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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讯（记者邱浩）昨天，
在南宁举行的第15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合作项目专场签约仪式上，我
市取得丰硕成果，共签约内外资项
目 5 5个，签约总额约 9 3 9 . 7 5亿
元。其中，投资上10亿元项目有
28个。
市长秦春成出席桂林专场签约仪

式并见证签约。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第15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桂林市经济合作项目专场
签约仪式上，现场签约内外资项目共
计37个，签约总额595 . 31亿元。其
中外资项目 3个，投资额人民币
32 . 25亿元；内资项目34个，投资额
563 .06亿元人民币。
37个签约项目中，有10个合同

项目、 27个协议项目，这些项目涉
及房地产、旅游、文化、交通、物
流、健康养生、设备制造等多个领
域。 10个合同项目包括：全州县中
船重工风电装备产业园及风电场项
目、荔浦市稀土电池生产项目、全州
县万达城市综合体项目、七星景区提
升项目、桂林恭城综合客运枢组站

（高铁游客集散中心）、灌阳县千家
洞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全州县生物食
品医药项目、资源县户外高耐建筑竹
材·生物科技新能源及智能化高档竹
家具生产基地暨竹应用示范园项目、
桂林高新区腾讯（桂林）众创空间、
雁山区蓝天科技双创孵化大楼项目。
其中，投资最大的是全州县中船重工
风电装备产业园及风电场项目，总投
资 42 . 8亿元。此外，还有两个项目
投资超 10 亿元，分别是投资 15 亿
元的荔浦市稀土电池生产项目，投资
10 亿元的全州万达城市综合体项
目。
27个协议项目中，投资上 10亿

元的有 16个，分别是总投资 100亿
元的绿地香港综合配套项目、总投资
50亿元的桂林航天健康旅游小镇项
目、总投资 50亿元的临桂新区万达
广场项目、总投资 35亿元的年产 10
亿 AH 固态聚合物锂离子动力电池
项目、总投资 33亿元的丹霞小镇文
旅项目、总投资 32亿元的美好家园
（桂林）国际旅居康养小镇、总投资
30亿元的“龙胜古寨”、总投资 28

亿元的智慧产业园孵化中心项目、总
投资 20亿元的“超乐之城”主题乐
园项目、总投资 12亿元的装配式产
业建筑基地项目、总投资10亿元的
叠彩区“新城·吾悦广场”商业综合
体项目、总投资10亿元的兴安县高
寨旅游温泉康养度假胜地项目、总
投资10亿元的平乐县大发旅游综合
度假区、总投资10亿元的桂林五福
民俗文化小镇项目、总投资10亿元
的青普·乡村田园休闲旅游综合体、
总投资10亿元的临桂区广汇·汇悦
城。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集中签

约专场中，桂林共签约项目 18个，
签约总额为 344 . 44亿元。其中，外
资项目 6 个，签约总额折合人民币
105 .74亿元；内资项目 12个，签约
总额 238 . 70亿元。在外资项目中，
超 10亿元的项目有 2个，分别是：
兴安县的乐满地文化旅游康养综合体
建设项目，总投资 9亿美元，折合人
民币约 61 . 83 亿元；位于象山区的
龙光养生谷项目总投资 4 .5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 30 .91亿元。

12个内资项目中， 7个项目投
资规模超过 10亿元，分别是临桂区
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项目，
总投资 60亿元；雁山区益田民国风
情小镇项目，总投资 60亿元；位于
高新区的中国中药（桂林）产业园，
总投资 50亿元；位于经开区的桂林
深科技智能制造项目，总投资 15亿
元；位于灌阳县的双胞胎集团灌阳生
猪养殖产业链项目，总投资 11 . 5亿
元；位于恭城的桂林盘王药谷健康科
技旅游小镇——— 盘王药谷园项目，总
投资 11亿元；阳朔洲际度假酒店项
目，总投资 10 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本届博览会入选自治区签约专场
项目最多的是高新区，共有 3个项目
入选，其中 2个是产业项目，发展前
景可期。分别是芯源系统设计研发项
目，主要是与集成电路板相关的芯片
研究；以及中国中药（桂林）产业园
项目，主要发展生物医药。
市委副书记白松涛主持桂林专场

