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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蒋伟华

重规划、显特色，桂北乡镇换

新颜

坡顶青瓦、白墙花、木栏杆、丹霞红点缀，
苗族吉祥图腾蝙蝠、荷花装饰，走进资源县两水
苗族乡，当地的风貌改造彰显了桂北苗族风情特
色。

这只是我市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凸显特
色的一个缩影……

“在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过程中始终坚
持规划引领、彰显地方特色。”市住建局相关领
导表示，我市在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的时
候，不但注重规划，彰显特色，同时在完善基础
设施，提升承载能力；拓展完善功能，提高服务
水平，并重视文化传承，展现民俗元素，打造出
一批特色乡镇避免千篇一律。

“ 2013 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下，我市的示范乡镇建设着眼于发挥乡镇连
接城乡、服务农村的纽带作用，在全区率先实
施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市住建局相关
领导表示，因为县（市、区）委书记是第一责
任人，因此也被成为“书记工程”。在建设过
程中他们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
现代化“四化”同步，依托本地产业基础和资
源特色，按照“党委领导、规划先行，以人为
本、因地制宜，市场运作、企业主体，产业支
撑、凸显特色，打造品牌、示范带动”的建设
理念，通过综合改造提升乡镇基础设施、人居
环境、学校医院、集贸市场，强化乡镇产业支
撑和服务功能，乡镇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建
成了一批基础设施完善、产业发展健康、自然
环境优美、文化特色鲜明的示范乡镇，已成为
桂林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典范。已建设的
60 个示范乡镇容貌清爽整洁、乡镇公共设施运
行良好，城镇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了明显

提升。
市住建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多

渠道投入资金 150 多亿元，分五批建设 74 个
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数量占全市乡镇总数
55% 。乡镇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产业发展不
断融合、风貌改造成效凸显、长效管理日趋规
范、城镇环境明显提升、公共服务日益完备，
一大批工业经济强镇、特色农业大镇、商贸物
流重镇、旅游休闲名镇、历史文化古镇迅速崛
起，形成了漓江沿岸、公路沿线、园区内外的
城镇集群发展新格局，成为带动桂林县域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增长极，对县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辐射带动力明显增强，有力促进了桂林市
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

市委、市政府于 2019 年 3 月已启动第五
批示范乡镇建设，灵川县九屋镇，全州县黄沙
河镇，兴安县漠川乡，永福县百寿镇，阳朔县
白沙镇，灌阳县水车镇，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
镇，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平乐县桥亭乡、阳安
乡，荔浦市茶城乡，恭城瑶族自治县西岭镇，
临桂区两江镇、茶洞镇等 14 个乡镇在列。计
划实施项目 348 个，计划总投资 18 . 5 亿元。
其 中 ： 已 开 工 项 目 3 2 5 个 ， 开 工 率
9 3 . 3 9 % ；竣工项目 2 0 6 个，竣工率
59 .19% ；计划投资 18 .5 亿元（ 2019 年已完
成投资 4 . 5 亿元），完成投资 15 . 89 亿元，
投资完成率 85 . 89% 。 14 个示范乡镇主要控
制性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抓紧建设，预计今年底
竣工。随着这些乡镇的风貌提振、环境改变，
将成为桂北大地的靓丽风景线。

促民生、助脱贫，打造民心工程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城镇“强筋壮骨”，而
产业的发展则给城镇注入了“强心剂”。采访
中，一些乡镇干部告诉记者，随着一个个项目
的竣工、基础设施的改善，给各乡镇社会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也调动了各地干群
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分享

城镇化带来的红利。
近年来，我市各示范乡镇依托本地区位优

势、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等条件，
进一步明确了各自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强规划引导、
资源整合、项目带动、功能提升，推进产城互
动融合。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
商、宜游则游的原则，每个示范乡镇都明确了
1-2 个主导产业，实现“一镇一品”、“一镇
一业”：资源中峰镇号称“红提之乡”， 1 . 3
万亩的红提一眼望不到头，产值上亿元；荔浦
青山镇率先在荔浦市实现了“屯屯通硬化路、
村村有文化活动中心”，荔江村 2018 年实现
了村集体收入 17 万元的目标；全州咸水镇以
橙色为主题，打造“大橙小镇”，柑橘类水果
创造出近 5 亿元的年产值……

今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也是收官之
年，除了发展产业，乡镇作为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之一，示范乡镇建设也十分注重与脱贫
攻坚相融合，充分运用乡镇建设的成果助力
脱贫攻坚。

