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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庄盈）昨晚，由桂林
市公安局主办的“忠诚之歌——— 桂林公
安向人民报告会”在桂林大剧院举行。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
市长秦春成出席报告会，并会见公安英
模代表。

报告会前，赵乐秦、秦春成等市领
导会见了公安英模代表韦星、陈乃通、
罗兆富、黄伟、白云光、陈欣、宁卫
平、于洪伟、李仁学、黄世斌。

赵乐秦代表市四家班子及全市 530
万各族人民群众向全市公安干警表示感
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刚过去

的 2018 年，桂林公安在创建“平安桂
林”、队伍建设、警民关系等方面工
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全市公安干
警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很好地守护了桂
林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和稳定。桂林公
安有着光荣的传统，是一支能打胜仗、
打硬仗的队伍，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里，再接再厉，促进桂林公安事业再上
新台阶、再创新辉煌，为桂林国际旅游
胜地建设增光添彩。

报告会在大型歌舞《光荣与梦想》
中拉开序幕，分为平安、稳定、奉献、
和谐四个篇章。情景剧《不靠谱的爸

爸》，再现了一名普通刑警铁面执
法，秉公办案的英勇，和没有时间陪
伴家人和孩子的无奈；讲述《愿你们
平安归来》展现了公安干警的热血豪
情、铁骨铮铮；情景舞蹈《铁骑雄
风》，展现了骑警们的风采；由警营
小乐队自编、自导、自演的《桂林公
安原创歌曲大联唱》，展现了公安干
警们多才多艺的一面。当歌伴舞《万
家灯火平安夜》结束时，现场响起了
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据悉，2018年全市刑事警情和
立案数均创10年来新低，命案破案

率达98％；大数据的有效应用，“一
标三实”的显著成效，使桂林成为公
安部倾力打造的全国 33 个试点单位
之一；加大“放管服”改革，桂林是
全国率先使用电子身份证的 6 个城市
之一。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也为全市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桂林旅游胜
地建设、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
后方保障。

市领导张晓武、赵志军、彭东
光、赵仲华、王德明、陈荣茂、汤桂
荔，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参加报告
会。

本报讯（通讯员王亚东 记者邱浩）近
日，高新区七星区出品的一条“拆除居民家
中直排式燃气热水器”的视频火爆朋友圈。
截至 20 日 23 时 50 分，该视频在抖音平台
的播放量已经达到平均每小时 300 多万
次，总播放量已经达到 4650 万次。

该视频拍摄的是 2 月 15 日上午，高新
区七星区政府联合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辖区工商局、综合执法局 、消防等部门开
展的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安全整治活动。视
频中， 4 个联合行动组开始对江东村的商
铺和部分出租房和自住房的直排式燃气热水
器进行整治查处。对商铺非法销售的直排式
燃气热水器进行收缴，对出租房、自住房使
用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进行拆除，并动员广
大群众关注和参与燃气热水器安全使用排查
专项整治工作，实现隐患清零。

在安全事故多发季节，高新区七星区
结合“萌萌的七星”抖音征集赛系列活
动，通过拍摄小视频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做到有
效防范和坚决遏制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
生。

该视频得到 53 .6 万网友点赞，留言数
达到 3 . 9 万条，转发 10 . 6 万次。同时，
“今日头条”政务官方公众号“头条观
察”也在 21 号晚以“助力政务宣传 抖音
又出爆款”为题，向全国政务号和网友头
条推荐高新区七星区官方抖音号“大美七
星”出品的这条短视频。该视频热度暴风
似的增长，话题参与人数居高不下。抖音
平台点赞数、播放量、留言数均创桂林市
政务号第一。

本报讯（记者谭熙 通讯员刘艳
萍）昨日，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从今年开始，我市缴存
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支取和贷款业务
均不再需要提供复印件，全部实行原
件扫描，形成电子档案。

“市民在办理公积金相关业务更加
方便了，不用再担心遗漏材料复印件要
多跑一次了，这不仅降低了市民办事的
成本，也提高了我们前台的工作效率。”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此同时，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开放“提取代

办”政策以及“缴存人发生购建房、住房
按揭还贷住房公积金余额不足时，可以
提取父母、子女公积金”政策，市民可拨
打公积金咨询服务热线 0773-12329 进
行咨询和了解办理所需相关材料。

据了解，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将继续加大信息化建设和资源整合共
享力度，争取早日与房产、不动产、
公安、人社、民政、人民银行等部门
实现信息共享，逐步开通网上办事大
厅、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 等办事渠
道，为单位和职工提供网上办事服
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本报讯（记者邱浩 通讯员黄小
珊）昨天，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学。由
于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不少学校的开学典礼围绕“在新
时代努力奔跑，做追梦好少年”这一
主题展开。还有的学校开展爱心助力
开学季，将压岁钱捐助山村孩子。

在育才小学，全校师生和家长代
表齐聚在校园，举行了以“科学智能
巧设计，奋进追梦向未来”为主题的
2019 年春季开学典礼。全校师生以
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嘹亮的歌
声，高举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共同
唱响《我爱你,中国》，将师生们对
祖国、对人民、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尽
情抒发与表达，以实际行动上好开学
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

为了让孩子们的新年压岁钱使用

更有意义，翠竹小学联合桂林市助学
联合会举行了“爱心助力 放飞梦
想”捐助山区孩子活动。师生们纷纷
捐出新年压岁钱，用自己的爱心为山
区孩子点燃梦想。此次捐出的 3000
元压岁钱将购买“梦想石画”为山村
孩子送去，圆他们的一个美术梦，培
养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丰富课堂生
活，提升审美情趣。当天该校还进行
了开学第一课“遇见戏曲，翠竹有
戏”，由桂林市彩调传承人李剑敏进
行戏曲专题讲座。

桂林中学开学典礼举行了《学会
学习才是人生的必修课》的主题讲
话。勉励学生们先成人再成才，先为
人，再为学；在最美的青春里，以奋
斗为伴；新学期更要明目标、惜时
间、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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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亮 通讯员李岩）据桂林
气象台实时监测，2018 年 12 月以来到 2 月
21 日，桂林市区雨日达 47 天，较去年偏多
27 天，雨量累计 240 . 4 毫米（去年同期为
75 . 3毫米），日照时数累计75 . 2小时，较去年
同期的174 .6小时，偏少99 .4小时。

气象专家介绍，从数据上看，桂林近期
无论是降水天数还是雨量，都比往年同期偏
多。进入 2019 年 2 月，桂林市区出现日照
的只有 4 天，分别为 1 日、 3 日、 6 日和 7
日。也就是说，从 8 日到现在，桂林市区
已经连续降水差不多半个月了。对于造成这
种持续阴雨天气的原因，气象专家分析说，
气候监测显示，自 2018 年 9 月以来，赤道
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进入厄尔尼诺状

态，有利于冬季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
偏西且稳定维持。加上南支槽阶段性活
跃，引导了大量低纬度的水汽向我国南方
地区输送。同时，入冬以来冷空气活动
多，且势力较强，冷暖空气频繁在南方地
区交汇，导致南方地区入冬以来始终持续
在阴雨寡照中。

尽管昨天白天市区的雨水暂歇，水泥
地也干了不少。可是，从目前掌握的气象
资料预计，未来几天桂林各地还是会以阴
雨天气为主。据桂林气象台发布的预报，
今天市区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5℃，最
高气温10℃,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又
要转为雨天，预计有中雨，局部大雨。

2月以来 桂林只晴了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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