签约仪式。市领导何运保、樊新鸿、
雷声、汤桂荔，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
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携手呵护共同家园 拥抱青山绿水名城

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桂林签约项目55个

签约总额约939.75亿元
投资上10亿元项目28个

本报讯（记者唐霁云 林
扬 通讯员郑芳 雷红霞）第
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于9月12—
15日在南宁举办。昨日，记者
从桂林海关获悉，为做好这期
间桂林机场口岸卫生安全保障
工作，该关采取多项措施加强
口岸卫生检疫保障工作。
为防止传染病疫情从桂林

口岸传入，该关密切关注与桂
林机场通航国家的疫情发生情
况，及时做好鼠疫、埃博拉出
血热、黄热病、登革热和疟疾
等重点疫情的防控工作。在旅
检现场，该关严格开展出入境
交通工具、货物、人员的检疫
查验和有症状人员的医学排查
工作，对检出有传染病症状人
员 100％ 采样，及时送样检
测。
同时，加强对出入境人员

的健康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出
入境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配
置足量的防护用品、检测试剂
和消杀灭药品，对桂林口岸的

设施设备进行维护，保证设备
正常运行；加强口岸核生化有
害因子监测工作，及时上报信
息，确保口岸核生化涉恐突发
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置；积极
与地方卫生、旅游等部门沟通
联系，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
制，确保口岸公共卫生安全。
此外，该关加强对口岸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监督以
及口岸范围内宾馆和商店的安
全监管，对口岸范围内航空配
餐及餐饮企业开展食品安全检
查，对配餐和饮用水开展专项
抽样监督检查，累计抽样 48批
次，并将监督结果及时通报，
督促整改落实。
为确保安全卫生的口岸环

境，该关还对公共场所进行微
小气候和空气质量检测，并指
导桂林机场公司及驻口岸单位
开展鼠、蚊、蝇等病媒生物防
控，加强对固体、液体废弃物
处理的监管，消灭病媒生物孳
生地，防止虫媒传染病、食源
性疾病在口岸传播。

海关多措施保障东博会期间

桂林口岸卫生安全

“桂林造”高科技产品
在东博会上受青睐

本报南宁讯（记者邱浩 文/摄）昨
天下午，副市长雷声、市政协副主席汤桂
荔来到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走访了在第15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参展的桂林企业，
鼓励各参展企业要把握博览会所带来的商
机，积极宣传推介产品、技术和企业文
化，自主创新，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不
断加强“桂林制造”的影响力。
桂林共有 12家企业亮相本届东博会，

其中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8家、广西展览
馆农业展 4家，涵盖汽车制造、环保节能、
机械制造、金融服务、生态食品等产业领
域。在户外展区，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展
出了新一代公路旅游客车。桂林健评环保
节能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展出了多款多功能
太阳能灯。桂林银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分
别在展位上展出了自己企业的特色产品，
吸引众多专业观众前来咨询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在东博会上
首次设立了桂林绿色制造工业展馆，全面
展示我市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医药
及生物制品、生态食品四大优势产业，以
及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情况。由桂林智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桂
林飞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高科技产
品——— 手持稳定器受到专业观众青睐，大
家纷纷体验点赞。
在广西特色美食小吃展厅，桂林米

粉、恭城油茶等桂林风味美食更是极大满
足了观众们的味蕾。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共有 2780家企

业参展，比上届增长 2 .6％。报名的采购
商、投引资商团组 112个，团组数量比上
届多 15％。有组织的专业参会客商数量
超过 11000人，比上届增长 10％，区域
外国家的国际专业买家达到 7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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