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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陈静）“我的祖国和我像
海和浪花一朵……” 5 月 14 日上午，一场
以“为民办实事”为主题的快闪活动在市政
务服务中心亮相。活动吸引了来往办事的市
民驻足欣赏，不少人不约而同地融入其中。
伴随着音乐声，现场表演者和观众以一首
《我和我的祖国》唱响动人的旋律。这是市
行政审批局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
  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市行政审
批局从加强组织领导入手，注重调动全体
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重点提高党史学习
教育质量，把党史学习教育和辅助行政审
批、热切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以“为群众

办实事”为切入点，推动党建和业务工
作深度融合、高效联动。截至目前，该
局承接市级行政许可事项 226 项，承接
率达 93 . 4％ ，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
100％ 进驻政务大厅集中办理，市、
县、乡三级政务服务事项承诺时限提速
率达 82 . 19％ ；截至目前， 570 个政务
服务事项在桂林辖区内实现“同城通
办”， 264 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重点领域
“一窗受理”，企业开办等六大重点领
域 “ 一 窗 受 理 ” 政 务 服 务 事 项 达
100％ ，改变了原有属地管辖权申请、
受理、审批的传统模式，为企业办理业

务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该局与江门市、肇庆市、银川
市、长沙市、衡阳市签订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合作协议，共同推行政务服务“跨
省通办”，涉及医保、社保、公积金、公
安、商事登记等领域事项共 200 项“跨
省通办”。区外群众和企业可通过线上
“跨省通办”专栏实现“一地认证、全网
通办”，也可通过线下人工服务窗口、智
能柜台实现“收受分离、异地可办”，依
托现有政务服务平台、数据推送、邮寄送
达等方式，打破地域限制，有效实现政务
服务“零距离”。截至 4 月 30 日，“同

城通办”办件量已达 33250 件，解决群
众异地办事面临的多地跑、折返跑等堵点
难点问题，极大提高了政务服务便捷度和
群众获得感。
  市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
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推进政务服务
“简易办”“热线办”，不断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推进
“全城通办”向“跨省通办”和“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等务实举措，为优化营
商环境注入更大政务动能，大力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迅速升温，全面铺开。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谢海靖
邓双艳）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提升服务群众水平，日前，市税务局、市人
社局、市医保局、市社保中心、市医保中心
和建设银行桂林分行等六家单位，联合开展
了以“万名党员访民情、解民忧”为主题的
“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

  六家单位首先在建设银行桂林分行举
办“学党史、强理念、跟党走”党史学习教
育，各单位的党员代表共同听党史、唱红
歌、谈心得、重温入党誓词，正式启动了本
次“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
  紧接着，六家单位的党员代表又来到
建设银行叠彩支行、保惠菜市等地，向市

民、个体工商户发放宣传折页，现场讲解
社保的最新政策、社会保险费高效便捷的
缴费渠道、电信诈骗的常用手段及防诈骗
的识别要点等。另外，党员们还来到叠彩
社区、宝积社区，对困难群众刘粤军、蒋
良贵进行慰问，送上了慰问品，并上门帮
助年纪较大患有重病的老人做社保领取待

遇资格认证服务，确保老人能按时领取到
养老金。
  市税务局相关人士表示，近期，还将
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联合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努
力帮助群众、企业解决困难，助力桂林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刘斯律）近日，桂林银
行党委开展“赓续精神血脉 走好乡村振兴
长征路”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桂林银行
党委班子、机关党委成员、机关各党支部书
记及行团委成员等参加活动。
　　 9 日上午，桂林银行党委书记、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吴东率队到全州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进行现场教学。吴东指
出，广大党员要通过打卡红色教育基地、重
走长征路、重温入党誓词等党史学习教育内
容，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进一步做到学
史增信，不断增强信仰、信念、信心，汲取

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
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走好桂林银行服务
乡村振兴的长征路，在二次创业新征程中
作出更大贡献。随后，桂林银行党委班子
成员及党委部门主要负责人到纪念园凭吊
广场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
　　当天下午，桂林银行党委班子成员率
队到全州县才湾镇毛竹山村进行学习考
察。吴东向村委主任王新明了解毛竹山村
葡萄园建设情况及金融服务需求。吴东表
示，桂林银行将践行服务乡村振兴、服务秀
美桂林、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

