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综合 GUILIN EVENING NEWS
24 小时报料热线 2834000

编辑蒋金龙/版式设计杨斯诗/校对莫明丽

2020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02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为有效预防尧山、龙泉林区森林
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根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防火条例》
的规定，市人民政府决定，“壮族三
月三”及清明节期间尧山和龙泉林区
野外禁止用火。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
下：

一、 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9
日为尧山、龙泉林区“壮族三月三”
及清明节期间的森林防火戒严期。

二、尧山、龙泉林区范围包括：
七星区朝阳乡新建村委；叠彩区大河
乡尧山村委、潘家村委、上阳家村
委、新民村委、群力村委、桂林市林
业科学研究所；灵川县灵田镇东田村
委西岸村、上阳家村和下阳家村，力

水村委尧山田村、力背村、上力村、
下力村和花江村，灵川镇王家村委社
山村、梅田村、三百源村和茅坪村；
临桂区临桂镇二塘村委南村、岭脚底
村；象山区二塘乡万福村委黄村、唐
家湾村、上沙河村、下沙河村；秀峰区
甲山街道办事处官桥村委龙泉村、李家
村。

三、戒严期间内，尧山、龙泉林
区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凡在戒严期间
内违反规定在林区野外用火的，由林
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桂林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3 月 12 日

本报讯（记者庄盈）随着国内
疫情趋于稳定，桂林各旅游景区正
在有序开放。记者昨日从桂林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为响应自治
区提出倡议开展“‘疫’过天晴，
相约广西”旅游企业优惠促销活
动，我市多家旅游景区和民宿酒店
向游客推出系列优惠活动。

景区方面，桂林旅游发展总公
司、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和桂林
一城游旅游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旅游
通票产品“一城游通票”，只用平
时不到一半的价格即可购买一日游
卡和二日游卡，实现 24 小时内无
限畅游象山、伏波山、叠彩山、木
龙湖、虞山、七星、穿山、西山、
东西巷(免费)、逍遥楼(免费)、芦
笛岩等 11 个市内景区； 48 小时内
可畅游天门山、丰鱼岩、荔江湾、
银子岩、天坑、永福温泉、红溪、
义江缘、布尼梯田(含单程缆车)、
漓江逍遥湖(含光影四季桂林)、冠
岩、蝴蝶泉等大桂林景区。此外，

还可以享受桂林知名土特产“买多
少送多少——— 春天大礼”活动。

此外，桂林在水一汸景区、黄
沙秘境大峡谷景区推出了 35 元/人
购票后，凭有效身份证实名登记今
年内可无限次进入景区的优惠；独
秀峰·王城景区推出“桂林人游桂
林 2 .5 折特惠（ 25 元/人）”，优
惠持续到今年底；桂林日月双塔文
化公园自开园起至 8 月 30 日，推
出门市价 35 元/人的优惠活动。

民宿、酒店方面，阳朔县 60
家酒店和民宿推出“买一送一”的
活动，到 6 月 30 日前，除国家法
定节假日外，买一晚免费续住一
晚，包括阳朔悦榕庄、阳朔格格树
饭店、墨兰山舍、阳朔碧莲江景大
酒店等网红民宿酒店均在参与活动
的名单之列。

此外，桂林市区桂林香樟林酒
店、岩兰酒店等也推出了 5 折左右
的折扣。

凝心聚力抗疫情 战“疫”中的人大担当

本报讯（记者庄盈）记者昨日从漓江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获悉，根据上级关于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文
化和旅游行业全面复工复产的有关要求，
漓管委和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下
发通知，决定从 2020 年 3 月 27 日起，漓
江风景名胜区游船恢复游览运营。

根据通知要求，游览实行实名制管
理，游客须检测体温、出示身份证件及健
康码，游览中须全程佩戴口罩。

通知还发布了针对全国医务工作者的

优惠。从现在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凭本人身份证及医师
执业证、医师资格证、护士/护师资格证）
及随行直系亲属（凭户口簿或其他能证明
亲属关系的有效证件）免收景区门票费。

