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下齐心 再鼓干劲 全力冲刺

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陈静)老旧无物业小
区有了门禁系统，安装了摄像头，
建立了业主微信群……一个个无物
业小区实现了有效管理。 6 月 19 日
上午，我市召开“打造星级平安小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物业
行业力量”主题交流活动，来自市
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城管委、
市住建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市物

业服务行业协会等单位的 130 余人
共聚一堂，共商桂林的平安小区建
设，为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出谋
划策。

2018 年 4 月以来，我市大力推
进平安小区、平安村屯、平安出租房
星级创建工作。经过两年的实践，全
市以无物业小区和城中村为重点开展
了星级平安创建，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在工作中普遍存在创建积极
性、主动性不够等问题。

此次会议针对星级平安小区创
建出台了实施方案，设定了三星
级、四星级、五星级三个等级，并
设置相应的评定标准，涵盖治安防
控、灾害预防、基础设施等多个方
面。要求物业企业和房产开发企业
作为星级平安小区创建的主体要积

极参与，业主积极配合，共同完成
创建工作。房产开发企业在新建小
区时，要按照标准配套建设治安防
控体系设施，物业服务企业要按照
实施方案规定的创建标准，逐项列
出所服务的居民小区缺漏项和差
距，积极向业主宣传，争取广大业
主的支持，合力开展好创建工作，
努力实现星级平安小区成功挂牌。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韦炳乐 郑长
贤)记者从桂林火车站获悉，自 2020 年 6 月
20 日零时起，桂林与全国各地一样同步实行
普速铁路电子客票。桂林所有高铁和普速列车
全面实行电子客票，旅客购票、进站、乘车均
不再提供纸质车票，可直接刷身份证或出示二
维码进站检票乘车。

据了解，2019 年 12 月 7 日起，桂林火车
站对管辖 7 站(桂林、桂林北、桂林西、恭城、阳
朔、五通、三江南站)所有动车组旅客列车全面
推行电子客票，系统运行平稳，旅客体验良好。
此次普速旅客列车电子客票的全面实施，是在
现有电子客票应用范围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大，
惠及桂林 20 对图定普速旅客列车，标志着桂

林铁路全面进入“电子客票时代”。
桂林火车站介绍，电子客票的全面实行，

由过去的“身份证件+车票”简化为持有效身
份证件实现“一证通行”，实名制核验、检
票、验票更加便捷，检票平均速度由 3 . 8 秒/
人缩短至 1 . 3 秒/人，极大提升了进(出)站效
率。不仅节约了旅客出行的时间成本，而且能
够有效防范丢失车票、购买假票等风险。值得
注意的是，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出行在购
票、进站乘车、退改签等环节将发生一些变
化，主要体现在：

在购票环节，旅客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
(含手机客户端）购票时，可自行打印或下载
“行程信息提示”；旅客通过车站窗口、自

动售票机购票时，将收到铁路部门提供的
“行程信息提示”。“行程信息提示”仅
作为乘车提示信息，不作为乘车凭证。

在进出站环节，旅客持中华人民共和
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
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及港澳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等可自动识读证件，可凭购票时使
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
闸机完成实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
旅客持户口簿等不可自动识读证件时，可
凭购票时使用的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通过人工通道完成实名制验证、进出
站检票手续。

在乘车环节，旅客须按购票信息显示的
车厢号和座位号就座。遇列车工作人员查验
车票时，旅客应出示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

旅客如需退票、改签，使用电子支付方
式购票且未领取报销凭证的，可直接在铁路
12306 网站办理；如已领取报销凭证或使用
现金购买电子客票，也可先行在网上办理退
票，可于 180 天内到任一车站完成退款等
相关手续，一并交回报销凭证。

有关实行电子客票的详细信息，市民旅
客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和相关车站公告
查询。

20 对图定普速旅客列车实行电子客票

桂林铁路全面进入“电子客票时代”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黄
帅君 文/摄)6 月 19 日，叠彩区
城管大队组织力量依法拆除圣隆社
区凤东小区内 78 个私建铁皮棚，
进一步推进社区环境整治工作，助
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据了解，此次拆除的 78 个铁
皮棚均建在居民楼栋之间，用简易
彩钢板搭建，不仅挤占公用绿地，
还严重阻碍居民出行。当天，施工
人员同时展开 3 个作业面，或机
械碾压或人工切割，于下午 4 时
拆除所有违建铁皮棚，被遮挡的树
木墙体得以恢复，拥挤的道路也变
得敞亮。

