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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建先锋
JI GUAN DANG JIAN XIAN FENG

□本报记者文新军 通讯员王焕喜 周凌辉

“你们社区创城包联结对单位是哪个？他们
有没有按照要求每天上下午派人到社区开展志愿
服务？ 3 个小时志愿服务的硬性要求落实得怎
么样？”“你们社区绿化程度不够高，少数居民
存在随地吐痰、乱丢烟头垃圾的不雅行为，公共
场所有乱涂、乱写、乱张贴现象，务必对标对表
立即进行整改……”这是 8 月 24 日，驻市农业
农村局纪检监察组采取不提前通知、不打招呼、
直奔社区、直插现场的方式，到驻在单位包联点
象山区平山街道将军桥社区进行突击检查，督促
驻在单位切实把创城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
落细。

自 5 月 12 日桂林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推进

会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市农
业农村局深入开展“创城硬仗当尖兵 志愿服务
展风采”创城志愿服务主题活动，以“当好战斗
队长、当好战斗尖兵、当好战斗参谋、攻好战斗
关卡、搞好战斗协同”的“五战”姿态，全力打
好创城攻坚硬仗。

创城动员大会以来，市农业农村局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认真履行责任，靠前指挥、亲力亲
为，切实当好战斗队长，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提
振鼓舞士气。为有效解决包联点在创城工作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单位负责包联点的各项测评
内容全面达标，局党组决定由转业军人出身、战
斗作风过硬的党组成员具体分管并主抓创城工
作，全程为创城工作营造战斗氛围，融入战斗元
素，注入战斗动力。该局充分发挥局机关及二层
单位 6 个党总支、 36 个党支部战斗堡垒和 476

名党员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将军桥社
区、三里店社区、甘棠社区、安新社区、横塘社
区等 5 个包联点和“双报到双服务”点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类主题活动 15 次、宣传（宣讲）类
主题活动 13 次、文明劝导类主题活动 13 次、
其他形式主题活动 7 次，广大党员志愿者的创
城尖兵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深受社区广大居民欢
迎和好评。

针对包抓联创点位存在随意粘贴小广告、楼
道存在乱摆杂物、路边车位划线不够清楚、机动
车非机动车随意摆放占用消防车道、垃圾清运不
及时等 5 类现象，各党支部带领广大党员志愿
者采取上下联动、全员出击的方式各个突破，啃
下“硬骨头”，攻好战斗关卡，并引导社区居民
积极参与创城活动，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规范自身行为，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

明人。与此同时，该局还扎实开展“我为文明城
市代言”“进社区访民情”调研走访，当好战斗
参谋，及时了解、收集、梳理和反映社区群众对
创城工作的意见、愿望和诉求，通过会议发言、
建言献策、社情民意反映等多种形式，为文明城
市创建提出 20 余条接地气、可操作的创城“金
点子”，为创城活动贡献聪明才智、提供智力支
持。“包联结对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在人力、物
力、财力上给了我们社区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前
不久，支持了我们 32880 元创城经费，给我们
解决了很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使我们的创城力量
更强了，保障更足了，效果更好了。”社区党委
书记唐文斌如是说。

市农业农村局还加强与市创城办、象山区
创城办的联络，搞好战斗协同，联合交警、城
管部门，组织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以整治农用车辆无牌无证、超速超
载、违法载人、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截至
目前，该局共出动执法人员 3527 人次，检查
农业机械 10513 台次，纠正违章 727 次，查
处无牌证行驶 109 台次，无证驾驶 72 人次，
纠正违法载人 169 台次。做到“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从源头上消除农机安全隐患，
杜绝农机事故发生，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

“创城已进入倒计时，全市农业农村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志愿者将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使命感，继续发扬不畏艰难、连续作战、
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战斗作风，再接再厉，
全面整治卫生死角，严防死守整治实效，确保
创城工作落实到位，坚决打赢创城攻坚硬
仗！”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创城硬仗当尖兵 志愿服务展风采

市农业农村局以“五战”姿态打好创城攻坚硬仗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为记录好、呈现好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
大壮举和历史进程，展现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共建美好家
园、共享幸福生活的生动实践，生动体现桂林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市委宣传部将联合桂林日报社、桂
林广播电视台开展“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作品有
奖征集活动，并将开设“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题专
栏，持续刊登优秀主题作品。

一、作品内容
生动展现脱贫攻坚、文旅融合、工业振兴、乡村振

兴、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喜人变化；讲述在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让群众满
意、使群众受益的故事；讲述个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学习、工作、生活等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讲
述个人经历和见证周边或他人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
业的感人故事。

二、征集时间
自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截止（以

收到作品时间为准）。
三、征集要求
1 . 故事必须是作者本人亲历、亲见、亲为的，可

以是自己的故事，也可以是身边人的故事，但必须实事
求是；故事要反映主题，人物形象要有血有肉、接地
气、有温度，能见思想、见精神，起到典型示范作用。

2 . 作品要求原创，且未公开发表、出版，不得抄
袭、套改。

3 . 主办方有权对投稿作品进行适当编辑处理，并
拥有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征集形式
（一）文字类：可以是消息、通讯等题材，字数 3000

