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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黄贞 吴丽华）为大力弘
扬“五四”精神，发挥新时代青年先锋模范作
用，提升正能量，切实助力平乐县企业复工复
产，近日，平乐农合行开展“绽放战疫青春
坚定制度自信”“五四”主题活动。

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逐步取得成
效，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产。为积极响应上
级号召，向“三农”及小微企业、实体企业

提供更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平乐农合行科
学部署，快速行动，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企
业支持力度。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
平乐农合行青年团员走进小微企业，对存贷
款政策、信用卡分期优惠活动、电子产品等
进行宣传，让企业了解平乐农合行当下的金
融政策，帮助各企业顺利复工复产，战胜疫
情所带来的影响。随后，平乐农合行青年团

员前往平乐县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重
温入团誓言。

平乐农合行团组织还以主题团课形
式，组织委员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理论学习、线上“青年大学习”主题
团课学习，加强青年团员政治理论学习，

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用青春播撒文明的种子，用行动传递

青年力量。通过此次“五四”主题活动，
平乐农合行青年团员们进一步增强社会责
任感，充分发挥青年在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中的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彰显了平乐农合
行的企业担当。

平乐农合行开展“绽放战疫青春 坚定制度自信”“五四”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文丽云 唐文新）近
日，在桂林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局对 2019
年桂林市本级非税收入代理银行考核中，
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以考核总分
149 . 7 分排名全市参与考核的商业银行第
一，继 2017 年、 2018 年后连续第三年获
此殊荣。

自代理非税收入业务以来，漓江农合行
自上而下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业务开展，依据
《桂林市级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操作规
程》、《桂林市本级政府非税收入代理银行

考核办法》等文件精神，从组织管理、非税
收入缴款书回单传递、非税收入缴款书柜面
受理及数据录入差错情况、非税临柜软件功
能实现和故障应急处理等方面为桂林市政府
非税收入管理局提供高效精准结算服务。
2019 年漓江农合行代理政府非税收入考核
总笔数 7643 笔，代理总金额 14 . 37 亿元，
比上年增加 2 . 52 亿元。在全年非税收入缴
款书柜面受理、数据录入工作上，漓江农合
行实现业务零差错率，为非税业务顺利开展
奠定坚实基础。

漓江农合行充分考虑客户需求，及时在
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上线非税缴费功能，方
便市民及企业足不出户即可缴纳各项非税资
金。近年来分别实现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处、市公安局人口支队、市中小学生示范性
综合实践教育中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
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扫码缴费功能，确
保非税资金及时准确到达非税账户。按照
“ 12365 改革发展思路”，该行还为客户
提供“一站式、保姆式”立体金融服务，通
过指定专人定期为市非税收入管理局提供上

门收送单服务、设定专门柜台操作非税资金
临时缴库工作等措施，不仅确保了非税资金
收缴的及时性，还进一步保证了政府企事业
单位办理业务的便捷性，充分满足客户多样
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

漓江农合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切实提升金融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加高效、快捷、准
确地做好非税收入银行代理工作，为助推
我市非税收入代收业务工作迈上新台阶贡
献力量！

漓江农合行获桂林市非税收入代理银行考核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夏立慧
文/摄)“我们今天分钱啦！”日前，阳

朔县白沙镇遇龙村的新时代文化广场上热
闹非凡，氢气球高高飘扬，五彩旗迎风飞
舞，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舞台
上，一沓沓百元大钞整整齐齐地摆在红丝
绒布铺就的长桌上，如同小山一样。

当日上午， 2019 年度遇龙村委遇龙
河景区资源补偿款发放仪式在这里进行。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遇龙河流经的村
落，村民为保护河流两岸的生态环境发展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遇龙河景区公司从十
多年前刚刚成立起，每年就拿出百分之十
的利润收入，分给遇龙河流经村落的村
民。这是遇龙村委连续第 12 年享受旅游
收益分成，遇龙河景区公司下辖的遇龙村
委遇龙桥码头直接受益 2875 人，金额达
到 449 . 96 万元，人均达 1500 元以上，
户均最多达 12000 元。

仪式上，阳朔县相关领导为遇龙党员
筏工志愿服务队授“梦幻遇龙党旗红”旗

帜，遇龙村委的遇龙堡村、桥上村、桥背
村、西牛塘村 4 个自然村的村民小组长
代表分别上台签领补偿款。

现场一片忙碌，村民代表熟练地清点
金额，分到各村。大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与喜悦，兴奋地交谈着自家的收益和生
活情况，对党和政府的乡村振兴战略及旅
游惠民政策赞不绝口。“我们今天领了补
偿款心里很高兴，遇龙河资源补偿款给我
们带来了很大收益，我们遇龙村人搞旅游
开发，生活改善了。”村民陈土养兴奋地
对记者说。

