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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黄驰）国庆
中秋黄金周即将到来，桂林秋高气爽，正是
休闲游乐的好时候。为了迎接国庆中秋假日
游客高峰，桂林各景区景点在筹备欢乐、热
闹节日活动的基础上，还准备了一大波优惠
活动。快叫上您的朋友，带上您的家人，畅
游桂林欢度愉快假期吧。

象山被誉为“最美赏月地”。今年中秋
节，怎能不去象山打卡呢？据了解， 10 月
1 日-6 日晚上 7 点开始，象山景区将举办
中秋水月市集与星光演唱会，这是一场汇聚
美食、美景、民间绝技、音乐等的大型派
对，空中有圆月，远处有山水，音乐与美食
将你环绕。此外，还有旗袍秀、“网红”不
倒翁女孩为游客助兴。汉服巡演、祈福拜月
等传统文化活动也让这个中秋节富有浓浓文
化韵味。

你知道曾刷爆网络的粉黛乱子草吗？这

个黄金周，来七星景区著名景点骆驼山下观
赏吧。这片融化少女的粉色，将成为打开拍
照留念的胜地哦。此外，市民游客还可到华
夏之光广场逛逛美食小集市，有小朋友喜欢
的糖画、棉花糖，也有大人热爱的烤串和麻
辣烫等等。孩子们还能 DIY 属于自己的小
汉堡，或现场体验涂鸦画。

芦笛景区针对国庆节有优惠活动：
2020 年 10 月 1 日当天，出生日期为 10 月
1 日的中国公民可免费游览芦笛景区，游客
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入园游览。与祖国同
岁（ 1949 年 10 月 1 日出生）的游客可领
取礼物一份。国庆中秋黄金周期间，游客们
只要在芦笛景区内与有“芦笛”字样的景观
或者景区标志性景点合影，编辑含有“中国
国宾洞，桂林芦笛岩”的文字，并将照片分
享到微信朋友圈，在岩洞出口处的服务监督
岗出示朋友圈截图，即可获得景区提供的精

美礼品一份。
这个国庆中秋黄金周，荔浦丰鱼岩将

成为亲子游的绝佳去处。 10 月 1 日— 10
日，由国际知名艺术团队倾力打造的沉浸
式魔幻光影艺术展将进驻景区，打造魔法
森林 5D 奇幻童话之旅。这里有漫天飞舞
的萤火虫，有各种奇妙的发光动物，还有
丛林之中的“熊出没”和各种趣味好玩的
光影游戏，给孩子们带来新奇体验。

中秋遇上国庆，欢乐不止翻倍。兴安
乐满地度假世界推出“乐满地潮玩节”，
不仅有少男少女们青睐的国风动漫节，还
有激情四射的舞甲天下街舞赛、云上音乐
会等。吃瓜比拼、摸鱼大赛、真人娃娃
机、真人飞行棋等趣味游戏让你全家总动
员，统统乐翻天。

资江·天门山景区是丹霞国家地质
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桂林市资源

县城以北，由资江漂流景区和天门山景
区两部分组成，资江漂流南起资江码
头，北至天门山码头，全程约 22 . 5 公
里，天门山游赏包括百药谷、极限索
道、天脊步道、玻璃观景台、一线天、
神仙寨等景点，是一个以独特丹霞地貌
和优良生态环境为主题的自然山水风光
景区。黄金周期间，景区将在携程、美
团、同程、驴妈妈、一城游、爱就订等
平台推出门票优惠活动。

龙胜温泉位于龙胜国家森林公园中，
四面环山，森林繁茂。初秋时节，正是泡
温泉最佳时机。早晚把身体浸泡在与自然
和谐相融的温泉中，呼吸山林树木散发的
清新空气，就像给全身做一个有氧 SPA，
让身心彻底放松。黄金周期间，景区推出了
含一晚住宿、无限温泉畅泡、早餐、龙胜
布尼梯田门票的套票优惠活动。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李
州） 9 月 24 日，桂林恭城综合客
运枢纽站揭牌，这标志着恭城又一
重要交通枢纽正式投入使用，恭城
的交通格局迎来新局面。据悉，恭
城客运枢纽站设计日发送旅客量 1
万人次，日发班次 370 次，旅客
最高聚集人数 1000 人，发车位
18 个，大巴及公交车停车位 72
个。