为此，各乡镇坚持在乡镇产业发展中优先
解决贫困人口就业，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大
力发展商贸和现代物流业，帮助解决贫困人口
生产的产品销售问题。并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提升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社组织带动发
展功能，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另外，在示范乡镇打造的同时也促
进乡村旅游；示范乡镇建设还注重与乡村建
设、生态农业、景区景点开发相结合，完善乡
村配套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水
平，推动了乡村旅游迅猛发展，形成了以“春
之花、夏之凉、秋之实、冬之雪”为主题的
“魅力桂林乡村农业四季游”格局，打造了多
条农村休闲游精品线路。

一个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桂北新农
村正以崭新的面貌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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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描绘桂北美丽画卷！
桂林市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书记工程”建设综述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对于扩内需、稳增

长、抗下行，保持桂林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全面助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

设、助力脱贫攻坚也具有重大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桂林市新型城镇化

发展步伐， 2013 年，市委书记赵乐秦审时度势，针对桂林市县域多、小城镇发

展不平衡、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现状，在广西率先提出通过实施新型城镇化示范乡

镇建设工程(简称“书记工程”)，重点培育一批在区域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示

范乡镇，分批次在各县（市、区）各选取 1-2 个乡镇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乡

镇，以点带面，示范带动，助推桂林市新型城镇化跨越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拉

开了桂北大地向新型城镇化进军的序幕。这是桂林城镇化建设史上一次跨越式的

大发展，对推进桂林市新型城镇化，尤其是推进乡镇一级的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决

定性作用。通过实施示范乡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节

点，着力打造特色城镇群，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

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并具有桂林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

路。

经过七年努力，目前已经建成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60 个，正在建设示范乡

镇 14 个（ 2020 年底前完成），以荔浦马岭、全州绍水、临桂四塘、灵川三街、

永福苏桥、灌阳文市、全州枧塘、龙胜三门等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强镇，临桂六

塘、全州石塘、平乐二塘、资源车田、龙胜瓢里等为代表的商贸物流重镇，资源

中峰、灌阳黄关、荔浦修仁、永福三皇、恭城龙虎、全州咸水、资源瓜里等为代

表的特色农业大镇，灵川大圩、雁山草坪、龙胜龙脊、兴安华江、阳朔杨堤、恭

城莲花等为代表的旅游休闲名镇正在桂北大地快速崛起，示范乡镇在推进新型城

镇化进程中的示范引导作用不断凸显，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增长点，

带动了大面积的贫困户脱贫摘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力明显增强。

为了更好地总结推广桂林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工程经验，展示我市新型

城镇化乡镇建设的成果，从今日起，本报正式推出《桂林市第五批新型城镇化示

范乡镇建设》系列报道。

开栏语

□本报记者陈静 张苑

9 月 6 日、 7 日，我市中小学新学期开
启，各学校都为孩子们准备了各具特色的开
学典礼：为一年级新生量身定制“入学
礼”；将文明、节俭新风尚融入“开学第一
课”；以亲子互动的形式为孩子们开启新的
学期……满满仪式感的背后，传递着学校、
老师对孩子们踏上新“征程”的美好祝愿。

古风雅韵入学礼，让传统文

化浸润心田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少壮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9 月 7 日上午，
在市中华小学校园里，响起朗朗书声。 200
多名一年级新生身着汉服，用稚嫩的声音吟
诵起《长歌行》《弟子规》《百家姓》《论
语》等经典古代诗文。随后，伴随着古乐
声，孩子们依次进行了正衣冠、拜师长、击
鼓明志等环节，在古风雅韵中正式步入“求
知堂”，开启新的学习阶段。

记者采访了解到， 9 月 6 日、 7 日，
我市不少学校的开学典礼都融入了古典文化
的元素。例如，辰山小学、英才小学、崇善
小学、卓然小学、合心中心校等都举办了各
种形式的“开笔礼”活动，通过点朱砂、写
人字等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

“以传统文化为突破口，为孩子们举办
一场特别的入学仪式。这是我们学校多年的
传统。”市中华小学校长刘薇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的仪式感，让传统文化的精髓浸润孩
子们的心田。

“爱国”“心愿”成为开学主题

“我是小小护旗手”“我向祖国献祝
福”……新学期伊始，很多学校都以爱国作
为新学期第一课的主题，通过各种形式的活
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激发学生的爱国、报国之情。

育才小学今年的开学主题是“热爱祖
国，筑梦起航”。学生和家长代表一起开展
“我是护旗手”国旗传递活动，各年级代表
在板报上书写对祖国的祝福语。“我承诺，
身在校园，胸怀天下……”孩子们在国旗前
庄严宣誓。