近年来，阳朔县积极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依托得天独
厚的山水资源，保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
银山。 2019 年，遇龙河景区游客接待量
达到 176 . 8 万人次，比 2018 年增长
26 . 2% ；营业额 1 . 33 亿元，比 2018 年
增长 12 .92% ，创历史最佳成绩。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阳朔遇龙农民喜分 449 万元旅游“大红包”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今年
“五一”假期是我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第一
个小长假，探亲访友、自驾出游需求有所增
强。市公安交警部门最大限度把警力摆到路
面，加强路面管控，加强应急处置，加强宣传
提示，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市区旅游景点周
边以及全市各主要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截至
5 月 5 日 17 时，全市道路未发生长时间、大
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一起较大事故，道路交
通秩序总体平稳有序。

在“五一”期间，市公安交警部门根据前

期预判，以高速公路、国省道、农村山区公路
为重点，联合交通、公路、应急等部门对公路
事故多发点段、突出安全隐患点段、团雾多发
路段进行重点排查，尤其对通往景区的主要道
路开展全面排查，确保车辆出行安全。同时，
针对进入景区车辆潮汐化通行的特点，会同景
区管理单位优化交通组织，推行进出口独立设
置、车流单向通行、增设临时落客通道、远端
停车公交接送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因车辆排
队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的隐患和干扰。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五一”期间，市

区主要道路、商圈周边道路车流、人流较为
集中，且酒驾等交通违法呈抬头趋势。桂林
交警对节日期间酒驾毒驾、摩托车无证驾
驶、闯红灯、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查处，并针对酒醉
驾开展了三次夜查统一行动。据统计， 5
月 1 、 3 日两晚，桂林交警共出动警力 700
余人次，检查各类车辆 5000 余辆，查处酒
驾 210 起。

此外，各县区交警部门紧抓辖区景点交
通组织和通往景区景点的交通安全维护，在

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放置必要的提示
牌。同时，精准打击节日期间国省道超速行
驶、无证驾驶、货车超载 30% 以上、疲劳
驾驶、超员等 8 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并
充分发挥“两站两员”作用，严把出村口、
出镇口等主要关口，提示汽车驾乘人员使用
安全带，摩托车驾乘人员佩戴头盔，制止劝
导农村地区面包车、摩托车超员，货车、拖
拉机和三轮车违法载人，酒驾等严重交通违
法，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效预防
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张文源 记者张苑）由于疫情的
影响，大学生们返校时间延后，加之桂林近段时间雨
水较多，让很多在外大学生担心放置在宿舍里的被褥
发霉。为解决大学生们的后顾之忧，近日，桂林电子
科技大学组织学校党员教师和后勤员工开展“暖心晒
被”行动，让大学生们感受到了来自学校的一份关
爱。

“五一”前夕，趁着接连多天的晴好天气，该校
教职工统一行动，对上千床学生被褥进行分类、标
记、晾晒及回收，并且确保每床被子至少晾晒半天，
每隔两小时，工作人员还会给被子“翻个身”，确保
被子的每个角落都能被晒到。“学校对学生晒被诉求
非常重视和关心，通过努力，这两天共帮助学生晒了
上千床被褥。”该校学生公寓负责人表示，后期宿管
阿姨还会根据学生预约需求，给每条被子做好标记，
只要天气允许，在第二批学生返校前，“暖心晒被”
行动会一直坚持下去。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蒋怡然)日
前，全州火车南站站台上突然出现了一条蛇，
几位值班员通力合作，成功捕获了这条蛇，维
持了车站的正常秩序，保障了旅客的安全。

当天，从金城江开往深圳的 k950 次列车
即将进站。值班员郭燕波像往常一样前往站台
接车。他从电梯出来将要走上站台的时候，突然
发现了一条黑蛇，正蜷缩在扶梯边。郭燕波沉着
地用对讲机喊道：“黄树超，站台上发现有蛇，让

旅客先不要上来。叫人拿根棍子上来。”
郭燕波报告后又迅速拿出手电筒，仔细察

看小蛇的头部和身上花纹，凭着经验，他初步
判断这是一条王锦蛇，民间俗称菜花蛇。这种
蛇无毒，常年生活在丘陵和山地，在广西山区
较为常见。这让他委实松了一口气。

这时，车站的值班员黄树超、李东生一起
赶到了郭燕波的身旁。黑蛇由于受到惊吓，跑
到扶梯和栏杆间的缝隙里了。

“蛇跑到哪里去了？”李东生向守在电
梯旁的郭燕波询问。

“刚往这里面跑，我用手电筒照它也不
出来。”郭燕波回答。

“快走！快走！快走！”李东生高声呵
斥，用涂着雄黄粉的长棍敲打着电梯和栏杆
间的缝隙，想将蛇驱赶出来。

蛇跑出来了，李东生拿着长棍敲打着
蛇。几次重击之下，这条误入车站的菜花蛇

就晕过去了。三人赶忙将昏死过去的蛇装进
袋中。一场突发意外被及时化解了。

全州火车站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
今正处于初夏时节，草木繁茂，天气炎热，
一般这个季节附近山上会有一些小蛇跑过
来，师傅们都知道处理的，车站也配备了药
粉(雄黄)，春夏时节开始就定期撒到站台、
地下通道等场所，客运员也要在检票前提前
上站台巡视，确保乘客安全。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徐伟)记者从
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日前，阳朔县兴坪镇画山
村委厄根底村的两名村民在爬山时被困在悬崖
峭壁上。接到报警求助后，阳朔县应急管理
局、兴坪镇人民政府等多部门立即行动，组成
救援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帮助两人顺利脱险。

