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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齐心 再鼓干劲 全力冲刺

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胡思进 杨
得春）夏季来临，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夜市
摊点及客流量逐渐增加。为进一步加强夜市
摊点食品安全，有效预防和遏制各类食品安
全事故的发生，助力我市创城工作，近日，
临桂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仙湖路、

桂康路等 4 处的夜市摊店进行了专项整顿
检查。

此次行动中，执法人员主要检查夜市经
营摊店食品加工场地的设备设施、卫生状况
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食物来源证据，防
蝇、防虫、防尘设施是否落实，以及经营者

及从业者的个人卫生状况、是否悬挂统一
的食品安全监督公示信息，等等。当晚，
执法人员共计检查夜市餐饮摊店 76 家，
检查情况表明，这几处夜市摊点经营正
常，加工场地及卫生状况基本符合食品安
全卫生要求，但是存在防蝇设施及摊店从

业人员健康证不齐、场地污染、多个摊点
无证照经营混入其中等问题。

针对存在的问题，执法人员逐一向经
营者耐心讲解，要求立即改正，当时无法
改正的限期解决，同时特别要求各摊店要
保证场地卫生整洁，如场地污染而不及时
清理的将责成停止经营。此外，执法人员
还对 16 个无证照摊点发出办证通知书，限
期要求办理证照，超期未办理的不允许经
营。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刘赵城）“您的
舞姿翩跹，音乐如果小声点儿，就更美了！”6 月 12
日一大早，带着红袖套的秀峰区文化馆志愿者来到
滨江路，对广场上的“舞林高手”们开展劝导，倡导文
明锻炼，让翩翩舞姿为城市增色。

6 月 11 日，秀峰区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其
中就有广场舞这一项。由于风景绝佳，绿树成荫，
滨江路段成为舞蹈爱好者练舞的胜地。清晨和傍
晚，这里都会聚集一个个民间艺术团体，或起舞，
或弹唱，俨然已经成为了桂林的文化印记。然而，
广场舞喇叭发出的噪声，已经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

了困扰。在创城“百日攻坚战”拉开帷幕后，秀
峰区决定将广场舞纳入整改范围。将实行定时、
定区域管理制度，对毗邻生活区的区域，中午
12:30-15：00 、晚上 21:30-清晨 7:30 两个时
段将不能跳广场舞。特殊时段，如中、高考等将
采取临时管控。同时，在青禾美邦、滨江大道等
区域划分专门跳广场舞的区域。

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广场舞的管控，不是
辖区不让大家跳广场舞，相反还鼓励大家多开展
文化艺术活动。但要实行定时、定区域管理，才能
够在举手投足中尽显山水名城的文明与优雅。

临桂区整治夜市“动真格”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记者从桂林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获悉，前 5 月，经开区各项
主要经济指标实现逆势飘红。统计数据显示，
1 至 4 月，经开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8 . 17% ，高于全市 14 . 67 个百分点。
1 至 5 月，经开区 8 个自治区层面统筹重大项
目完成投资 16 . 03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 60 .2% ；共新引进 16 个项目，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 7 个，完成年度计划的 35 . 6% ；完成
标准厂房施工面积 25 . 64 万平方米，完成年
度计划的 43 .6% 。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全球经济
造成严重影响。桂林经开区一方面努力克服疫
情的不利影响，加快复工复产，加大防疫物资
生产力度，催生一大批医疗产业，其中疫情期
间引进恒保防护医用手套二期扩建项目、优尼

康通年产 7 亿个 KN95 防护口罩项目等 7
个医疗项目，总投资额达 3 . 6 亿元，预计
形成产值 13 . 2 亿元，为桂林、全国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经
开区围绕“聚集四大产群，推进‘五大’融
合，营造七大环境，建设十一大项目”的工
作思路，以激发对外经济活力和壮大产业实
力为重点，以创新园区管理机制为抓手，着
力推动开放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促
进对外合作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双提
升”，加快建设“五产”融合的国家级经开
区，有力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在项目建设方面，经开区积极发挥项目
建设支撑带动作用，根据产业类别和空间布
局，建立完善“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名领
导一个指挥部、一个指挥部一个工作专班”

的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三合
一”跟踪服务保障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人，
以项目投产为目标，列入绩效考核，加快推
动各重大项目建设。同时，围绕企业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
加快项目落地，进一步提升园区效率。加强
企业培育，积极为企业向上争取资金和政策
支持，鼓励引导现有骨干企业实施技术改
造、智能化改造提高效率扩大生产，支持存
量规下工业企业提升竞争力，扩大生产和销
售规模，实现“小升规”。深化“家人式”
企业服务工作，帮助企业在招工、高层次人
才聘用、融资、税收优惠、科技创新、物
流、信息化改造、子女就学、医疗保障等方
面做好服务。经过一系列努力，前 5 月，
经开区 7 个市领导跟踪服务重中之重和重

大项目完成投资 10 . 895 亿元，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的 60 . 5% ； 162 个经开区领导跟踪
服务推进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4 . 85 亿元，
同比增长 13 . 6%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37 .4% 。

