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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创城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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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陈佳琼）
自创城百日攻坚开展以来，临桂区临桂镇
牢固树立“创建工作永远在路上”的思
想，扎实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五大攻坚
行动，在创城中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实践
新的方式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为切实抓好创城工作，临桂镇创新设
立了乡镇一级的“创城工作办公室”，由
主要负责人挂帅，并安排专人负责创城各
项工作。下设 16 个工作组，各组分别由
1 名班子成员担任组长。特别成立督查

组，督查卫生和工作人员上岗情况，实行
“每天督导、三天一通报、一周一例会、
半月一约谈”的督查模式，划分责任区域
压实责任，进一步提高干部职工“创城”
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此外，由城管中队成
立突击组，常驻庙岭市场，负责维持市场
秩序以及周边车辆有序停放，并随时支援
各组突发情况，解决创城难点、重点问
题。

镇上，乱张贴、涂写的小广告五花八
门、无孔不入，墙面、路面、电线杆、小
区楼道等都留下痕迹，严重影响镇容镇

貌，有损临桂镇形象。为切实消除小广告
顽疾，临桂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小广告清
理工作，铲除地面小广告，粉刷墙体小广
告，清理粘贴的各式小广告。他们先后雇
佣 6 个工人对镇区各种小广告进行地毯
式清理，随身拿着铲刀、刷子等工具，做
到随见随清，并按统一标准对墙面广告进
行粉刷。

另外，工作人员对非法小广告信息进
行采集和上报，由派出所等部门采取教育
与处罚相结合的措施，依据《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七条，对

违规商家进行处罚。此外，协议电信、
移动等运营商对非法小广告的联系方式
进行封号处理。

在“堵”的同时，临桂镇还加强了
“疏”的工作力度，增加便民宣传栏的
数量，装订在显要位置，为有需要的群
众张贴宣传信息提供平台，引导他们集
中张贴。同时，创城工作人员在宣传教
育的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到
城市管理中来，对发现有粘贴、喷涂小
广告的行为及时制止并举报，从根本上
改善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蔡召雄）日前，桂林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国资委分中心揭牌仪式举行。市国资委号召全市国
资国企，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保障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中心、所、站活动有序开展，将分中心真正打造成为国
资国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园地、意识形态阵地和精神文明建
设基地；通过创新形式开展实践活动，把实践活动融入到企业
改革发展进程中，不断开创桂林国资国企精神文明建设新局
面。

今年以来，市国资国企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紧扣时代脉
搏，在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广大国资国企志愿服务人员成为
最美逆行者，他们在做好本单位和自身防疫的前提下，还深入
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为桂林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国资
国企力量。在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国资委机关党总
支及各企业积极开展进社区访民情活动，传播党的声音，培育
文明新风，同时为无物业小区清扫垃圾、清除小广告等，并帮
助象山区同心社区解决创城工作中急需的办公用品，价值
10000 多元。市交投集团与市公安局便衣警察支队联合开展
“全城动员 全民参与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主题宣传活动，
在各主要公交站点维护乘车秩序，倡导文明出行，发放文明手
册 1500 多份。市文体集团志愿服务队长期坚持周六在临桂新
区文化广场为市民游客播放免费电影，经常组织志愿服务队到
园博园开展植树活动，积极参加民俗文化活动等。

市国资委新时代文明实践

分中心挂牌成立
临桂镇创新创城工作

“妙招”频出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于梅
英 文/摄）近日，象山区平山街道大风
山社区收到一面红彤彤的锦旗。“创城为
民，排忧解难” 8 个金灿灿的大字，写
出了赠旗人的心声。

故事还要从大风山社区下辖的桂林市
毛纺厂小区开始说起。毛纺厂小区位于桂
林市象山区甑皮岩路 1 号万福路口，小区
共有 25 栋 566 户居民，是典型的无物业
管理老旧小区。小区里失业人员多、低收入
家庭多、无劳动能力的困难残疾人也多。入
汛后，连日暴风雨致使小区内两棵原本枯
死的大树枝干腐朽松动，枯枝时常掉落下
来，不是砸到行人就是砸到过往的车辆。当
获悉这一情况后，大风山社区立即组织人
手前往小区，对两棵枯树腐朽的枝叶部分
进行清理，保障过路行人和车辆的安全。住
在社区里的张大爷逢人便说：“这创城‘创’
得好哇！感谢社区设法及时帮我们小区清
理枯树，这下不用担心被砸到了！”

