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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卫生城市 营造美丽健康家园

本报讯（记者庄盈） 11 月 30 日， 2018
年全国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现场会继续
在我市举行。桂林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
专题片惊艳亮相，桂林运旅融合的成功经验
获得了与会人员一致好评。

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刘小明，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桂林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文化和旅游部资
源开发司副司长唐兵等出席会议。

会上，赵乐秦代表市委市政府致辞。他
说，值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 周之际，我
们十分高兴地迎来了 2018 年全国运输服务与
旅游融合发展现场会在桂林召开，这充分体
现了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自治区
党委、政府对桂林的关心和厚爱。他代表桂
林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运
输服务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各级各部门表示衷
心感谢。

他介绍了桂林近几年交通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情况。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交通运输现代
化、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统
筹思维、融合理念、机遇意识，坚持桂林国
际旅游胜地建设“一本蓝图绘到底”，聚焦
交通和旅游融合发展，围绕旅游资源规划建
设交通网络、通过交通发展促进全域旅游，
加快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突出、
服务优良的旅游交通运输体系，桂林“快
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日益完善、服务
能力大幅提升，全域旅游向国际化、高端
化、品牌化、智能化迈进，实现了交通大改
善、旅游大发展。

“新时代新形势为交通与旅游融合发展
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要求。”赵乐秦
表示，我们将以本次会议召开为契机，全面
落实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自治区
工作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各省市先进经验，
进一步推进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扩面提质，
充分展现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新内涵新形象。

随后，播放了桂林运输服务与旅游融合

发展专题片。近年来，桂林致力于构建面向
世界的国际大通道，构建内外畅通的现代交
通体系，打造融合发展的旅游大通道，致力
于交通与旅游智能化发展，让来自全世界的
游客享受到更加智能、精准、放心的服务，
桂林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达到新高
度。今年全市接待游客可望达 1 亿人次、旅
游总消费将超 1200 亿元。专题片也引起现场
人员阵阵掌声，桂林的很多经验引起与会人
员的共鸣。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作了
会议总结。他指出，本次现场会取得了圆满
成功，大家对推动运旅融合发展有了更深认
识。总体来说，本次会议呈现出：会议主题
切合时代要求；共商共处、协同发展；现场
考察感受深刻；典型经验亮点纷呈等几个特
点。他表示，此次现场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有
着特殊意义，必将成为推进我国运输服务与
旅游融合发展重要的里程碑。希望大家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深入认识运旅融合发展的重
大意义，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将推动运旅
融合发展作为改善民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等重要举措，给运输服务与
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开辟新空间，携手开创
运输服务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新局面。

会上，浙江省交通运输厅、云南省交通
运输厅、山东省文化旅游厅、湖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苏州市交通运输局、成都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厦门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西安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全国旅游集散中心联盟、
中国旅游车船协会、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盛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旅游
集团和携程旅游公司等单位分别进行运输服
务与旅游融合发展经验交流。

交通运输部分管负责人，各省(市、区)、
各计划单列市及部分重点旅游城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负责人，重点省份及旅游城市文化
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交通运输部、文
化和旅游部机关有关司局负责人，行业协会和
运输及旅游企业代表近 400 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沈青 通
讯员杨薇）文明交通不仅有
驾驶员，还有广大乘客的共
同参与。昨日，由桂林日报
社和桂林市公共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联合开展的第 30 届
“双十佳”评选结果揭晓。
经过广大市民乘客投票， 88
路 6139D 车等 10 个车组被评
为“十佳车组”；谢明威等
1 0 名 同 志 为 “ 十 佳 驾 驶
员”； 29 名文明乘客也受到
表彰。

据介绍，桂林公交的
“双十佳”评选活动始于
1988 年， 30 年来，共评出
“十佳驾驶员” 300 人次、
“十佳车组” 1 5 0 台次、
“模范驾驶员” 90 余人次。
评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力推动了桂林公
交的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也
成为了展示公交行业一线标
兵的“窗口”。