经开区还强化精准招商，将重心放在补
链条、育龙头、聚集群上，围绕“一部手
机、一辆汽车、一条子午胎、一个罗汉果”
四大主导产业集群，依托园区龙头企业、链
条骨干企业，积极对接引进其合作伙伴及上
下游产业链。成功引入吉林钰翎珑公司整厂
搬迁入驻经开区，新引进了投资额 15 亿元
的新桂轮橡胶产业园项目、投资额 1 . 8 亿
元的桂林市固废危废处置中心项目、投资额
1 亿元的力源粮油活禽宰杀加工项目等一批
重大项目。

前 5 月桂林经开区主要经济指标逆势飘红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蔡厚军） 6 月份以来，
我市连降大暴雨、特大暴雨，导致阳朔、荔浦、平乐等县
（市、区）受灾，农业生产损失严重。记者近日从市农业
农村部门获悉，市各级农业部门已派出近千名农业科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减少灾害损失。
截至目前，全市已下发灾后管理技术资料 2 万余份，组织
灾后恢复生产培训 20 余场次。

据介绍，灾情发生后，市农业农村局立即下发了“关
于切实抓好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的通知”，同时印发了水
稻、玉米、柑桔、葡萄、蔬菜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方
案，要求各县区立即行动，组织专家、技术干部深入田间
指导、帮助农民群众恢复生产；组织了农业农村综合发展
中心、植保、经作等单位专家，针对不同受灾程度、不同
受灾作物情况，分赴受灾县区，分类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
作。

农业专家们建议，被洪水浸泡过的农作物和果树要及
时清除叶面上和果实上附着的淤泥，改种补种其他作物，
确保产量不减效益不减；尽快做好水毁农田设施的修复，
疏通沟渠，做到排水畅通，以防再次出现洪灾因排水不畅
造成再次受灾，同时要加强田间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减少损失；各级农业部门积极争取抗灾救灾及灾后恢复生
产资金，尽快恢复生产。

我市近千名农技人员

奔赴受灾一线
指导灾后农业生产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免费测
血糖、量血压，义务理发、中医坐诊、法
律咨询…… 6 月 15 日，七星区民政局、
广西仁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市法律志愿
者协会联合毛塘路社区在辖区开展以创城
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日活
动。

活动现场根据行业特点和组织特色，
开展义务理发、医疗检测、中医坐诊，法律

咨询等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在当
天的活动中，志愿者还为一些行动不便
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志愿者们用自
己的行动宣传创城工作，为创城助力。

“太谢谢你们了，还特意上门帮我
理发。”今年 89 岁的李奶奶高兴地
说。她腿脚不方便出不了门，之前受疫
情影响她一直没有理发，这次的上门服
务让她很满意。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公交
车是城市文明窗口，是展示城市形象的平
台。目前我市公交系统的创城工作正如火如
荼开展。记者从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获
悉，近段时间该集团围绕目标任务，巧用
“加减法”工作方法，认真做好创城这道考
题，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介绍，在 2020 年创城工作中，桂林
交通控股公交集团按照创城测评要求，持续
加大公益广告的投入，目前，公交站亭刊发
公 益 广 告 宣 传 占 候 车 亭 广 告 橱 窗 的
30 . 2％ ，达到了每个公交站点至少有一块
公益广告的要求，营造了良好的创城氛围。
同时，集团还加大督导力度，将创城工作任

务细化分解到每个职能机构、每一条线
路、每一辆车，每一个人，通过上下联
动，保证运营车辆上语音报站器、 LED
显示屏正常使用，车厢内展板、标识内容
规范，车窗、座椅、地板卫生整洁，驾驶
员文明礼让。通过做“加”法，为乘客提
供安全、舒适、便捷的乘车环境，提升公

交文明服务形象。
近期，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围绕公

交站亭、公交车厢、公交车身破损、错
漏、不雅广告等进行专项检查和整改，分
两次对 142 块老旧、过时的公益广告进行
下架、更新，下一步还将继续加大对公益
广告的检查和整改，确保创城宣传工作持
久有效。通过“全天候”“全方位”的检
查、整改，做好“减”法，保障营运车
辆、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桂林公交：做好“加减法”解创城难题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唐小飞）日
前，市城管委系统创城包联小组及创城工作
专班，对象山、秀峰、七星、叠彩 4 城区
部分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老旧小区的市容
秩序、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情况进行督察检
查，现场提出整改措施，推动创城各项工作
落实落地。

督查组先后来到七星区七星路（原大圆

盘—七星公园后门）、龙隐路及背街小巷、老
旧小区，中山路公司自由路、解放桥匝道，叠
彩区凤北路、三皇路及老旧小区，秀峰区三多
路、湖光路及背街小巷，象山区南环路、民主
路及背街小巷、老旧小区进行督察检查。