美广西的初心使命，通过为毛竹山村提供
信贷支持，推动毛竹山村特色农业发展。
　 在桂林银行毛竹山村农村普惠金融综
合服务点，吴东听取了服务点站长王佳对
服务点建设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的介
绍。王佳对桂林银行以实际行动服务乡村
振兴表示感谢，感谢桂林银行提供了这么
好的平台，让她足不出村在家门口实现了
就业。
　　吴东在学习考察时强调，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调研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的首要政治

任务。全行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立
足本职工作，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
的使命感抓好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当天，桂林银行党委班子成员率队踏
上湘桂古道，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
路，重温革命岁月，传承革命理想。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表示，将继续以严
谨务实的学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检验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试金石”，不断提
振自己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提升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本领。

  本报讯（通讯员高音）近日，市外事办
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到龙
胜各族自治县万人界开展“重走一段长征
路”活动，并在红军岩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现场教学。
  全体同志参观龙胜党员干部培训基

地——— 白面瑶寨博物馆，听红军故事，
重温入党誓词，与瑶族老乡对唱山歌、
红歌，品油茶、购产品。参观马堤万人
界红军长征驿站，“重走一段长征
路”，学习红军长征过龙胜历史，在革
命烈士碑园瞻仰默哀，再次重温入党

誓词。
  在红军岩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现场
教学中，全办党员干部听取了“红军绝
对保护瑶民”标语典故的讲解，学习了
红军长征精神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历史
沿革，了解了长征沿途地区风土人情，

深化了对党的认识。大家纷纷表示要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传统文化，学党史、
感党恩、做实事，立足本职，真抓实
干，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实现
桂林外事事业升级发展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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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 1931 年 9 月 21 日和 24 日，上海 3 . 5 万名码头工人
先后举行（  ），坚决要求反抗对中国的侵略。
  A. 反日大罢工  B. 反英大罢工  C. 反法大罢工
  362 .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
二、第四方面军和（  ）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A. 第二十三军  B. 第二十四军  C. 第二十五军
  363 . 到（  ）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
据地，红军发展到约 7 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 10 万
人，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十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
的偏远山区。
  A. 1930 年  B. 1931 年  C. 1932 年
  364 . 1935 年 8 月 1 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
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即（  ），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对日
作战。
  A. 八一宣言  B. 瓦窑堡宣言  C. 华北宣言
  365 . 1929 年 7 月，俞作柏、李明瑞开始主政广西，其掌
握的广西政权，代表（  ）的利益，具有民主色彩，但其根
基不稳。为巩固其地位，俞、李主动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协
助工作。
  A. 无产阶级 B. 民族资产阶级 C.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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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定于 5 月 15 日 20 ： 00 的“周末大家乐”广
场演出因故取消，造成您的不便，深感抱歉。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周末大家乐”

广场文艺演出更改通知

  日前，市委直
属机关工委举办“党
史故事大家讲” 活
动——— 桂林红色之路
专题讲座，邀请桂林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
化保护传承中心副主
任黄利明，为市直机
关 500 余名党员干
部和党员发展对象专
题授课，推进党史学
习 教 育 持 续 深 入
开展。