英才小学的开学第一课是“扣好人生
第一颗扣子，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系
列活动，让孩子们通过书写新学期愿望、
“我想对你说”红色传奇进校园等爱国主
题活动，树立新学期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我成为小学生了。”“新学期新希
望。”在乐群小学，孩子们在一个个彩色
的背景板上定格下笑脸，随后大家排着队
在各自班级背景画上按下手印，为新学期
留下特别的印记。

“开学第一课”，师生共倡

文明和安全

9 月 7 日上午，市巡特警支队走进市
汇通小学为孩子们带来安全教育第一课。
酷炫的特警演习、各种枪支器械让孩子们
大开眼界，特警教官还手把手教授同学们
在遭遇纠缠、挟持等紧急情况时如何利用
自身现有条件摆脱困境、自救的技能要
领。此外，特警用车、特警装备都首次在
汇通小学校园亮相。“这车顶上还有雷
达，这么多防暴警服……”孩子们啧啧称
奇。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邀请巡特警来学

校上这样的开学第一课，是加强孩子
们的法制安全教育的一种方式，也增进
大家对巡特警的了解。

“创城闯关，击鼓明志”——— 9 月 6
日上午，民主小学为迎新学期，特别策划
了一场趣味横生的互动游戏。活动中，学
生答对一个创城知识小问答即可击鼓，意

味着闯关成功。用这样活泼生动的形式传
播创城知识，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把“创城元素”融入学生的“开学第
一课”，成了本学期不少学校开学活动的
亮点。据了解，一些学校直接把“开学第
一课”搬到了社区里，让孩子们在劳动中
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城；有的学校则在学校
里竖起了一面“文明墙”，上面贴满了孩
子们的“文明小心愿”；不少学校还利用
家长陪孩子开学注册的契机，组织起一支
家长志愿者队伍，负责校园周边的保洁与
文明劝导，用“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带
动更多市民参与创城行动。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刘敏娟 杨长波

近日，在兴安县漠川乡福岭村委半峡桥头马鞍山路段，一辆挖掘
机正在施工，把前段时间因为暴雨冲刷塌方堆积到路面上的泥土清
理掉。在一旁指挥施工的是该村村民刘健明，据他介绍，这次施工分
别雇请了拖车和挖掘机来施工，一天下来花费将近 1800 元。

“这段路已经塌方一段时间了，严重影响我们的出行，加上下
雨路滑，有好几个村民骑摩托车在这里滑倒受伤。”一名村民说。

据了解，这条路是福岭村委从山里通往外界唯一的公路，里面
有 6 个自然村，居住着 200 多名村民。遇到塌方，村民们的出行
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刘健明自费为村里清理路障的消息传开以后，得到了大家的一
致称赞。有村民告诉记者，几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刘健明左腿截
肢，成了一个残疾人。数年来，因为治病及无法劳作等原因，他无
奈成为一名贫困户。“他身残志不残，从 2016 年开始尝试养蜂，
也吃了很多苦头。经过努力奋斗，他在 2019 年实现了脱贫，是我
们大家的好榜样。”现场的村民告诉记者。

“刘健明平时就是一个热心人，村委组织清理路旁的杂草，他
都会到场。大家看到他有残疾仍这么积极参加公益活动，都很钦佩
他。”福岭村党支部书记周天荣说。

记者了解到，事后，村委决定把这次请机械清障施工的费用给
刘健明，但是他怎么也不接受。

“上半年因为疫情，我的蜂蜜滞销，乡政府干部和驻村第一书
记为我的蜂蜜代言带货，很快就销售了 100 多斤蜂蜜，得了 1 万
多块的收入。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蜂蜜还进了超市售卖。党和政
府给我的帮助这么多，现在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只能说是对
社会的一种小小的回报。”刘健明说，现在他脱了贫，日子变得好
过，所以现在能帮助到别人也很让他开心和自豪。

贫困户脱贫回报社会

自费“清障”造福村民我市各小学开学典礼满满仪式感

▲“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
知识，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和科学普及活动惠及于民，桂林植物园举
办了“走进植物园，感受植物世界”科普活动，吸引了大批青少年
报名参加。参观科普馆、植物标本制作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了大
家对探索、发现大自然的兴趣。图为参加活动的学生在专业老师的
带领下做“自然笔记”。 记者汤世亮 摄

▲中华小学的新生“入学礼”传统味十足。图为一年级新生向老师鞠躬
作揖行礼。 记者张苑 通讯员陈文奇 摄

特警在
汇通小学向孩
子们展示武器
装备。

记者
韦莎妮娜 摄

▲在合心中心校，孩子们认真书
写“人“字。

记者陈静 通讯员杨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