5 月 2 日傍晚，厄根底村两位村民因私事
攀爬村口后山，由于天色变暗和体力不支等，
两人被困在悬崖峭壁上，只能打电话报警求

助。警方接报后将这一情况立即通知阳朔县应
急管理局。随后，该局组织兴坪镇人民政府、
蓝天救援队、阳朔县消防大队、兴坪派出所相
关人员组成救援小组赶到现场。救援人员通过
手机通话、手电筒亮光等方式，成功与两名被
困人员取得联系，确定了他们被困地点，并在
本地向导带领下组织第一次救援。但经过几个
小时的攀爬，由于天色太暗，且救援队员发现
前方是悬崖峭壁，夜间攀爬易发生危险，无奈

之下只能放弃。救援小组暂时撤回山下，并
向被困村民发送灯光信号示意，鼓励他们坚
持下去。同时，救援人员又联系金猫山攀岩
基地，请基地派出志愿者参与救援。

5 月 3 日 5 时 30 分，天色已亮，救援
小组决定，由金猫山攀岩基地教练“虎爷”
带队，与数名身手矫健的蓝天救援队队员上
山，消防官兵于山下操纵救援用无人机查探
路线，查找被困人员。然而，在救援人员赶

到 2 日晚确定的两位村民被困地点时，却
发现两人不在了，且手机都关机了。

救援小组推断，两人可能因恐慌更换了
位置。针对这一情况，消防官兵通过操纵无
人机搜寻两人，并派两名救援队员攀爬到山
顶，由上往下寻找被困群众。经过 6 个多
小时的努力，救援小组终于发现了两人的位
置，并与他俩取得联系。接着，救援队员通
过绳降方式成功将他们救出。

学校“暖心晒被”

迎接大学生返校

市交警部门保障“五一”期间道路安全平稳有序

群众被困悬崖 应急管理部门紧急救援助脱险

列车即将进站，一条黑蛇出现在站台
全州火车南站工作人员紧急擒蛇

县镇干部为村民代表发放资源补偿款。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高璐)为确保自动售
货机出售的食品安全，日前，秀峰检察院对辖区的自
动售货设备开展食品安全专项公益诉讼工作，向有关
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使问题得以迅速有效整改。

作为食品销售的便捷渠道，自动售货机更多出现
在公共场所方便游客和市民。但自动设备销售的食品
是否有证经营、食品安全性是否有可靠保证？日前，
秀峰检察院对辖区商业场所、景区内设置的各类自动
售货设备进行排查，发现榕湖杉湖景区、桂林东西巷
以及电影院等多处的自动售货设备存在未在显著位置
标明食品经营相关信息、设备老化、不整洁等问题。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条例》第三十条
规定：利用自动售货设备销售食品的，应当在自动售
货设备的显著位置标明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息，自动售货设
备及其放置地点，应当符合食品安全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

随后，秀峰区检察院向相关主管行政部门发出诉
前检察建议，并就法律适用、城区自动售货设备现
状、整改方案等问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沟
通。后者当即表示立即采取整改措施。目前，秀峰辖
区上述地点的各类自动售货设备，经过整改后干净、
整洁，并且均已贴上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信息。

秀峰检察院

开展公益诉讼

促自动售货机“持证上岗”

七星警方集中退赃

5 名市民领回

被盗电动车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白镁妮)日前，市民唐
女士来到七星公安分局组织的退赃现场，领到了几天
前丢失的两轮电动车，她很开心。唐女士的电动车丢
失不到一周，民警就将盗窃两轮电动车的男子抓获，
并追回了该男子盗窃的多辆两轮电动车。

“真没想到还能找得回，太感谢民警了。”在退
赃现场，市民王先生特意给民警送去锦旗和感谢信。
他告诉记者，半个月前他出外办事，把电动车停放在
办事地点附近，办完事出来，就发现车被盗了。他当
时觉得找回的可能性很小，抱着一线希望报了案。前
两天，接到民警电话说电动车找到了，王先生又惊又
喜。

办案民警介绍， 4 月 18 日前后，七星分局陆
续接到群众报警称有电动车被盗，七星分局合成作
战行动中心、刑侦三队民警对该案进行调查。 4 月
21 日 10 时许，民警在灵川一宾馆将嫌疑人桂某抓
获，移交刑侦三队处理。桂某有盗窃前科，在民警
政策攻心和大量事实证据下，最终如实供述在桂林
市各区盗窃 7 辆电动车的犯罪事实，并交代了 7 个
销赃的地点。

当天，七星警方向报案群众返回被盗电动车 5
辆，其余 2 辆仍在追查中，嫌疑人桂某因盗窃已被
刑事拘留。

图为失主为办案民警送去锦旗。

记者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