圣隆社区凤东小区共 20 栋楼
369 户，为无物业老旧开放性小
区，楼栋众多，进出人员复杂，
缺乏合法合规的停放电单车和汽
车的点位，存在供需矛盾，占用
公共空间私搭乱建现象普遍。这
不仅造成小区布局杂乱无章，还
埋下了消防安全隐患。据社区工

作人员介绍，私建铁皮棚问题由
来已久，每年社区都会对居民进
行宣传教育，对违建情况排查统
计后向有关部门反映，并配合相
关部门进行拆除。但由于建设成
本低廉，供需矛盾突出，搭建速
度越来越快，屡禁不止，问题始
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记者了解到，凤东小区已列入
叠彩区第二批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目前已经完成居民意见征集、小区
现场勘查和初步设计。下一步，社
区将配合住建部门逐步落实改造提
升政策，有序完善门禁、安保、道
路等一系列基础和配套设施，为小
区居民营造更宜居的环境。

“拆除只是解决‘毛细血管’
的堵点，下一步城管大队将积极配
合社区和住建部门加快推进整治改
造，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
居民停车难，根除乱搭乱建。”叠
彩区城管大队大队长谢崇富表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石
广 李朦)为助力我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日前，市工信局机关党委组织
30 多名党员志愿者，来到创建包联
单位秀峰区丽君街道办事处丽狮社区
丽狮山庄开展环境清扫活动。

丽狮山庄是一个无物业小区，也
是老旧小区，小区内堆积了多年的废
弃物品一直没有清理，小区围墙边破
棉被、凉席、酱缸和废弃的手推车、

纸箱、木板杂物等陈年垃圾乱堆乱
放，严重破坏了社区环境，影响了居
民生活。在活动中，市工信局党委主
要负责人带领党员志愿者，手拿锹、
铲、扫帚等工具，或清理杂物垃圾或
拔除杂草，或把影响用电安全的树枝
进行适当修剪。几个小时里，大家清
运了 10 多车垃圾。在志愿者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整个小区环
境焕然一新。

市工信局党员志愿者到

丽狮社区开展环境清扫活动

▲拆除私建铁皮棚现场。

解决创城综治难题

我市大力打造星级平安小区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陈娟)近日，多个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包联雁山区的单位，
利用周五时间，组织党员和志愿者走
进乡镇农村、街道社区，进行环境卫
生清理整治，宣传创城知识，以实际
行动参与创城。

瓦窑片区的旅游批发市场，是雁
山区柘木镇政府所在地，也是象山区
管辖区域，是两城区管理的交叉地
带。自创城工作开展以来，雁山区和
象山区以创城第一为出发点，集中力
量对这片交叉地带进行共同治理，绝
不让不文明行为在这里发生。当天，
市残联等包联单位和两城区政府共组
织近百人的文明清扫队伍，整治卫生
死角，清理乱贴乱画的牛皮癣广告，
纠正乱停乱放的车辆等，同时还进家
入户发放创城知识宣传单，倡导居民
商户共同参与到创城活动中来。

“创建文明城是我们桂林人民的
共同责任，不分你我。”柘木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合心合力，把工作抓
实抓细抓落地，确保两个城区管理交
叉地带干净、整洁、有序，让文明之
花在这里绽放。

雁山区大埠乡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也得到包联单位的大力支持。当
天，大埠乡政府和包联单位桂林市医
疗保障局党员干部联合行动，在陶家
村委西头村整治环境、宣讲创城知
识，进一步提升创城工作群众知晓率
和参与度。

西头村位于著名景区愚自乐园旅
游通道必经的路口。党员志愿者们聚
焦西头村在创建中存在的问题，利用
横幅、大喇叭宣传市民文明公约等，
引导群众自觉维护家园、维护旅游通
道环境秩序，让共建、共享、共维护
的理念深入群众心中，号召每一个大
埠人成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拥护
者、参与者。

作为大埠乡创城包联单位，桂林
市医疗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
同包联城区，及时对照市区两级创城
办在实地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做好整
改和跟踪，精准对照测评标准和要
求，巩固既有成果，狠抓薄弱环节，
确保完成好各项创城任务。

当天下午，市医疗保障局和大埠
乡近百名党员志愿者齐心协力，清垃
圾、整秩序，共清理杂草、垃圾近 3
吨。

雁山区包联单位

积极行动共同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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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龙建成)6 月
19 日下午，桂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联合市
消防救援支队，在位于铁山工业园的 LNG
(液化天然气)储备东站举行液化天然气泄漏
应急抢险演习活动。

