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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 指引下 ———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为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解决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问题，
2019 年 9 月，我区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工作
的通知》，调整和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以下简称义教“一
补”）工作有关内容。对这一文件，自治区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问：请介绍一下《通知》出台的背景。

答：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
活补助工作是义务教育保障战役的重要内
容。《通知》未出台之前，我区义教“一补”对象
主要为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制学生，而有一些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孩子选择非寄宿或就
读于非寄宿制学校，就无法享受到生活费补
助。为了建立健全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
学前到高等教育资助政策，我区积极落实教
育部有关文件精神，在 2019 年 9 月出台了
这份《通知》文件，要求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从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执行。
问：《通知》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答：《通知》最大亮点就是扩大义教

“一补”对象范围，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
卡学生、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
学生等四类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纳入生活
补助范围。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学生生活补
助标准为寄宿生标准的 50% ，即小学每生
每年 500 元，初中每生每年 625 元。本次
扩大补助对象范围意味着义教“一补”政策
达到两个百分之百，一是“一补”政策义教
学校覆盖面达到 100% ，二是“一补”对象
建档立卡学生覆盖面达到 100% ，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问：怎么理解《通知》中提到的“动态
管理”、“学籍地为主、户籍地为辅”的资
助原则？

答：《通知》明确了义教“一补”两个

资助原则，充分体现了“以生为本、精准施
策”的具体内涵。一是动态管理原则，对因
扶贫动态调整、辍学劝返回校等符合资助条
件但错过集中申请发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
庭子女按程序做到“随到随补”，所需资金
由当地财政承担。二是“学籍地为主、户籍地
为辅”原则，对在区内跨县（市、区）就读的义
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统一按学籍
地原则进行补助；对跨省（区）就读的义务教
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核实未在外省

（区）就学地享受资助政策的，由户籍地政府
参照国家补助标准发放生活费补助。

问：《通知》出台以后，全区义教“一
补”资助人数和金额相较于出台之前分别提
高了多少？

答：《通知》出台以来，在全区各级学生资
助部门共同努力下，我区均按时在春季 5 月
30 日、秋季 11 月 30 日前对符合条件的学生
全部发放义教“一补”资金。《通知》出台后的

2019 年秋季学期已完成发放义教“一补”
资金 9 . 47 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96 . 2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学生发放金额
3 . 7 亿元，资助 94 . 8 万人；相较于《通知》
出台前的 2019 年春季学期，“一补”发放
金额增加 1 .04 亿元，资助人数增加 41 . 12
万人，其中建档立卡学生发放金额增加
9100 万元，资助人数增加 35 .84 万人。

问：下一步我区将如何推进义教“一
补”工作？

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监督指
导力度，要求全区各市县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和学校将义教“一补”受助学生信息及
时录入精准资助系统，定期与扶贫、民
政、残联等部门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
份进行数据共享和信息比对。若发现有符
合条件遗漏未受助学生，立即给予资助，
确保我区脱贫攻坚义务教育保障战役得到
不折不扣落实。 (据《广西日报》)

□本报记者刘健 文/摄

车田苗族乡地处资源县西南的越城岭脚
下，全乡有 11 个“十三五”贫困村，其中
6 个深度贫困村，共有贫困户（含退出户）
2 8 5 8 户 1 0 9 6 3 人 ， 贫 困 发 生 率 为
37 . 89% ，是资源贫困人口最多的乡镇，也
是全区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 2016 年，全县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
程，依托县城、产业园、重点镇安置，安置
点建设选址在有利于促进当地居民就业及生
活更便利的地方。我们枫林阁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小区就在县道旁，距县城 25 公里，附
近有商场，还有幼儿园和小学。目前修建住
房 3 栋，已有 177 户 884 人入住。”车田
苗族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以前真没想到自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
子，不仅有电梯，而且周边生活设施都很齐
全，我觉得很幸福。”近日，“千名记者一线行”
采访团记者走进枫林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
区，贫困户们无不感慨地对记者说。

“这些入住的贫困户不仅有车田苗族乡
12 个行政村的贫困户，还有从两水、河口

搬来的贫困户。这些贫困户住进了新房，生
活环境大大改善，但要让他们有生计、能致
富，还得着眼后续扶持。”车田村第一书记
黄勇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枫林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小区还引进了资源海翔鞋业有限公司建设扶
贫车间。在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
紊地工作着。

“以前我家里住的是木屋，一到下雨
天，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居住条
件很差。家里也就靠种植西红柿、打零工赚
钱，每年的收入也就一万元左右。如今，我
和家人搬进了 120 平方米的新房子，家的
楼下就是上班的地方。每个月还有 1600 元
左右的工资，孩子读书也方便多了。”车田
苗族乡石寨村贫困户段桂芳说。