此外，市民游览也有优惠，通知要
求，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桂林市（含市
辖 10 县 1 市 6 区）广大市民（持桂林市身
份证或居住证人员、桂林高校学生证人员)
乘坐漓江精华段星级游船免收景区门票
费。

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游船
今起恢复运营

“‘疫’过天晴 相约广西”

我市旅游景区和酒店（民宿）
积极开展优惠促销

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壮族三月三”

及清明节期间尧山和龙泉林区野外

禁止用火的通告

本报讯（记者邱浩）生
命重于泰山，守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是守
护初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市人大常委会把疫情
防控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来抓，着力构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加强
物资保障，强化防控管理，
以扎实的作风、有力的措
施、严格的要求，全面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充分展现了
人大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 2 月 7 日，市人大
常委会向全市各级人大代表
发出倡议，号召代表发挥带
头作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 2 月 10 日，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
晓武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扩大）会议上，就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及
加强人大常委会机关自身建
设进行了部署。张晓武通过
走访小区、贫困村、人大代
表联络站、企业和重大项
目，了解疫情防控工作，看
望慰问奋战在基层一线的人
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还兵
分多路，在各副主任率领
下，对各县区和重点企业、
重大项目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进行专项督导检查，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促
进桂林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面前，我市各级人大代表齐
心协力阻击疫情，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汇聚成一股强大
的力量。市人大常委会携手
民盟桂林市委会，多次向一

线全力抗击疫情的医务人员
提供急需的防护物资。同
时，市人大积极联系桂林三
金、桂林华润医药等医药企
业为小区和一线单位捐赠消
毒液、口罩、药品等防护物
资；自治区人大代表、海威
科技董事长周明， 2 月 13 日
接获通知赶往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提供应急指挥系统
及疾控室触控 LED 屏， 24
小时内便完成了从方案部署
到施工调试交付使用；全州
县人大代表曹玉生将名下酒
店腾出，用于接待重点地区
往返人员及隔离病房医护人
员休息，并捐赠生活物资超
18 万元；市人大代表、桂林
绍兴商会会长陈照明，向临桂
和象山捐赠价值 45 万元的防
控物资，商会向南溪山医院捐
赠 18 .4 万元的防控物资。

受疫情影响，我市多地
农产品滞销成了问题，各级
人 大 代 表 “ 急 群 众 之 所
急”，纷纷出手相助。市人
大代表、广西徐七二有限公
司董事长蒋炳君，认购 22 吨
白萝卜和包心菜，捐到武汉
医疗抗疫一线；龙胜各族自
治县人大代表肖美凤，将自
己种的金桔送给防疫人员，
并积极帮助村民销售 3 万多
斤金桔；荔浦人大代表郭文
焱带领镇里干部们统计产
量，联系采购商，帮助果农
和贫困户销售 500 多吨砂糖
桔。市人大机关党员干部也
积极认购建档立卡户种植的
滞销瓜菜和鸡鸭，以实际行
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大自然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处都能见到它们的
踪影。也正是它们，把我们的生存环境点
缀得多姿多彩，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桂林市政协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
政协关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倡议书及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从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的高度，通
过举办座谈会和实地调研等形式，充分认
识革除滥食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维
护生态平衡，不仅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
展，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桂林市政
协委员，更应该提高自己的生态保护意
识，积极投入到野生动物保护上来。为
此，我们倡议：

从我做起。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
社会负责的态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参与和支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
陋习，以实际行动发挥影响和表率作用。

凝聚共识。移风易俗，要从改变观念

入手。切实发挥政协委员联系广泛的优
势，深入界别群众，积极阐释国家法律法
规和政策，正面发声，引导各界群众深刻
认识滥食野生动物的严重危害，坚决摒弃
错误观念，强化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
意识，在全社会凝聚起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的普遍共识，推动形成全民参与、人
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积极建言。从推进城市文明进步的高
度，从完善细化配套政策、有力实施相关
法律法规等层面，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建
言献策，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决策参考，营造良好氛
围，坚决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形成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切实维
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公共卫生安
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擦亮历史文化名
城、生态山水名城两张名片，为保护漓
江、保护生态做出更新更大贡献。

政协桂林市委员会
2020 年 3 月 23 日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从我做起
——— 致全市各级政协委员的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