字以内，并配以两张图片（注明时间、地点、事件）；
（二）视频类：用高清设备或手机拍摄的微视频，时长

5 分钟以内，格式为 MP4，视频分辨率在 720P 以上。且
保持视频清晰、内容完整。作品须配以文字说明。

五、奖项设置
本次有奖征集活动文字类和视频类分别设置一、

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 3 名，奖金各 3000 元；二等
奖 6 名，奖金各 2000 元；三等奖 10 名，奖金各 1000
元。

六、征集方式
来稿请注明“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字样，并注明作

者、单位及联系电话。文字类（含图片）报送桂林日报社，
邮箱：583364936@qq . com ，联系人：王卫红
13977399096；视频类报送桂林广播电视台，邮箱：
2874299413@qq.com，联系人：曾祥宇 17307732220。

桂林日报社
2020 年 8 月 25 日

“走向我们的小康

生活”征集启事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邓琳 邹婧

全州县凤凰镇大坪村是当年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发生地，素有红军突破湘江“第
一渡”之称，也是自治区“十三五”贫困
村。在脱贫攻坚战前进的道路上，村里有
一位变中寻新路、危中开新局，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领头雁”，让村民搭上了脱
贫致富的快车。他就叫李静。

眼下正是大棚西瓜采摘旺季，近日，
记者在大坪村李静大棚西瓜种植基地看
到， 30 多位工人正在忙着采摘西瓜，通
过田间轨道运输车将西瓜运输到上车点集
中上车，销往外地。

“这个西瓜刚种下，我们就把合同签
了，现在我们的西瓜主要发往广州、长沙

等地大型市场，销售范围也拓展到了全国
各地。”李静告诉记者，他曾在外地做建
材批发生意，看到家乡从事传统农业耕作
的父老乡亲仍然还有部分人没有脱贫，毅
然决定返乡创业，带领当地群众大力发展
种植业。 2017 年，李静开始规模种植沃
柑等优质柑桔 170 多亩。仅 2019 年已挂
果的 60 多亩沃柑让他纯收入达到 20 多
万元。

为了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李静
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当地群众
改变传统种植习惯，走农业产业化、规模
化生产的道路，抱团发展。今年，他除了
建有 30 亩优质柑桔育苗基地外，还流转
土地，种植百香果 80 亩、大棚西瓜 35
亩、香瓜 5 亩；种植中药材公司定向收
购的紫苏 17 亩。

一直以来，李静的种植基地长期聘请
15 名村民做工，农忙时节超过 30 人，使
当地村民实现“一亩土地，两份收入”，
更为当地 10 余户贫困户解决了就地就近
就业问题，实现稳定增收脱贫。

“我到大棚西瓜种植基地帮他做事，
每天有七八十元收入，对我来说已经很满
足了，而且还可以照顾到家里。”大坪村
贫困户熊翠秀说。

“这几年每年都有 30 多名群众到我
种植基地做工，其中有 10 多户是贫困户，
他们通过在这里就业实现了稳定脱贫。下
一步，我将通过合作社、扶贫车间进一步做
强做大种植产业，带动村里剩余的 5 户贫
困户实现如期脱贫。”李静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群众搭上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快车，李静还带领大坪村

村民成立了喜来旺种养专业合作社、高康
果蔬种植合作社，形成“篱笆桩”农村经
济链，辐射带动周边 40 多户贫困户发展
农业生产，帮助贫困户平均年增收 1000
元到 8000 元。 2019 年大坪村顺利实现
了脱贫摘帽。

今年，李静又带领当地群众，依托当
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红色
旅游+观光休闲农业”，帮助村里尚未脱
贫的 5 户 16 人实现如期脱贫。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们
凤凰镇以开展‘流动党旗红’为载体，以
‘种养合作社’为核心，积极开展‘四红
四有’活动，大力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和
农村经济人，大力开展种养产业，带领全
镇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凤凰镇
党委书记经军说。

致富带头人李静：

变中寻新路 当好致富“领头雁”

（上接第一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
见〉的实施意见》，着力破解市县政协基础工
作薄弱等问题。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市委会
同政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出台 6
个相关贯彻落实文件，将政协重点协商活动
纳入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署，与全局工作
一起谋划落实，在政协履职活动、协商议政、
委员提案办理、民主监督、政协队伍建设以及
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全市

政协工作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
动、各方配合、社会关注的良好局面。

黄道伟对桂林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
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
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桂林市委高度重视政
协工作，措施得力；市政府建立健全政府领导
参加政协协商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对口联系
制度，形成了政府工作和政协工作相互支持、
配合的良好格局。桂林市在贯彻落实中央和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中取得了很多

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黄道伟指出，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和自

