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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日前，桂林银保监
分局主办的桂林银行业保险业“诵勤廉经典，
传廉韵清风”主题诵读展演活动在灵川县九
屋镇江头村隆重举行。
  活动由桂林市银行业协会、桂林保险行
业协会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广西银保
监局关于推进银行业保险业清廉金融文化建
设的指导意见》精神，深化桂林“漓水廉
韵”清廉金融文化建设，营造辖区金融系统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服务桂林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据悉，本次演出共 19 个剧
目，均从我市银行和保险公司推荐的众多节
目中精选出来，全面展现全市银行业保险业
积极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的良好风貌。

  广西银保监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杨波
到场观演并指出，本次“诵勤廉经典，传廉韵
清风”诵读活动是学党史、诵经典、讲清廉有
机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深度传承廉政

文化基因，有力推动清廉金融文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举措！希望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
桂林银保监分局的引领推动下，在地方纪
委监委的大力支持下，桂林银行业保险业

继续深化“八桂廉韵、银保清风”广西清廉
金融文化建设，着力培育廉洁从业理念，增
强合规守矩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打造
新时代行业政治生态“绿水青山”，筑就党
领导下金融事业的“金山银山”，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桂林银保监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
剑表示，深入推进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势
在必行，更是我们金融人不可推卸的历
史责任。桂林银保监分局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举办此次诵读活动，目的是持续推
动桂林“漓水廉韵”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营造桂林金融系统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桂林
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要绷紧“作风
弦”，奏响“清风曲”，在巍巍百年清官村
的见证下，铁肩担责、铁腕履责，奋力谱
写出桂林银行业保险业“漓水廉韵”清廉
金融文化新篇章！

诵勤廉经典 传廉韵清风

桂林银行业保险业举行主题诵读活动
  参与
活 动 的 领
导、嘉宾和
演 出 者 合
影。（图片
由桂林市银
行业协会提
供）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李宜萌）
6 月 6 日，记者在万福路临桂段看到，施工
单位正抓住难得的晴好天气加紧施工，沥青
摊铺机轰隆作响，局部路段正封闭半幅车道
进行沥青面层施工。据悉，从 6 月 5 日
起，万福路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开始实施沥青
面层施工，这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项目业主单位市住建局下属的桂
林市南方道桥修建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如果天气连续晴好，“七一”前后该项目有

望完成沥青面层施工。
  据悉，万福路西起临桂区人民路，东至
象山区与万福东路相连，全长 10 . 19 千
米，于 2006 年竣工，为沥青砼路面，是象
山区、七星区连接临桂新区的主要干道，至
今已使用 15 年。该道路部分路段无非机动
车道，全线无人行道，人车争道的矛盾突
出，存在安全隐患。另外，由于使用时间
长，出现坑槽及翻浆等病害，导致部分路段
坑洼不平。

  随着临桂新区功能日益完善，新老城
区之间的交通量日益增长，万福路现有路
况已无法满足群众出行需求。针对这一情
况，市委、市政府决定对万福路进行维修改
造升级，并列入 2020 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该项目于去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工，截至
目前，已完成苗木移植 2268 棵，新建非机
动车道水泥稳定碎石层 9400 米，混凝土
挡土墙 5800 立方米，机动车道沥青混凝
土补强 49558 平方米。

  南方道桥修建有限公司相关人士介
绍，从 5 月 2 日到 6 月 3 日，我市有 26 天
在下雨。面对连续阴雨天气，为确保项目如
期推进，施工单位及时调整了施工方案，只
要具备施工条件，就开足马力 24 小时不
间断施工。其中 6 月 5 日当天就铺设沥青
约 11000 平方米。摊铺沥青后，为保证质
量，施工单位还同步进行 SMA 沥青马蹄
脂路面构造深度实验、SMA 沥青马蹄脂
路面构造渗水实验，检测结果为合格。