表彰会上， 11 路车驾驶
员胡天顺不仅是本次评选的
“十佳驾驶员”，还获得
2018 年度桂林市的“桂林工
匠”荣誉称号。胡天顺表
示，一年一度的“双十佳”
评选，为广大公交驾驶员提
供了一个展示自我、实现自
我的宝贵平台。公交工作尽
管岗位平凡，但广大公交员
工履职尽责，文明服务，为
广大市民提供安全、便捷、
舒适的出行服务，他只是广
大公交驾驶员的一分子。

此外，曹春停、张志
强、莫伟平、秦开田被评为
“模范驾驶员”；刘鸿等 8
名同志为“优秀驾驶员”，
11 路 08368 等十个车组被评
为优秀车组，蔡就文等 29 名
乘 客 被 评 选 为 “ 文 明 乘
客”，以表彰他们在宣传和
倡导文明出行方面所起的表
率作用。

桂林经验“惊艳亮相”全国运输服务
与旅游融合发展现场会
刘小明 赵乐秦参加会议 驾驶员代表和文明乘客受表彰

桂林公交评选出
第 30 届“双十佳”

11 月 30 日上午，在大型机
械和人力的合力下，叠彩区大河
乡白竹干村近万平方米的房屋、
厂房被顺利拆除，为桂林医学院
附属医院整体搬迁项目建设提供
有力保障。为确保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整体搬迁项目顺利进行，
连日来，叠彩区多次召开区乡村
干部三级会议，相关工作人员逐
户进行调查、摸底，与村民、承
租户进行沟通，力争做到“村民
自拆”的和谐拆迁。此次白竹干
村 13 个点的顺利拆迁，得到村
民、承租户的积极配合，村民和
承租户自愿拆除了近万平方米的
房屋、厂房，为该项目向前推进
夯实基础。图为大型机械在顺利
拆除厂房。 记者李凯

通讯员黄帅军 文/摄

本报讯（记者谭熙）没
有路灯或者路灯不亮，夜晚
黑漆漆的道路影响着市民的
外出和回家。昨日，市创城
指挥部召开路灯类金点子办
理专项协调会，与相关部
门、城区对涉及无路灯或者
路灯不亮的未办结金点子进
行协调。

记者从市创城指挥部金
点子组了解到，“金点子”
活动从启动到 11 月底，收到
市民通过 24 小时热线电话、
信件、邮件发送等方式提出
的意见、建议并形成处理签
的共有 7 3 1 1 件，已办结
6217 件，解决了一批群众关
心、关注的问题、难题，得
到了市民的广泛肯定和积极
认可。在未办结的“金点
子”中，关于无路灯或路灯
不亮的有 27 件，其中象山区
20 件、秀峰区 4 件、叠彩区
1 件、七星区 2 件。金点子
组委托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对
这些未办结件进行调查，根
据调查结果显示，这 27 件未
办结件分为三类情况，没有

路灯 12 件、有路灯没接入电
源 11 件、楼栋无路灯 4 件。

在会上，金点子组、市
城管委、发改、财政、供电
和象山、秀峰、叠彩、七星
的相关负责人对涉及路灯的
未办结金点子办理提出意见
和建议。

会上要求，根据我市相
关文件规定，路灯属于道路
附属设施，实行管理养护分
级负责制，市城市照明管理
处负责市城管委所管辖主、
次干道的照明设施管理养
护，其余道路的路灯养护也
根据具体情况由城区或建设
单位、物业公司、小区业委
会负责。未办结路灯类金点
子所属责任单位要在 12 月
10 日前争取解决一批路灯问
题，对于其余路灯类金点子
也提出了办结时间要求。

与此同时，会上提出，
针对居民私接乱拉公用城市
照明电源、存在安全隐患的
情况，市有关部门将展开专
项整治行动，确保公共用电
安全。

我市召开路灯类金点子

办理专项协调会

创创城城为为民民 创创城城惠惠民民

叠彩区大河乡白竹干村
近万平方米的房屋顺利拆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