创城攻坚战打响后，大风山社区抓住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契机，将“创城为
民、创城靠民、创城惠民”精神落实到细
微之处，倾听民情民意，为居民纾忧解
难。多次组织社区志愿者、爱心企业为该
小区居民提供各式各样的志愿帮扶活动。

家住毛纺厂一期安置房 3 栋的黄姓
两姐妹患有先天性肢体残疾，无劳动能力，
生活起居需要妈妈专门在家照顾。一家人
的生计全靠政府低保救助和其父打零工维
持。2017 年 6 月，黄姓姐妹的父亲突患急
性肾病住院，自费花了近 2 万元，让这个
原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社区得知后，
立即多方跑动，设法为其筹得 1 万元善款。

“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创城的事
就是社区的事。”社区负责人说，像清理

枯树、帮扶贫困居民的
故事还有很多。社区工
作人员经常是看到工
作群里居民发了一条
请求，一个视频，就
马上赶赴现场处理。
能现场解决的马上解
决，解决不了的带回
来大家一起解决。让
事事有回应，件件都
落实，把创城工作做
到居民心坎上，才能
调动社会各界自觉参与
创城的积极性，提高居
民群众的满意度，为全
市创城工作加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绩效考评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机关绩效考评

社会评价的公告
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各市和自治区直属机关完成年度任

务、履行职责情况的满意度，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
室委托自治区社情民意调查机构，于 2020 年 7 月，通过电话
访问、微信朋友圈线上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社会评价（并于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通过电话访问、问卷调查等方
式开展社会评价）。

如接到（ 0771 ） 12340 的访问电话或评议问卷，请社会
公 众 如 实 评 价 。 也 可 登 录 广 西 绩 效 管 理 网
（ www.gxjx.gov.cn ）查询评议，或向 gxjxpy@126 .com
发送电子邮件进行评价。

社会评价监督电话： 0771-2871585
纪委举报监督电话： 0771-12388
特此公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张昕晖）非法营运行为严重影
响道路交通秩序，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城市的文明形象。琴
潭汽车客运站作为我市重要的客运枢纽，长期存在营运车辆非
法上落客的问题。

连日来，秀峰区政法委召集区创城挂点单位、市交通运输
执法支队、机场交警大队和秀峰城管大队共同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通过严厉整治非法营运行为，进一步规范和净化客运市场
秩序。在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采取“打防结合”的方式，在
严格查处非法营运车辆的同时，派出文明劝导志愿者在周边道
路、路口值守，提醒司机勿在路边非法拉客，并对乘客进行宣
传教育，说明非法营运的违法性和危害性，营造自觉抵制乘坐
非法营运车辆的社会氛围。交警部门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周
边摄像头实现互通共用，全面提升路面监控力度。

秀峰区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不仅查处
了一批非法营运车辆，也将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
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同时，也希望广大司机、乘客遵守
法律法规，不在非指定地点揽客、落客，养成文明出行的良好行
为习惯，共同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秀峰政法委：严整非法营运

助力文明创城

本报讯（记者陈张 通讯员陈丽红）
日前，秀峰区榕湖社区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创城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当下，榕湖
社区已有 10 名注册志愿者加入到火热的
创建全国文明城的活动中。这些志愿者的
加入，为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增添了新

的活力。
家住榕湖社区的陈女士一家三口均是

注册志愿者。面对记者，陈女士坦言，参
加志愿者目的是让 14 岁的儿子更直接地
体验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那些工
作在一线职工的艰辛，从而激发儿子发奋

努力，立志向上的热情。年届花甲的马先
生夫妻俩均是榕湖社区创城活动的注册志
愿者。马先生直言，创城靠全体市民的共同
努力才行。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提升公共卫
生环境质量是每个市民应尽的职责，如果
以后不创城榕湖社区的环境仍能这样保持

下去，那才是令全体市民满意的事情。
据榕湖社区负责人介绍，该社区的

10 名志愿者有一家三口、母女、父
子、夫妻齐上阵的，他们的身影每天穿
梭在社区的大街小巷，已成为辖区的一
道风景。

榕湖社区 10 名注册志愿者为创城添活力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戴端
辉） 7 月 11 日，一个个手臂上套着“文
明劝导员”红袖标的身影忙碌在城市繁
华商业街区、核心景点景区和重要旅游
通道、广场车站码头，他们细心地清理
捡拾地面上的烟头纸屑垃圾，搀扶附近
横过马路的老人，温馨提示骑行者将非
机动车辆有序停放线内……这是市城管
支队创城文明劝导队开展志愿者服务的