如今，像段桂芳一样在扶贫车间上班的搬
迁户有 25 人，扶贫车间对他们进行了专业的
技术培训。此外，小区附近还有一个食用菌种
植基地。这是车田苗族乡通过粤桂帮扶资金打
造的扶贫产业园食用菌种植加工基地，同时也
是该乡为实现易地搬迁群众后续帮扶就业的
一个举措。如今，车田苗族乡只剩 32户 93人
未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 0.4%。

□本报记者胡逢超 文/摄

白墙灰瓦的房屋错落有致，木质台阶直通漓
江，蜿蜒的沿江步道从竹林间穿过，一艘艘竹筏
整齐地停靠在江边……走进雁山区草坪回族乡潜
经村，仿佛置身一幅山水画中。

“山多田少水深”的潜经村是“十三五”贫
困村，有贫困户 116 户 450 人。虽然农业发展
颇为不易，但潜经村一直有着山清水秀的旅游资
源，村内 100 多座回族古建筑保存完整。但由
于基础设施不完善，这些景观以前并没有引来大
量游客。

2015 年以来，随着漓东百里生态长廊建设
大力推进，草坪回族乡针对潜经村交通不便这一
薄弱环节，投入 5000 余万元，对碧岩阁村至草
坪镇区公路进行扩建，从原有的 5 米宽扩大到
10 米，两侧修建了 2 .25 米宽的骑行慢道，成为
桂林第一条骑行景观公路。与此同时，潜经村抓
住机遇，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驿站、古
村寨修复等一系列工程先后完工。改厨改厕、风
貌改造、污水处理、村道硬化等一系列民生工程
随之展开，路变宽了，水更干净了，房子更漂亮
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17 年，潜经村被评

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道

路变宽，房子变美，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潜
经村“第一书记”于海跃告诉“千名记者一线
行”采访团记者，围绕乡村旅游，该村不少村民
办起了“农家乐”，销售土特产，碧岩阁驿站里
政府免费安排的小摊位、漓江上的竹筏成了贫困
户脱贫的新渠道。

2015 年，雁山区对辖区内漓江排筏进行彻
底整顿，成立营运公司，买下全部排筏，村民经
过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成为漓江上的竹筏
工。“平时在家做农活，轮到我了，我就来码头
做事。按照正常情况，每个月有 2000 多元的收
入。”潜经村贫困户白元林说。

此外，潜经村党支部依托“漓江竹筏游”旅
游型扶贫车间，还为贫困户争取到票务、安保、
保洁、筏工等 50 多个岗位，设立了 36 个旅游
商品销售摊点，免费供贫困户使用。

据统计， 2019 年，该扶贫车间向贫困筏工
发放工资 30 余万元，实现每户增收 9000 余
元。通过发展特色乡村旅游，潜经村脱贫致富的
路子越走越宽。

图为筏工白元林正在对竹筏进行检查。

资源县车田苗族乡：

易地扶贫搬迁“迁”来幸福生活

雁山潜经村：特色乡村旅游铺就脱贫路

扶贫政策解读 政策扩面，建档立卡户学生资助全覆盖

▲搬迁来的贫困户只需乘电梯下楼，就可以到扶贫车间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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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苏展）为打赢蓝
天保卫战，更好地保护环境，近年来，我市
整体布局、统筹推进城市充电网建设，积极
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记者从市交通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于去年
10 月中标我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特许经营权以来，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加快项目建设。截至 6 月 30 日，已完
成 25 个充电站建设，建成充电终端 483

个，每天可为 4000 余台新能源纯电动车提
供充电服务。

据了解，为推进项目建设，市交投集团
组建了市鼎晟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该
公司围绕城市规划，积极打造桂林 2 . 5 千
米充电生态圈，依托世界领先的电动汽车群
智能充电系统先进技术和桂林出行网平台系
统优势，打造桂林“智慧慢充桩+大功率快
充站”充电设施体系，建立桂林城市级的群

管群控、有序充电的智慧充电网络，并先后
与特来电、星星充电、南网电动、科陆、许
继、比亚迪、蔚来、威马等国内知名上下游
供应商及四川神马、滴客、响响等网约车平
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市交投集团相关人士介绍，按照我市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
2019 年至 2025 年，鼎晟公司将投资 5 . 6
亿元，在全市公共区域建设公交专用充电

设施、出租车专用充电设施、市政专用
充电设施、物流充电设施、客运充电设
施、公共停车场专用充电设施和机械立
体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充电终端共计
4417 个。下半年，公司将以公共机构、
景区、酒店、公共停车场等为重点，分
批开展建设，力争今年完成 900 余个充
电桩建设目标，为全市新能源汽车提供
更好的充电服务。

