，向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
献上了自己制作的劳动奖状和鲜花，向医
务工作者们表达敬意。

据了解，组织学生设计奖状，致敬在
抗疫工作中默默奉献的医护人员、警察、
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劳动者，是大河中
心校今年“五一”劳动节的特别策划。全
校学生将自己对抗疫一线劳动者的所思所
想，用手中的画笔表达出来，制作成一张
张精美的小奖状，送给抗疫一线的劳动
者。

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医生卢青收到了学生们送来的奖
状、鲜花和自制的手工艺品，十分感动。
她向大河中心校的师生们表达了深深的谢
意，同时和他们分享了抗疫一线的故事和
感受：“在这场疫情中，全国上下团结齐
心，共同抗疫。其实不仅是医务工作者，
各行各业都能有所建树。少年强则国强，
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
梁。”

据悉，为了帮助孩子们从小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大河中心校将 5 月
定为小君子劳动教育月。除了自制奖状向
最美抗疫劳动者致敬外，还开展了设计
“劳动小君子章”，组织 21 天劳动打
卡，制作《劳动小君子成长计划表》等活
动，培养学生养成劳动习惯，让学生树立
起“自己的事自己做，他人的事帮着做，
公益的事争着做”的正确劳动观。

在老

师带领下，

大河中心校

的少先队员

们将自制的

劳动奖状送

到医务工作

者手中。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廖镜荃)近日，象山区对崇信
路三巷南北两侧占道面积 2100 余平方米的 20 间砖混违法建
筑进行拆除，为加快推进崇信路三巷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保驾护
航。

为有效遏制违法建设行为，进一步规范土地利用，为象山
城区建设发展扫清障碍，象山城管大队始终把查违、控违、拆
违作为城市建设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对辖区各类违法建筑物、
构筑物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市民公共利益，推进城乡一体
化建设。

象山城管大队在拆违前期持续开展动员工作，多次上门逐
户对违法建筑业主下达整改通知书，动员其自行拆除。近日，
象山城管大队执法人员及时搬移违法建筑内物品，指挥挖机开
展拆违作业。在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下， 20 间违法建筑被全部
拆除。

保障市政道路建设

象山拆违 2100 平方米

▲ 5 月 4 日，叠彩区花卉基地鲜花盛开，来这里度假的
市民置身于缤纷花园里，享受自然的清新芬芳。叠彩花卉基地
是桂林市乃至广西最大的花卉苗木生产基地，花卉苗木种植面
积约 6000 亩，承担了全市市政绿化和家庭园艺花卉苗木供应
市场 95% 的份额，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模式深受市
民游客欢迎。

记者唐侃 摄

假日享受鲜花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