据了解，恭城综合客运枢纽站
坐落在恭城高铁站旁，总体定位为
集铁路、公路（含长短途班车、旅
游巴士功能）、城市公交、出租车
及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
的公铁衔接型综合客运枢纽。项目
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优化恭城道路客
运站场布局，还承担高铁集疏运服
务，为高铁旅客提供公路县域、市

域、省内、省外班线客运功能，是
恭城发挥“桂林东南门户”的区位
优势、打造全国闻名的宜游宜居生
态养生城、城乡一体化建设示范
区、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广西桂
林恭城瑶乡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重要
引擎。

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39331 . 44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69998 . 29
平方米，其中恭城客运枢纽站部
分建筑面积 51156 . 75 平方米、用
地面积 32263 . 72 平方米，主要建
设内容为恭城客运枢纽站、公交
站及配套用房等。包括主站房
（ 长 途 汽 车 站 及 旅 游 集 散 中
心）、公交站、大巴车备班车
场、出租车上下客场地、社会车
辆上下客场地、生产辅助用房、
长途汽车站站前广场等。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唐文睿） 9 月 26 日下午，记
者途经圣隆路时闻到一阵阵熟悉的香味，原来是路边的一些桂
花树开花了，淡黄色的桂花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闻香”。随后，
记者在王城景区、中山路、解放东路、解放西路、滨北路等地，以
及部分公园、小区庭院也看到桂花悄然开放，桂林一年一度最
香时节即将到来。

“受天气因素影响，今年是近四年来桂花初开最早的一
年，而且桂花初开开花的范围比往年更广，花量更大，花香
更浓。”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桂花花苞的孕育需
要 20℃ 以下气温和一定的温差，当气温回升，且空气湿度适
宜，就有利于桂花绽放。 8 月以来，我市雨水较充足；近期，
气温出现下降，市区低温已低于 20℃ ，比较适合桂花孕育，所

以部分水肥条件好的桂花花苞孕育而成。国庆节和中秋节期间，市
区将会有桂花花香相伴。如果天气条件适宜，预计 10 月中旬桂花将迎
来盛放。届时，市林园局将举办市民赏桂系列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文
化生活。

国庆中秋黄金周
桂林各大景区景点精彩多多

今秋桂花早早开

最香时节将到来

恭城综合客运枢纽站揭牌启用
日发送旅客量可达 1 万人次

▲市区桂花初开满城香。 通讯员李腾钊 摄

▲ 9 月 25 日，新建成的恭城客运枢纽站，外观大气漂亮，紧邻高铁恭城站。 记者唐侃 摄

持续加力打造好向海经济加快建设海洋强区
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提供有力支撑

（上接第一版）——— 着力提升向海开放
合作水平。要以开放的视野和思维，全面系
统深入推进“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
方位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国家“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用好用活各类开放合作平台，深
耕蓝海，深耕东盟，持续深化面向海外的开
放合作，务实推进国内区域合作，以更大力
度推进招商引资，加快形成内聚外合、纵横
联动的向海开放发展态势。

——— 着力增强向海经济发展动力活力。
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坚持前端
聚焦、推进中间协同、注重后端转化，强化
科技创新，加大金融支持，打造畅通、便
捷、高效的金融合作大通道，广聚八方人
才，加快相关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源要
素合理流动、高效聚集，切实为向海经济发
展增动力添活力。

陈武在主持会议时要求，要突出以重大
项目为抓手打造沿海优势产业集群，重点打

造高端金属新材料、电子信息、绿色化工新
材料、轻工食品、能源、先进装备制造、林
浆纸以及硅材料等绿色临港产业集群，着力
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文旅健康、海洋装备、
海洋能源、海洋数字经济等新产业，做好重
大产业项目服务和要素保障。要突出抓关
键、破难点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力争
取年内集装箱吞吐量突破 500 万标箱，加
快建设钦州港东航道扩建、大榄坪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项目，做好防城港 30 万吨级航
道、北海铁山港 30 万吨级码头及航道前期
工作，全面提升港航服务能力和水平。要突
出进一步提升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水平，
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完善综合交通物
流体系，提高港口现代化程度，乘势而上布
局打造一批沿海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以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
户、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马“两国双园”
等平台为抓手，提升开放水平，打通北钦防