万福路维修改造工程加速施工
施工单位进场铺设沥青面层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宋艳斌）在“世界环境日”到
来之际，日前，为营造全社会积极参与环保的浓厚氛围，提高
公众环境意识，临桂区城管局在金山广场开展“环境你我他·
绿色靠大家暨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临桂区城管局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垃
圾分类宣传册，向市民宣传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
类的良好习惯，争当垃圾分类的实践者、宣传者和志愿者。
  在现场互动有奖竞猜答题游戏环节，工作人员将事先准备
好的分类垃圾桶，并将印有各类垃圾物品名称的卡片摆放整
齐，参与活动的市民随机抽选卡片，根据卡片上的物品名称投
放至对应的垃圾桶里，投放正确即能获得小礼品。
  居民张大叔说：“通过此次活动，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垃
圾分类的作用，认识到如何从自身做起。这次活动让我们受益
匪浅。”
  据了解，此次宣传活动共计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 1000
多份、小礼品 400 份。通过活动，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
类的认识，让居民在“世界环境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认识到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共同携手创建美好家园。

临桂区城管局开展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邓智勇）为全力打造洁齐美的
桂林城市形象，巩固创城成果，日前，市城管支队二大队对东
安路沿线展开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集中拆除了 4 块
违规设置的大型广告牌。
  东安路属于城乡结合部，周边老旧小区、城中村交错，环
境比较复杂，市容问题也较多。执法人员巡查后发现，该区域
有的户外广告牌已经出现锈蚀、破损，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此
次行动重点针对这些破损、违规、影响市容的外延式广告牌，
将其逐一拆除，消除市容乱象。
  由于高空作业难度大，拆除工作持续了 4 个多小时。在
商家的积极配合下，广告牌现已全部拆除，拆除面积达 50 余
平方米。

市城管部门集中拆除
东安路违规广告牌

创城为民 创城靠民 创城惠民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6 月 6 日，记者在秀峰区中华路上看到，道
路两旁的桂林白蜡繁花盛开，白色、淡黄色的花朵和散落在地上的花
瓣把道路装点得颇为靓丽，让过路市民仿若行走在童话中一般。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桂林白蜡是我市特有的地方树
种，是木犀科梣属植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桂林市区、灵川等地。
它生于石山疏林中，并成为森林群落的建群种和优势种，对于岩溶
森林植被的演替方向和改善岩溶生境条件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市
区的桂林白蜡树主要分布于中华路、四会路、榕湖北路、叠彩路
等，以及一些厂区。它姿态挺拔、树皮斑驳，作为中华路行道树，
更加衬托出明王城古城墙的历史沧桑感。桂林白蜡树夏密冬疏，夏
季林荫效果好，冬季则透光。近年来，在王城历史街区改造中，林
园部门专门保护和保留了中华路上原种植的桂林白蜡树。
  该人士表示，目前，我市植物品种有 2329 种，桂林原生的有
1166 种，在桂林发现并以“桂林”命名的植物有 11 种，如桂林白
腊、桂林厚壳、桂林紫薇、桂林乌桕、桂林石楠等。其中，桂林白
蜡是上世纪 70 年代，由原市园林局开展石山绿化树种调查时，通
过野外调查发现的绿化树种，并引种到市区栽培，应用于石山绿化
及城市道路绿化。

   中华路上桂林白蜡繁华盛开。

       通讯员李腾钊 摄

“全国放鱼日”

240 . 56 万尾鱼苗
投放漓江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
潘娟娟） 6 月 6 日是“全国放
鱼日”。为响应“放鱼日”号
召，我市组织相关部门在漓江桥
下游举行增殖放流活动。当天向
漓江投放鲤鱼、草鱼、鲫鱼、黄
颡鱼和鳙鱼等鱼苗 24 0 . 5 6
万尾。
　 漓江是桂林的母亲河。市
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十年来，我市每年都组织大