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是一项长期
任务，需要合力推进落实。做好新时代的政
协工作，一定要坚持把政协工作纳入党委
工作全局，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
政协工作的支持，要主动加强政治协商，自
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全力支持政协参政
议政、凝聚共识。

黄道伟要求，市政协要始终坚持党的
领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
和自治区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发挥好人
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
穿履行职能全过程，“专”出特色、
“专”出质量、“专”出水平；要充分发
挥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
用，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
界代表人士；要建立健全政协工作制度机
制，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和履职能力建设，
切实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
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当天，黄道伟一行还走访了市政协文
史馆和政协书画院。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
唐利群，副市长雷声，市政协副主席肖立
华、钟麟、区捷、蒋昌桂、唐修璇，市政
协秘书长苏甲杏参加会议和调研。

黄道伟到我市督查贯彻落实

自治区党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情况

本报讯（记者刘健 通讯员刘敏娟 杨
长波 文/摄）近日，烈日炎炎，记者乘车
从兴安县漠川乡政府前往保林村委，只见道
路两旁盛开的格桑花、硫华菊迎风摇曳，好
不漂亮。如今，这条公路已经成为了当地一
景，不仅村民茶余饭后喜欢到此处散步，甚至
还有外面的人前来“打卡”。

经过一番打听，记者了解到，这些花是
保林村“两委”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带领村
民义务种下的。而保林村是兴安县 115 个
行政村里最后一个通水泥路的行政村。

“ 5 月份我们 7 个‘两委’干部和驻
村工作队员用了 37 个工，整治了 9 公里公
路旁的土地，撒下了 60 斤百日草、格桑
花、硫华菊花籽，如今已经开出了一片片鲜
花。”保林村支书谢元政说，最后通路不要

紧，乡村振兴村里要力争先行。
记者了解到，漠川至保林公路全长

9 .5 公里，四级公路，路基宽度 6 .5 米，
路面宽度 4 . 5 米，路面类型为水泥混凝
土路面，通往保林村委，极大方便了村民
出行。村民们到乡政府的时间从过去的近
4 个小时缩短到现在的 30 分钟。路通
了，效益很快就显现出来， 2018 年底保
林村实现了脱贫，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路通了，脱贫了，老百姓的生活就
有了奔头。接下来我们村‘两委’干部和
驻村队员还要带领村民种植药材、杉树，
大搞产业发展。”谢元政说。

漠川保林村：兴安最后一条通村水泥路“花枝招展”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周凌辉 莫
家臣）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日全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评
审结果出炉，经自主申报、省级推荐、形式
审查、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 110 个县
（市、区）为试点县，永福县成为我市唯一
入选县。全区共 4 个县上榜。

据介绍，“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农产品“卖
难”问题，实现优质优价带动农民增收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
振兴的一项重大举措。此次试点，旨在发挥
“互联网+”在推进农产品生产、加工、储

运、销售各环节高效协同和产业化运营中
的作用，培育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县
级农产品产业化运营主体。

近年来，永福县立足本地特色农产品
资源优势，以苏桥罗汉果特色小镇建设为
契机，布局全县农产品电商之路，依托信
息进村入户项目，全县建设了 500 多个

电子商务服务点，现有罗汉果生产、加工
和销售企业（合作社） 160 多家，有罗
汉果销售商 1000 多个，其中福中福、千
烨、大山坂、福寿养生茶业、拼姑娘电子
商务等公司是网络销售的优秀代表，率先
成立了广西首家县级林权交易中心，实现
了林权网上挂牌交易。

永福入选全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试点县

公路两旁盛开的鲜花。

（上接第一版）优化企业银行基本账户开户流程，实现 2 小时
内完成企业基本账户开户。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
批，实现信息一次填报、材料一次上传、相关评审意见和审批结
果即时推送，落实“多评合一、多表合一、多图合一、联合验
收”等政策，实现一站式办理。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实现开办
企业 0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建筑许可时间压缩至 40 个工作
日内，一般财产登记实现 1 个工作日办结。进一步降低企业成
本，全面落实刻章免费政策，实现开办企业“零成本”。规范中
介市场，推进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建设应用，加强对中介机构服务
收费的监管工作。切实落实减费降税各项政策，降低用电、用
水、用气等生产要素价格。引入竞争机制，健全商事审判中司法
鉴定工作制度，规范鉴定机构收费标准。

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及相关城区、部门负责人在桂林主会场
参加会议。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

■榕城短波

桂医附院依托“学习强国”平台

拓展药学服务新思路

本报讯 近年来，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药学部党支部积极组
织支部全体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在依托“学习强
国”平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不断将平台上发布的党的各
项新决策、新举措贯穿到医院药学服务各项工作中，为医院药学
服务拓展了新思路。该支部还克服部门人员紧缺的困难，启动实
施“前置审方系统”项目，进一步提高临床合理用药水平，加强
对患者药物治疗管理。据悉，该院也是广西区内首家在门诊全面
实施“前置审方系统”的三级甲等医院。 （记者徐莹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