市交投集团投资 5.6 亿元 建设充电终端 4417 个
目前已建成充电终端 483 个，每天可为 4000 余台新能源纯电动车充电

本报讯（记者陈娟）7 月 15 日下午，2020 年桂林市直属
民办初中电脑随机派位录取仪式在桂林中学临桂校区举行，
现场共摇出 2367 人名单。其中，6 所民办学校面向五城区摇
号录取 1773 人，11 所学校面向五城区外摇号录取 594 人。

下午 3 点，在桂林中学临桂校区学术报告厅，公证员
现场启封电脑。工作人员安装电脑设备及电脑随机派位软
件，并将各校报名名单导入电脑随机派位系统。根据网上报
名信息统计，本次全市网上报名民办学校 9238 人次。

根据相关方案要求，参与网上招生的公、民办学校在报
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数时，须通过电脑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
全部招生计划数；报名人数少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时，直接录
取全部报名学生。

按照之前各民办学校抽签录取顺序，经现场摇号派位，
宝贤中学录取 418 人，国龙外国语学校录取 609 人，桂电
中学录取 359 人，广西师大附属外国语学校录取 112 人。
由于学生可以同时填报 3 个民办初中志愿，当其中任意一
个志愿被录取后，其余 2 个志愿将自动从相应学校报名名
单中删除。因此，录取顺序靠后的宝湖中学和尚贤学校出现
了报名学生数少于招生计划，最终无需实行摇号录取。当
天，宝湖中学共录取 251 人，尚贤学校录取 24 人，不足的
部分将在补录阶段实施补录。

此外，桂林市德智外国语学校、奎光学校、任远学校、
首附中学、豪文学校、城楠中学、阳光中学、智谷东方外国
语学校等 8 所民办学校五城区报名人数未超过招生计划
数，因此 8 所学校五城区招生实施直接录取，无需摇号录
取。

随后还进行了各学校在五城区外招生的摇号录取， 11
所民办学校共录取 594 人。

目前，各学校录取名单已扫描上传到学校网站向社会公
布。据悉，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将于 17 日上午进行
补录报名，未被摇号录取的小学毕业生可继续参加报名。

市属民办初中集中摇号录取 2367 人

未完成招生计划学校

17 日上午补录报名

我市旅游业界

积极备战

“暑期游”市场
（上接第一版）各大景区景点也在紧锣密鼓地抓紧提升

改造，以新的面貌提供给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古东景区负
责人表示，夏季是景区旅游的旺季。他们已经对景区内的溜
索进行了改造，对滑道进行更新，给游客更好的滨水游玩感
受。东漓古村景区负责人介绍，东漓古村针对前期游客喜欢
的手工体验区域进行空间改造，增加非遗体验中心和创作营
两大区域做传统和现代作品展示和体验，让游客特别是亲子
游游客能在景区内多些亲子互动。

两江四湖景区目前正在设计新的产品，结合现在暑期市
场客源的需求，把景区跟一些酒店打包，邀请网红在网络上
做直播带货推广。

遇龙河景区公司副总经理赖玉芬介绍，今年上半年，遇
龙河景区公司对景区硬件设施进行了改造和修缮，对绿化区
域进行了全面提升，并每个季度给员工安排培训，苦练内
功。得知恢复跨省旅游团队游的消息，景区上下很振奋。
“进入 7 月以来，景区每日接待游客量达 2000 多人。我们
对阳朔的旅游复苏是有信心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阳
朔旅游，阳朔遇龙河欢迎你们。”

各大酒店也推出了暑期主题的优惠活动。桂林香格里拉
大酒店全面落实客人抵店测体温和信息采集工作，店内配备
了一次性医用口罩、体温检测设备、消毒用品等防护用品，
在用餐、健身、 SPA 等体验中推行“限量、预约、错峰”
等措施，已经全面准备好迎接跨省旅游开放新时机。当前，
酒店为游客特别推出了夏令营套餐，开售短短几日预定火
爆。酒店康乐和 SPA 项目为旅行团推出了团队优惠，酒店
的民俗表演及康乐活动也已经陆续恢复。

跨省游放开对广大导游员来说，也是翘首以盼的好消
息。市导游协会会长余芳说，全国跨省旅游放开后，作为行
业组织，他们将加强对导游的培训工作，通过网上培训，提
升导游自身的综合素质，勤练内功，夯实基础，为旅游业的
全面复苏蓄力储能。同时，指导导游掌握必备的疫情防控常
识，指导游客旅游期间做好自我保护的各项措施。目前桂林
正在全力创城，他们也会加强对导游的文明旅游宣传和教育
工作，在接待过程中引导游客文明旅游。

▲为有效提高贫困群众对脱贫政策的知晓
率和脱贫工作参与度，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
效，连日来，灌阳县在各乡镇开展了一系列争
当脱贫攻坚“明白人”活动。图为近日在灌阳
镇秀凤村孔家屯开展的争当脱贫攻坚“明白
人”集中交流活动现场。

通讯员蒋人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