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到目
前为止共向漓江投放本地珍稀
鱼种及“四大家鱼” 3500 余
万尾。在政府的引导下，一些
民间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每年也
组织多次人工放流活动，每年
向漓江投放优质鱼种都在 80 万
尾以上。通过上述举措，极大
增强了广大市民的生态保护意
识，有效推动了漓江生态保护
工作。

  本报讯（记者席华 文/摄） 6 月 5 日，融·段海峰国画
展在漓江大瀑布饭店荣宝斋（桂林）美术馆举行。
  段海峰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国画专业，结业于广
州美术学院花鸟画高研班，现居广州，作品曾获纪念林风眠诞
辰 120 周年“客都梅州·风眠故里”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入围
奖。此次展览展出了段海峰近作 130 余件，既有长卷、条
幅，也有斗方、瓷板画。本次展览的策展人陈立红评论段海峰
“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博取众长，探求熔点，然后找到自己
位置”。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院院长许敦平称赞段海峰的作
品：“画作中既有平常题材，所作渐臻完美，至有天马行空描
画幽微者，与艺神游。”展览将至 6月 7 日。   

融·段海峰国画展
在桂林举办

▲观众在欣赏段海峰国画作品。

秀峰区开展
“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
讯员刘赵城）6 月 5 日是第 50
个“世界环境日”。6 月 4 日，秀峰
区在阳江北路桂花公社开展“六·
五”环境日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
动，提升广大市民的环保意识，强
化辖区企业的责任担当。
  当天，秀峰区开展了主题文
艺汇演、有奖知识问答、生态环
境法律法规宣传、现场受理环保
投诉等多项活动，吸引近 400
人参与。秀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

人介绍说，近年来，秀峰区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坚
持问题导向，坚决打好蓝天保卫
战，强力推进水环境治理，取得
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数据显示， 2016-2021 年
间，秀峰区完成了漓江截污
一、二期工程 12 个项目，并对
辖区 79 家畜禽养殖户进行全面
清理整治。投资近 5000 万元，
埋设污水管约 8000 米，建设 4
座污水提升泵站；对乌金河

（秀峰段）、甲山溪进行清淤
并对辖区部分错接雨污管网进
行整改；依法关停产生废水直
排桃花江、乌金河、甲山溪或
户外环境的小酒厂 5 家、洗衣
坊 4 家、豆腐和猪皮加工作坊 9
家、餐馆 7 家并拆除违章建筑
5100 ㎡；关停取缔 10 家证照
不齐产生废水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的废旧塑料回收加工企业；
对 32 家环境违法企业依法实施
行政处罚 298 . 2281 万元。

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2021 毕业作品展举行

▲展览现场

  本报讯（记者席华 文/摄）日前，桂林理工大学艺术学
院 2021 届毕业作品展在雁山校区博雅楼开展，展出了桂林理
工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及本科生 400 余件毕业作品，涵盖环
境艺术设计、动画、工艺美术、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服
装服饰设计等多种艺术形式。
  本届毕业作品展选题丰富、角度新颖、表象方式多样，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对艺术的追求和独到的艺术语言，以及独立思
考和勇于表达的创作理念，呈现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的继承及
创新、对未来的展望及追求。
  展览将持续至 6月 11 日。

▲市民参与放流活动。 记者苏展 摄

   6 月 6 日中午，在七星
路与空明西路路口，一辆电动车
与一辆轿车发生碰撞事故。电动
车驾驶员倒地，流血不止。
  事故发生后，轿车司机拨打
了 120 急救电话后，就陪伴在
伤者身边。路过的市民纷纷伸出
援手：一位市民疏导过往车辆，
一位市民一直在一旁交代伤者静
躺勿动等待救援，一位市民拿出
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一位市民
拿出一包衣物给伤者垫头，一位
市民掏出遮阳伞给伤者遮挡烈
日……直至伤者被送上救护车。
  一起交通事故，彰显桂林城
市爱心满满。 记者游拥军 摄

一人受伤
众人相助

中中华华路路上上桂桂林白蜡繁花盛开
桂林白蜡是为数不多的以“桂林”命名的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