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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各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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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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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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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社会公众对桂林市各县（市、区）、市直单位和中
（区）直单位完成年度任务、履行职责情况的满意度，中共桂
林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委托桂林市社情民意调查机构，
于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通过电话访问、实地面访、
问卷调查、网上评议等方式开展社会评价工作。

如接到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委托的第三方民意调查
机构电话（ 0773 — 3169111 ），请社会公众如实评价，也可
向市委督查和绩效办社会评价邮箱（ g l sdc j xpgzx@
163 .com ）发送电子邮件进行评价。

社会评价监督电话： 0773 — 2848021
纪委举报监督电话： 0773 — 12388
特此公告

中共桂林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5 日

中共桂林市委督查

和绩效考评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

桂林市绩效考评

社会评价的公告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记者
从桂林交通控股公交集团获悉， 12 月 5 日
起，因沙河立交桥维修加固施工，临时调整
21 路、 36 路、 201 路、 202 路 4 条公交
线路走向，新增 21B 为接驳线。

据悉， 21 路终点站调整至园林植物
园，临时取消将军路口、市政公司、猴山社

区、遇龙路、化机分厂、化机路口、绢纺厂
7 个双向站点，临时增加园林植物园双向公
交站点，其余部分由新增线路代替服务。

36 路行驶至凯风路北公交站点后，经
瓦窑西路、崇信路、将军路至将军路口公交
站点后恢复原线运行，反向同步调整。临时
取消市政公司、猴山社区、环城南三路 3 个

双向公交站点，临时增加平山、瓦窑口、崇
信路、南溪山医院 4 个双向公交站点。

201 路线路走向不变，双向临时取消
猴山社区公交站点。

202 路线路走向不变，双向临时取消
猴山社区公交站点。

新开通临时接驳线路 21B 。线路走

向由公交铁西车场始发，经环城西一路、
遇龙路至绢纺厂。沿途经过站点：公交铁
西车场→将军路口→市政公司→遇龙路→
化机分厂→化机路口→绢纺厂。服务时
间： 6 ： 30-20 ： 30 ；票价： 1 元/人
次，票证通用。

因沙河立交桥维修加固施工

今日起 4 条公交线路调整运行，新增 1 条接驳线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唐文睿）
记者从市行政审批局获悉，今年以来，围绕
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该
局以更简更快更优服务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
为导向，深入推进政务服务“简易办”改革，强
力推进“一窗办”，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目前，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了企业开办
专窗，将营业执照办理、刻制印章、申领发
票、企业社会保险登记、企业医保备案登
记、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开户、企业银
行开户等 7 个事项压缩为一个环节，企业
开办专窗统一对外反馈办理结果，半天办
结，申请人由跑 7 个窗口变为 1 个窗口，申
请材料由 7 套缩减为 1 套。实现企业开办

“零成本”，从 4 月 20 日起，市本级企业
开办专区向新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领照当天赠送一套 4 枚印章（即法
定名称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
发票专用章）。企业税务登记可自行选择领
取免费的税务 Ukey 或购买税控盘，税控盘
费用已由 480 元下调至 440 元，如果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增值税应纳税额，税控盘
及服务费的成本可全额抵减。

不动产登记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企业
和群众的重大财产安全。为方便群众办理业
务，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不动产登记专窗，
实现不动产交易、纳税、登记综合受理，办
理环节减少为 1 个，申请材料压缩为 3
项，登记业务最快即时办结。全面实行“互

联网+不动产登记”，并推出“零次跑”
平台，实现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在互联
网、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上核验，办
事企业、群众实现从“见面办”向“掌上
办”升级，大幅提高“零次跑”办理的比
例。同时，不动产登记窗口根据申请人意
愿一次性收取交易登记、“水电气网”过
户申请材料，信息可推送给“水电气网”
等相关单位办理，或申请人现场通过相应
公众号办理，实现水、电、气、广电网络
过户与不动产登记同步办理。

市政务服务中心还设置了工程建设项
目联合审批服务专窗，进一步梳理简化工
程报建审批流程，目前一般社会投资类项
目建设许可办理压缩至 16 个环节、 60

个自然日以内（ 41 个工作日）。总建筑
面积 1 万平方米以下的一般社会投资低风
险产业类项目建设许可办理压缩至 4 个
环节、 20 个自然日以内（ 15 个工作
日），同时合并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与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从 5 月起，我市在全区首推“无差
别全科受理”窗口，推行“大厅一键取
号、前台全科综合窗口集中受理、后台同
步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政务服务新模
式。截至目前， 55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
部在前台无差别全科受理， 479 项政务
服务事项在重点领域“一窗受理”。此项
改革工作获自治区党委改革办典型改革经
验在全区推广。

全面提升服务效能

桂林深入推进政务服务“简易办”改革
本报讯（记者胡逢超） 12 月 3 日上午，我市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介绍。记者从会
上获悉，目前，我市累计建成 200 个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点，覆盖居民 5 万多户 15 万余人。