一体化“卡点”，高水平编制北部湾经济
区新一轮发展规划，争取更多重大事项、
重大项目纳入国家相关规划。要突出江
海、边海、山海联动，走好走活开放发展
这盘棋，统筹推进“两湾”贯通，落实好
“三企入桂”相关部署，特别是在“湾企
入桂”基础上开展“海企入桂”行动，着
力打通内河“一干七支”航道，推动平陆
运河早日开工建设；沿边地区要抓住机
遇，强化与北部湾经济区的联动协作，推
动与国内周边区域、周边国家的合作，打
造优势互补、繁荣互惠的边海经济带；打
破内陆思维，谋划建设好物流节点设施，
促进陆域、山区县市与沿海地区经贸往来
和产业合作，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共享机
制。

陈武强调，要处理好开发建设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把好项目引进建设环保
关，加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重点推

进南流江、九洲江、钦江等重点流域生态
保护和环境治理，抓好廉州湾、茅尾海、
防城港湾等海湾综合治理，完善沿海工业
和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加强对红树林、珊
瑚礁、海草床、滨海湿地的保护，推动海
岸带保护修复。

会上，自治区海洋局汇报全区向海经
济发展情况，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
市、玉林市就发展向海经济作视频发言，
大会还播放了介绍部分省向海经济发展先
进经验的视频。

会前，鹿心社、陈武、蓝天立等参观
了全区向海经济发展推进会议主题展。

桂林市领导彭代元、蒋育亮、何运
保、赵奇玲、汤桂荔，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林鼎立，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自治区驻桂林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在桂林分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旅游品质不断提升，桂林喀斯特、资源八角寨、
兴安灵渠、龙脊梯田成为世界遗产， 8 条大桂林生态休闲旅游
精品线路建设加快推进，逍遥楼和正阳东巷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展
示桂林市深厚历史文化的新名片。旅游业态日益丰富，深入实施
“旅游+”战略，培育了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红色旅游、研学
旅行等一大批新模式、新业态，休闲农业走在全国前列，乡村旅
游人数突破 3000 万人次，综合收入超 50 亿元。

———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持续推进漓江
沿岸畜禽养殖整治、游船和码头改造升级，我市入选全国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建成防洪及漓江补水枢纽工程，构建了统一管
理、统一经营、统筹各方利益的保护与修复机制，并计划投资近
千亿元，实施漓江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工程、漓江流域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临桂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通过国家验收。桂林先后成为全国水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城市、
国家级低碳城市试点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通过国家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复核。

——— 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取得突破。整合旅游资
源，优化重组桂林两大旅游企业，打造桂林旅游旗舰企业；实施
旅游产业用地改革，试点“ 31 条”政策，在全国先行先试探索
出一系列符合区域特色、适应旅游项目特点的土地利用和管理新
政策。创新旅游监管体制，在全国率先构成了“ 1+3+N ”旅游
管理体制，在全区率先推进了文化旅游综合执法改革；对 53 个
国家公民实施 72 小时过境免签，对东盟十国旅游团实施了 6 天
入境免签政策；建设桂林旅游学院，全市共有持证导游超过 1 .3
万人，带动就业超过 60 万人。

——— 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和国际交流平台加快建设。已连续
成功举办 13 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协会旅游趋势与展
望国际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
节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不断提升。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
(桂林段)、桂林国际马拉松赛、漂流世界杯等国际赛事精彩纷
呈，极大地提升了桂林知名度和美誉度。两江国际机场 T2 航站
楼建成使用，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增至 1200 万人次。全市航
空、高铁、城市交通、县县高速等旅游通道能力大幅提升。