场景。
为提升全民文明素质，助力创城百日

攻坚行动，市城管支队依据国家文明城创
城测评指标，根据市创城办、市城管委的
决策部署，成立了文明劝导工作队，结合
职能职责制定文明劝导实施方案，明确文
明劝导服务内容和重点巡查劝导点位，力
求通过文明劝导活动增强全民创城意识，
营造全城文明氛围，为文明城总评验收打

基础、提亮点。
创城攻坚期间，市城管支队全体城

管队员正常执勤值班统一着制服履职尽
责，整治违反城市管理法规的行为。下
班时间和节假日，他们也自觉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积极参与社区创城先锋服务
行动，深入到创城必检责任区域开展文
明劝导义务劳动，劝导不文明遛狗、随
地吐痰、乱扔垃圾、乱贴小广告等行为

人，清理捡拾烟头垃圾，共同维护干
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打造安全顺畅的
交通秩序。

市城管支队文明劝导队成立以来，
周末假日和业余时间共组织文明劝导集
中行动 18 次，纠治乱扔乱丢垃圾、不
文明遛狗、非机动车违停 3600 人次，
消灭卫生死角 82 处，出动文明劝导员
860 人次，巡查守护街道 760 条次。

市城管支队开展文明劝导志愿者服务活动

▲近日，桂林市二塘中心校组织少先队员走进万福村委开
展 2020 年创文明城志愿服务活动。孩子们分成了三组，分别
开展了清扫街道、清理牛皮癣小广告与创城问卷调查活动，用
稚嫩的双手践行着志愿服务精神，为创建文明城市助力添彩。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满秀玉 摄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大风山社区一无物管小区两棵危树朽枝被清除，居民送锦旗点赞：

“创城为民 排忧解难”

▲毛纺厂小区居民给社区工作人员送上锦旗。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王婉迪 华
夏）记者从桂林海关获悉，今年 1-5 月桂林
市共出口罐头食品 5603 . 5 万元，同比增长
3 .6％，其中出口到美国的马蹄罐头 4439 万
元，同比增长 25 .8％，实现逆势增长。

据桂林海关介绍，罐头食品是桂林主
要出口食品，桂林现有 6 家出口罐头食
品企业，主要出口有马蹄、橘子、甜玉米
等果蔬罐头，远销美国、欧盟、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据了解，桂林海关利用自身技术信息优
势，指导企业按出口目的国标准进行生产，
保障产品顺利出口；主动上门了解企业产品
出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及时通报地方政
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组织，配合做好纾困解难

工作；抓好原料备案基地管理和生产过程监
管，对出口目的国重点关注的检验项目进行
风险监控，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采取优先
查验、优先送样、优先检测等便捷措施加快
验放速度，助力罐头食品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何永芳）
日前，市妇幼保健院、恭城妇幼保健院与龙
虎乡卫生院三二一妇幼专科联盟签约揭牌仪
式举行。这标志着广西首个覆盖市县乡
（镇）三级医院及村卫生室的三二一妇幼专
科联盟正式完成组建。

5 月 11 日，市妇幼保健院与恭城妇幼
医疗系统启动了组建三二一妇幼专科联盟工

作。随后，市妇幼保健院利用三甲妇幼保
健院专业技术及管理优势，与联盟单位建
立了专家共享、技术共享、管理共享的服
务模式，帮助恭城妇幼系统建立起新生儿
日间病房，开展人性化诊疗服务，如黄疸
患儿治疗完当天就可以回家，不用与父母
分离，并解决了以往部分黄疸患儿要转到
其他县医院进行治疗的问题，给当地群众

带来极大便利。
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秦初明表示，

专科联盟与龙虎乡卫生院签约，是市妇幼
保健院、恭城妇幼保健院与该县 9 个乡
镇卫生院组建三二一妇幼专科联盟的最后
一站，标志着恭城所有的乡镇卫生院联合
起来，形成了覆盖全县的妇幼保健网络。
今后，市妇幼保健院将加强对基层村医的

培训，夯实妇幼健康三级网络，以妇幼项
目管理为抓手，提升基层医疗保障能力和
服务水平，帮助基层卫生机构加快发展，
让群众享受到医改实惠。

签约揭牌仪式结束后，市妇幼保健院
妇科、产科、儿科、内科、皮肤科等学科
专家还为当地群众开展义诊。

桂林果蔬罐头食品出口逆势增长
1 — 5 月对美出口马蹄罐头 4439 万元，同比增长 25.8％

广西首个三二一妇幼专科联盟正式完成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