当日 15 ： 30 ，演习开始。记者在现
场看到， LNG 储备东站突然出现白色烟雾
状气体，模拟液化天然气泄漏并伴有气化扩
散，引发警报。场站工作人员迅速通过监控

系统确定泄漏点，启动泄漏事故应急处理
预案，并切断相关阀门，向公司上报泄漏
情况，同时向 119 报警。现场人员穿戴防
冻服和正压式呼吸器在核实现场状况。
15 ： 35 ，桂林新奥燃气公司立即启动场
站泄漏一级应急预案，并组织应急组赶赴
现场。站长组织站内人员全部疏散，并组
织路段警戒。 15 ： 40 ，桂林新奥燃气
公司应急抢险队及桂林市消防救援支队到

达现场后，立即开展联动应急救援抢险任
务。 16 ： 10 ，经消防部门及现场抢险
应急救援人员对突发事件进行救援控制，
泄漏液化天然气安全散发。最终突发事件
得到有效控制，桂林新奥燃气公司通过更
换垫片保压合格后恢复生产。

演习结束后，主办方认为，此次演习
按照“符合国家规定、切合企业实际、注
重能力提高、确保安全有序、行动优先”

的原则，达到了预期效果。
此次演习由桂林市人民政府、七星区人

民政府、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桂林市城
市管理监察支队主办，桂林市消防救援支
队、桂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承办，桂林市消
防救援支队、桂林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晟通
燃气公司、物资仓储公司联合参演。

新奥燃气联合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应急预案演习

保护母亲河
争做“河小青”

2020 年桂林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志愿环保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周玉田)6 月 20 日上午，
由桂林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青团桂林市委员会、桂
林银行主办的“保护母亲河，争做‘河小青’——— 2020 年
桂林青少年保护母亲河志愿环保行动”启动仪式暨漓江
环保基金捐赠、鱼苗放生及植树活动举行。

在冠岩景区举行的捐赠仪式现场，桂林银行向桂林市
青少年“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捐赠 45 万元。随
后，青年志愿者代表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发出环保倡议。

据了解，“保护母亲河——— 漓江”环保基金由团市
委、桂林银行及桂林日报社于 2007 年共同发起成立，
客户每持漓江卡在 POS 机上刷卡消费一次，桂林银行
就从手续费收入中捐出 0 . 1 元注入基金，目前捐赠已
超过 436 万元。同时，该基金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吸纳
社会资金，推广与漓江相关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的各类活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团广西区委、市人
大、团桂林市委、桂林银行相关负责人、市政协委员和
市青联委员、桂林青少年志愿者和各界青年代表，共同
将桂林银行捐赠的鱼苗投放漓江。随后，参加启动仪式
的人员在漓江边共同开展植树活动。

当天活动由桂林市青年联合会、共青团雁山区委员
会承办。

▲青年志愿者将鱼苗放入漓江。（团市委供图）

叠彩城管：

整治背街小巷 疏通“毛细血管”堵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桂林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苏展)北京新发地
农产品批发市场疫情发生以来，农贸市场、果
蔬批发市场如何防疫，成了公众关注的热点。
6 月 18 日，记者从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了解
到，目前该市场已向经营户推送“ 5 条措
施”，坚决遏制疫情的蔓延势头。

记者注意到，在市场规定的“5 条措施”中，

明确市场内禁止聚众打牌、饲养动物、宰杀活
禽，并要求经营户在规定时间开展全面大扫除。
如果未按要求开展大扫除的经营户，将会被处
以 2000 元的罚款，并停业整改。

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负责人崔萌佳告诉记
者，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是桂北地区唯一的大
型农产品一级批发市场，同时也是湘桂黔三省

区果蔬流通的重要枢纽，承担着桂北地区
90% 的果蔬交易量，平常进出的外地车辆
多，跑运输的司机往来也很频繁。为了保障
市民“菜篮子安全”，同时牢牢守住疫情防
控底线，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采取了上述严
格的防疫措施。

那么，疫情是否会影响到我市果蔬正常

供应？崔萌佳明确表示目前不会有影响。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市场每日果蔬成交量在
3000-4000 吨。外来车辆(大型重卡)在 100
台左右，外地货商每日有 400-500 人。市
场每天都会对仓位进行严格消杀，并对所有
车辆、外地来桂入场人员开展严格排查，保
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五里店果蔬批发市场筑牢疫情“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