通讯员周世伟 摄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韦华 秦月明）为了全面营造
洁齐美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秩序，巩固国家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将城市管理常态化管控机制落实落地落细， 5 月 13 日
晚，市城管支队协调组织主城区六区一县城管执法部门统一开
展市容综合治理大行动，重点针对市容“五乱”问题打出组合
拳，采取分片区整治、交叉督察检查、集中力量治理等有效措
施，坚决遏制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的滋生蔓延。
  整治行动兵分多路，六区一县共 7 个行动组依照各自辖区
夜间市容管控实际开展治理，支队直属大队共 4 个督察检查
组，分头配合象山、七星、叠彩和秀峰中心城区进行整治，先
后对叠彩区北大路、站前路，象山区漓江大美、瓦窑口，秀峰
区依仁路、文化宫、东安街，七星区万达广场、金鸡岭路等夜
间非法占道经营和露天烧烤频发区域进行全方位清理整治。城
管执法队员边教育处罚违规店主，边清理暂扣占道经营工具，
同时给在场围观的市民群众宣讲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保持良好
市容市貌的现实意义，号召大家参与城市管理，共同呵护国家
卫生城、国家文明城这两块来之不易的金字招牌。
  全市统一行动共取缔非法占道经营 120 余处，整治露天
焚烧 180 余处，依法暂扣占道经营物品 6 卡车，纠治非机动
车辆违停行为 150 人次。市城管支队负责人表示，全市城管
执法部门将在全面巩固国家文明城创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目标、压实责任，确保市容市貌标准不滑坡，彻底改变创
城市容严管“一阵风”、环境卫生保洁“搞突击”的模糊认
识，一以贯之地提升城市市容市貌，使“创城为民、创城靠
民、创城惠民”理念深入人心。

全市城管部门开展
市容综合整治统一行动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同城通办 跨省通办 一窗受理

市行政审批局：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迎建党百年 谱八桂新篇·党史学习教育

万名党员访民情、解民忧

我市六单位联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实践活动

桂林银行党委开展“赓续精神血脉
走好乡村振兴长征路”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

桂林市外事办公室开展
“重走一段长征路”活动及党史专题现场教学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党史学习成果转化为为广大群众构筑免疫屏障的强
大工作动力，5 月 14 日下午，桂林日报社携手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溪山医院联合
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共筑健康免疫屏障”活动。在活动
中，市疾控中心的医护人员为报社 100 多名采编人员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南溪山医
院的医护人员则在现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并为采编人员开展了量血压等义诊服务。图
为市疾控中心医护人员为采编人员注射疫苗。        记者徐莹波 摄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宦福成）
近日，市关工委“民族团结教育”进校园活
动走进象山区回民小学，邀请桂林市“五
老”宣讲员陈宪忠副教授为孩子们带去“团
结就是力量”主题宣讲。

  在宣讲中，陈宪忠向孩子们讲述了
松赞干布和唐朝文成公主的传奇故事、
内蒙古草原母亲抚养汉族三千孤儿的人
间佳话，让大家在精彩的故事中感受到
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各个民族彼此团

结、相互友爱、共同进步的温暖与幸
福。同时，围绕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
讲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讲述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党在发展壮大中建立的
与各民族共融相生、血肉相连的密切关

系以及一个个荡气回肠的鲜活故事，让
孩子们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在青少年心中厚植爱党爱国及民族团结
友爱的家国情怀。

市关工委“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走进回民小学

（上接第一版）重点行业、企业也实现较快增长，如广西华翔、华
润桂林医药等批发业龙头企业，龙星行、粤宝汽车等汽车零售企
业，微笑堂、星达、百货大楼、华荣等零售业企业，椿记、澳门酒家
等餐饮企业，一季度销售额（营业额）均实现强劲增长。
  该人士表示，目前，商务部门正在持续实施消费升级工
程，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通过开展好广西“ 33 ”消费
节，全国消费促进月暨桂林“五一”汽车博览会等一系列促消
费活动，努力打造一批本地特色品牌，优化商贸发展，以高质
量供给创造更多市场需求，全面促进消费增长，努力为“十四
五”期间桂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上接第一版）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推进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推动市级权限下放；深入推进“同城通办”“一
网通办”“跨省通办”，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不断提升
我市营商环境竞争力。要坚持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
口，加强国企国资、公共资源交易、金融领域监管，加快补齐
监管制度短板，堵塞制度漏洞，进一步铲除滋生腐败土壤。要
驰而不息正风肃纪，毫不松懈纠治“四风”，坚定不移深化反
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要切实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全面压实从严治党责任，不断提高清廉从政、为
民服务的本领，全力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
为实现“十四五”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钟洪主持会议。市领导沈威虎、谢
灵忠、罗贤瑞、赵奇玲，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
（市、区）设分会场。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
为“十四五”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桂林消费市场火热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