我市是广西首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城市。从 2015 年
起，我市正式启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建设工作， 2018 年
起机关单位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带头工作， 2020 年起
全面推动街道、社区示范片区建设工作。几年来，全市各级各
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建引领、机关带
头，以街道、社区为着力点，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统筹推进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示范片区“分类投放、分类
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分类体系初步建立，城市建成
区的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进一步完善，全市各级各部门、广
大市民对生活垃圾分类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有 200 个居民小区建成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点，覆盖居民 5 万多户 15 万余人；街道示范片区建设全面
启动，象山、秀峰、叠彩、七星等 4 个城区各有一个街道办，临
桂、雁山 2 个城区各有 2 个社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基本
建成，其他各县（市）也同步推进；党政机关率先垂范，我市公共
机构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市本级机关单位达标覆盖率
已达 100%，示范建设初显成效。下一步，我市将以巩固提升为
重点，持续发力，全面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我市已建成

200 个居民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
覆盖居民 5 万多户 15 万余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刘鑫 通
讯员石广）近期以来，市工信局通过召开党
组专题学习会、支部集体学习会、专题党课
等形式，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做强做优
服务企业工作，全力推动桂林工业高质量发
展。

在市工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
习会上，该局党组主要负责人领学了全会公

报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
导百问》等文件，各支部书记共同参与交流研
讨，集体研究制定了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
措施。同时，该局下属各基层党组织分层次、
多形式传达贯彻全会精神，以“三会一课”、主

题党日活动为载体，通过支部书记讲专题
党课、集中收看《解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公报》视频、书写学习心得笔记等方式，增
强学习宣传全会精神的针对性、实效性。党
员们还利用“学习强国”平台随时随地学习

全会精神，激发学习动力；组织相关知识考
试，不断夯实学习效果。

该局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工信部门
广大党员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我市工业振兴战略
部署，加快推进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建设，
大干四季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做好
“六稳”“六保”工作，奋力推动桂林工
业高质量发展。

市工信局：贯彻全会精神 加快工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敏）“感谢党的好政
策，饮水安全有了保障。”兴安县溶江镇下
白家村村民杨德贵打开家中的水龙头，看着
清澈的水哗哗流出，激动地说。该村饮水工
程项目实施后，清澈的水顺着水管一路奔
流，进入下白家村的家家户户，滋润全村人
的心田。这是兴安县认真抓好自治区社会评
价意见建议整改落实的一个缩影。

为扎实做好 2019 年度公众评议整改工
作，切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兴安县针对
群众提出“村里没有建水塔，一到冬天水源
少，且经常断水，没有水喝，希望能在一两

年内把水塔建好解决村里饮水问题”的意见
建议，成立了饮水安全工作整改领导小组进
行整改。通过采取勘查工程现场、查阅建设
资料、入户试用水龙头、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等方式，整改小组严格对标对表，狠抓问题
整改，申请项目资金 20 万元，组织村民筹
资 6300 元，筹工 360 多个，完成该村供水

管道安装 7 . 05 公里，为全村 278 人引来
“幸福水”。

“饮水安全工程不仅是精准脱贫的重
要任务，更是改善农村基本生活条件、助
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兴安县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兴安以这次问题整改为
契机，查漏补缺，举一反三，组织水利局

60 多名干部职工，分成 9 个组奔赴 10 个
乡镇，对全县 624 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运行情况进行“地毯式”排查，特别是重
点排查工程建设管理、运行管理、水费收
缴等工作落实情况，对排查出来不能正常
运行的 81 处供水工程，筹措资金，组织
群众酬工酬劳进行工程维护，截至 8 月
底已全部完成维修并验收。如今，随着一
条条管线向广大农村延伸，让“安全
水”、“放心水”流进了千家万户，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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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饮水安全润民心 问题整改见成效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黄帅君 文/
摄）今年 12 月 4 日是第七个国家宪法日，第三
个“宪法宣传周”也正式启动。当天，叠彩区在叠
彩区广场举办“ 12·4”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
动。叠彩区相关部门通过普法宣传、有奖问答、
展板展示等方式，围绕“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大力弘扬宪法精神”主题宣传。据了
解，12 月 4 日至 15 日，叠彩区将充分利用

“宪法宣传周”契机，开展宪法进企业、宪法进
农村、宪法进机关、宪法进校园、宪法进社区、
宪法进景区、宪法进网络等活动，推动特色法
治宣传深入开展。

▲ 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当天上午，七星区检察院开展“检察开放日”，
走进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开展宪法进校园活动。

图为学生们在宣传条幅上签字。

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巍 摄

秀峰区举办第六届

名优企业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赵颖 刘赵城）为以实际行动

践行“促销费 助发展 见行动”措施，扎实做好“六稳”
“六保”工作，充分展示秀峰优质特色产品资源，有效促进市
场繁荣和消费增长， 12 月 4 日，秀峰区第六届名优企业宣传
日活动在秀峰区尊神庙美食文化城开幕。

据了解，本届名优企业宣传日活动为期 3 天，邀请秀峰
区 64 家知名特色企业参加，包括名优企业展、美食展、汽车
展、企业招聘 4 个板块，整个活动是一场集产品展示、洽
谈、投资、交易（现场销售和线上直播带货）为一体的综合型
秀峰名优产品展销会，充分展示了秀峰企业良好形象和名优品
牌。活动中还加入了各种特色文化表演，通过邀请观众进行有
奖问答和抽奖等形式推介企业优质项目和产品。

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秀峰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先
后出台了《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六条措施》《促消费、助发展、见行
动六条措施》等，筹资金 2503 万元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企业的质量水平，加强政企平台建设，激
发企业活力动力，强力助推夜间经济，有效促进企业的复工复
产，提振了消费信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稳步回升。

叠彩区开展“12·4”

国家宪法日集中宣传活动

宪法宣传进校园▲活动现场，大家踊跃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