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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文娟 通
讯员廖晓露 赵猛）22日，记
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市民政
局联合市财政局、市扶贫办制
定了《桂林市2020年社会救助
兜底脱贫行动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方案》
明确了今年将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提高到 5000 元以上，全
市农村低保平均补助水平每人
每月达 235 元以上等政策。

据悉，《方案》中明确，
对于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和老
年人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
的，对其家庭可不再进行经济
状况核对，待打赢脱贫攻坚战
后按低保政策动态管理。今年
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
到5000元以上，全市农村低保
平均补助水平每人每月达到235
元以上，其中农村A档低保对象
年补助水平要达到4000元以
上。

同时，《方案》要求，各

县（市、区）要加大困难群众
排查力度，将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孤儿等与未脱贫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边缘人口、监测
人口进行全面数据比对，并建
立相关台账。要加强组织领
导，成立桂林市社会救助兜底
脱贫攻坚行动领导小组，由市
民政局局长担任组长，单位分
管 领 导 担 任 副 组 长 ， 各 县
（市、区）要参照成立县级社
会救助兜底脱贫攻坚行动领导
小组。

为激励基层担当作为，善
作善成，对脱贫攻坚期间纳入
低保等社会救助范围的对象，
因人力不可为、部门数据共享
不完善以及被救助对象故意隐
瞒家庭人口、经济状况变化等
客观原因出现的偏差失误，当
年失误人数在县乡级救助对象
总数2%的范围内，且能够追回
错发资金的，不追究有关经办
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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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亮）今年是全
面完成“十三五”规划、实现“两
个建成”战略目标的收官之年。记
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我市将继续
坚持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着力实施“三百二千”科技创
新工程，力争全年突破 40 项以上产
业重大技术难题，建设一批自治区
级以上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转化
70 项以上重大科技成果，高新技术
企业保有量达到 350 家以上。

“三百二千”科技创新工程，将
首先聚焦数字经济、生物及医药制
品、先进制造、新材料、节能环
保、大健康、现代农业等产业领
域，对方向明确、影响全局、看得
比较准的领域，通过自治区、桂林
市两级科技重大专项联动支持，重
点在新能源电池、国家一类新药研
制、重大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下一
代信息技术和产品、先进制造技术
和产品等产业领域，力争突破 40 项
以上产业重大技术难题，促进产业
向中高端迈进。

其次，该工程将加强高水平科
创平台建设，在优势产业、新兴产
业、现代农业以及生态环保、人口
健康等领域，建设提升一批自治区
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科研平
台，以及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
技园、众创空间、星创天地等双创
平台。重点集中力量推进厅市共建

“自然景观生态与可持续利用”重
点实验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岩溶中心等标杆性重大国际科创平
台建设。

该工程还将瞄准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需求，推动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重点依托
漓江学者、人才小高地等人才工
程，人才飞地、院士工作站、智库
专家等柔性引才载体，以及重点产
业、重大项目、重要科研平台，引
进领军创新人才特别是千人计划入
选专家、长江学者、八桂学者、特
聘专家等“高精尖缺”领军人才和
团队。

同时，我市还将继续实施“瞪
羚企业”培育计划、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计划、中小科技型企业成长计
划，构建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后
备培育库，开展县域高企扫零行
动，力争全市高新技术企业保有量
达到350家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覆盖
桂林市各县（市、区）。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市还将支
持桂林科技成果交易平台等技术转
移示范机构拓展服务范围、提升服
务能力。适时举办多层次、多形式
的科技成果交流对接活动，组织实
施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
力争完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70项以
上。

本报讯（记者苏文娟 通讯员张超
群 戚雅妍）4月22日下午，自治区南溪
山医院在医院大礼堂举行仪式，欢迎代
表中国赴柬埔寨抗疫的广西医疗专家组
成员、医院大内科兼老年病科护士长管
起招平安归来。在欢迎会上，心情万分
激动的管起招向医院领导和同事们汇报
自己在柬埔寨的工作情况和体会，院领
导为她佩戴鲜花。

管起招是 3 月 21 日离开桂林赶到南
宁与其他 6 名广西医疗专家组成员会合。
3 月 23 日，由广西 7 名医疗专家组成的
抗疫医疗专家组代表中国赴柬埔寨，帮
助、指导柬埔寨开展为期 15 天的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的工作，4 月 7 日，他们圆满
完成援助目标任务回国。4 月 21 日，她所
在的援柬医疗队队员在南宁完成了 14 天
的隔离休整开始返回原单位。

作为这次中国赴柬埔寨抗疫医疗专
家组中唯一的护理专家，管起招在柬期

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在医院
抗疫工作中积累的实战经验，与当地医
院的医护人员就如何落实标准防护的相
关内容、护士人力配备、业务培训、临
床病人护理管理、消毒措施落实等进行
沟通交流和经验分享。她还积极对社
区、密切接触者隔离点、医护隔离点工
作人员以及当地华人华侨进行个人防护
的宣教，把自己抗疫的经验、方法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柬方同行，受到柬埔寨同
行的点赞。

管起招说，自己这次能够以一护理
专家的身份代表南溪山医院、代表桂
林、代表广西、代表国家赴柬埔寨参加
抗击疫情工作，感到很光荣。护理工作
虽然很平凡，但它是医疗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护士是病人心目中的天使，在
今后的工作中自己会一如既往，不断追
求进步，为更多病人的康复尽一份力
量。

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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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唯一援柬抗疫医护人员
结束隔离休整回到桂林

本报讯（记者邱浩）今年一季度，
我市市区空气质量取得良好开局，优良
天数达87天，同比增加9天，优良率
95 . 6%。今年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决胜之年，我市将从多方面着手，推动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环境风险得到
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据市生态环境局统计显示，今年一
季度市区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
粒物（PM2 . 5）平均浓度分别为42微克/
立方米和32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下降
19 .2%和20%。主要河流水质达标率和城
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均达100%。地表水环境质量位居全国第
6、全区第2。

按照工作计划，我市今年要抓重点
突破，坚决打赢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要确保全年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92％、PM2 . 5平
均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水污染防
治要加快工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
统整治，努力实现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
水质优良比率100％，城市黑臭水体消除
率达100％，全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达标率100％等目标，确保实现城市污水
无害化处置率超90％。土壤污染防治要
推动重点行业企业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
放量比 2013 年下降 12％ ，受污染耕地
安全利用率达 82 . 95％ ，污染地块安全
利用率不低于 90％ 。

根据部署，我市将重点抓冬春季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各项工作落实、抓工业
污染源治理、抓生活污染源治理、优化

能源结构及控制燃煤污染、强化机动车
尾气污染防控、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等
工作，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在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方面，将持
续加强漓江、洛清江等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加快推进第二水源地建设，开展
地下管网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继续实
施漓江排污综合治理工程，推进城市污
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逐步开展乡
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规
范化建设，稳步推进千吨万人农村饮用
水水源地排查整治，控制农村面源污
染，积极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方面，将严格
管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继续加强
工业固体废物堆场整治及工业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推动建成全州县医疗废物
处置中心和恭城县水泥窑协同处置10万
吨/年固体废物项目及加快推进全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此外，继续开展涉镉等
重金属行业企业排查整治，持续推进中
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持
续打造美丽乡村，深入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垃圾治理，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
查，进一步做好畜禽养殖管理及污染防
治。

我市还将在推动中央自治区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与监管、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服
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环境执法和风
险防范等方面下功夫，不断夯实生态环
境保护基础，让市民享受更多的生态红
利。

我市一季度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达87天
今年多举措打赢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