以世界一流为目标旅游重大项目纷纷崛起

一个宽阔的人工湖被四周群山环绕，围绕在人工湖旁边的是
六星级、五星级酒店群建筑，放眼望去，湖光山色，美丽初现，
让游人充分感受“人在画中游”的意境体验。不远处， 100 多
米的摩天轮矗立在山水间，许多高端大型游乐设施正在安装调
试……如今，桂林雁山融创文化旅游城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
桂林雁山融创文旅城项目占地 3907 亩，建筑面积约 60 万平方
米，总投资 160 亿元，一期投资 90 亿元，包括酒店群、室外主
题乐园、海世界、水世界、旅游小镇等。项目一期计划于 2020
年底全面完工并陆续开业。

桂林雁山融创文化旅游城项目是 2013 年以来，桂林市委、
市政府围绕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一本蓝图绘到底、招大引强的
重大成果之一，是广西文旅融合发展的龙头项目，是迄今为止广
西投资最大、水平最高的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

桂林雁山融创文化旅游城项目正是桂林建设国际旅游胜地项
目引领的缩影。正如市委书记赵乐秦所说，“国际旅游胜地建设
要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目体现出来”。

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过程中，我市坚持项目建设带动，
引进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其中，桂林袭汇国际文化
世界、恭城瑶家大院互联网影视旅游基地等重大文化项目加速建
设。成功引进会仙湿地国际旅游度假小镇、兴安乐满地 5A 级文
化旅游康养综合体、美好家园国际旅居康养小镇、愚自乐园地中
海度假村(二期)、益田(雁山)民国风情小镇等一批投资 50 亿元
以上、辐射面广、带动力强、引领产业走向的重大项目，极大地
丰富了桂林旅游内涵，推动桂林旅游由单一观光型向多元综合型
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桂林旅游发展的后劲。

文旅融合成为新典范

“十三五”期间，我市始终坚持大旅游、大文化、大融合思
路，立足城市特色、人文资源、产业基础，努力把特色做优、品
牌做响、环境做美，文旅融合水平迈上新台阶。桂林在文旅融合
上的实践和探索成为全区乃至全国旅游发展的新典范。

广西投资最巨、科技含量最高、原生态文化容量最大的旅游演
艺品牌——— ——“桂林千古情”开业运营并持续火爆。以当代大型室
外雕塑为主的桂林愚自乐园，在国内外旅游景区当中独树一帜，以
此为载体建设的愚自乐园地中海俱乐部桂林度假村，形成山水生
态自然景观成功向高端化、品质化转型的“地中海俱乐部现象”。我
市还加强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重建逍遥楼，建成正阳东西巷、
王城历史文化休闲旅游街区、“一院两馆”等一批文旅融合标志性
项目，文化休闲品位之都展现独特魅力，开创了生态、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的桂林模式，为国内外提供可复制推广的桂林经验。

我市还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寻找文化的力量，挖
掘文化的价值”，大力实施“文化＋”、“旅游＋”，推动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启动城市文化标识建设，历史文化遗
存被一一拾起；一大批古镇古村、传统村落成为文旅融合新亮点，
桂林文化名城焕发出新魅力。坚持红绿结合，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保
护利用取得里程碑式进展，建成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馆），

“一园两馆”开馆当年，接待游客超过 130 万人次，红色文化旅游
成为新热点。“一城文化满城绿”的桂林风韵全面彰显。

2020 年，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1 . 0 收官在即。随着胜地建设
的持续推进，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将按照
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提出的“以世界一流为发展目标，打造桂
林国际旅游胜地”的工作部署，将胜地建设目标提上更高层次，
创造更多业绩。

（上接第一版）与此同时，我市还在交通运载工具、公园广
场、主要道路、窗口单位、车站、建筑工地围挡等地，广泛张
贴、悬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媒体开辟专栏、专题
网页，解读有关政策，加大宣传报道，建立起多层次、多角度、
全方位的宣传格局，营造强劲舆论宣传声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感召力是强大的。我们要将
道德模范用质朴言行建设而成的精神高地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最佳坐标，把道德力量、榜样力量转化为生动实践，弘
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做奉献、促
和谐的社会风尚。”市文明办负责人表示，通过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讲文明、树新风”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桂林积极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桂林这座山水名城更是一座爱心之
城、文明之城，文明之花绽放山水间，成为城市最美的风景。

“最美桂林人”

引领文明新风

一本蓝图绘到底

凝心聚力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