经实地检查发现，七星区七星路人行道
破损，街面有烟头乱丢，解放桥下穿通道小广
告乱贴、三轮车乱停放，叠彩区三皇路盲道断

头、三轮车侵占盲道，象山区南环路物业小区
杂物垃圾乱堆放等市容环境问题。

督查组要求市城管支队直属各大队加强
督察，配合相关责任城区强化整改，确保不
反弹回潮。个别主次干道人行道板砖松动，
路面坑洼不平，绿化带垃圾拾捡不及时，背
街小巷基础设施差等问题，要求专班工作人
员每个点位的问题都要做好记录、列出清

单，强化沟通对接，积极协调相关管护责
任城区或市直单位负责抓好整改落实。

下一步，根据今年创城测评标准要
求，市城管委创城包联小组及创城工作专
班持续加强督查检查力度，举一反三，不
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强化沟通对接，落实
主体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创城各项
工作任务。

市城管委创城包联小组督导创城工作

社区创城志愿服务获点赞

点
赞
台

秀峰区迅速拉开广场舞噪声整治———

滨江路上广场舞

音乐声不再扰民

志愿者正在为老人义务理发。

▲秀峰区文化馆志愿者对滨江路开展广场舞劝导。对广场舞爱好者自觉关
小音量的行为，志愿者们给他们点赞。 记者韦莎妮娜 摄

诗意桃花湾

胜似“桃花源”
（上接第一版）农村文化的挖掘提升，使“诗意桃花

湾”田园综合体的旅游资源得到丰富和拓展。不同的季
节，桃花湾则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象，使人流连忘返。“旅
游+”、“生态+”等模式，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
产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支
撑起田园综合体发展的产业体系。如今，秀峰区在“诗意
桃花湾”田园综合体内打造了 20 多家风情民宿，旅游旺
季游客爆满，淡季入住率也高达 50% 以上，古香古韵的
房屋外观与独具民族风情的装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度
假。

打好精神文明牌 提升乡风促振兴

建设田园综合体，不仅要有漂亮的乡村风光，还要有
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更要有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秀峰
区通过深挖文化底蕴，打好精神文明牌，着力提升现代乡
风文明水平。

有着“百年豆腐世家”之称的鲁家村，如今依然采用
古法现磨、人工操作，磨出的豆腐鲜嫩好吃、豆香四溢，
久享盛名。该村在村头建起豆腐广场和颇具复古情调的
“豆腐体验坊”，设有传统的豆腐磨制设施，让游客现场
品尝。鲁家村是 1986 年版《西游记》拍摄地之一。村内
的百寿园内，有 100 位书法名家书写刻成的 100 个
“寿”碑，文化气息浓郁。

而漓江书画的发源地庙门前村，则以书画文化为主，
著名漓江画派巨擘阳太阳就出生在该村。如今，该村建起
了阳太阳广场、阳太阳雕像、阳太阳故居和画家部落。该
村内 3 棵 500 年树龄老樟树，以及芦笛知青院，乡土气
息都十分浓郁。

张家村是百年傩舞文化传承地，建有傩文化广场和傩
舞文化展示馆。由村民组成的傩舞表演队，吸引了不少中
外游客前来观看。

合家村则以唐代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 官风清廉
的赵观文而闻名。

在农家书屋，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听乡贤讲古论今；在桃花湾百姓大舞台，欣赏各种文
艺表演……秀峰区通过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培育挖掘
乡土文化人才，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打通了农村文化惠民
“最后一公里”。

2011 年以来，桃花湾旅游度假区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桂林秀峰“三月三”民族歌圩节。同时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的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上，“芦笛三村”作
为现场观摩点引得各界人士点赞。

打好机制创新牌 强化举措添动力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多方参与，让田园综合体实
现了多赢”，“诗意桃花湾”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宜居
宜业、惠及各方的田园综合体建设和发展之路。

农民是田园综合体的直接受益者。秀峰区演波村村民
阳太生谈道，以前村里种植水稻，扣除种子、人工、肥料
的成本，收入很低。 2017 年，秀峰区政府主导该村引进
了常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蘑菇种植，公司投资大部分
资金，该村 50 多户村民参与进行合作种植蘑菇。合作方
式为公司出资和农户用土地入股，各占股 50% 、分红也
按 50% 计算，现在农户种植蘑菇和种水稻相比多了近 10
倍的收入。

坚持农业与农村优先，投资与引资并重，基础与产业
同步，秀峰区委、区政府通过村民土地入股，整合资源，
盘活集体经济，出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奖励资金实施办
法，设立农村经济发展基金、预留地管理办法等，通过优
惠政策、资金支持等各项扶持政策，发挥村集体和个人的
力量，激活农村发展引擎。

“芦笛三村”改造后，村民通过门面出租、整栋房屋
出租、自主经营等方式，有的合伙当股东，有的干脆自己
当老板，年收入由以前的不足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5 万元
左右。

如今的秀峰，借助“诗意桃花湾”田园综合体项目的
带动效应，这里的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他们生产活动的田园成为走向小康生活最大
的动力。随着“诗意桃花湾”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的不断
完善，加快的不仅是秀峰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步
伐，“活”起来的还是秀峰区农业的“春天”，还有秀峰
区“农旅结合、以旅强农、以农促旅”的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