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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文娟）夏日气温
高，夏花相对较少，近日南溪山公园
蓝花楹的盛开带来了桂林初夏的气
息。据了解，蓝花楹是一种珍奇的观
赏花卉植物，花开典雅而壮观，但在
桂林越冬难，在市林业和园林局的培
育下，这是蓝花楹在南溪山公园首次
有一定规模地开花。

南溪山公园的蓝花楹种植在公园
南溪河边，蓝花楹树种很高，高高的
树上蓝紫色花朵盛开。一簇簇的花朵
迎风摆动，显得十分典雅。尤其是南
溪山公园中时常有鸟儿飞过，鸟儿在
蓝色花朵中穿梭，活力满满。市民游
客被蓝花楹的美丽花朵所吸引，纷纷
用手机拍照记录下这初夏之美。

市林业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
蓝花楹是珍奇的观赏花卉植物，原产
南美洲巴西，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属于易危
品种。 2017 年，园林部门在南溪山公
园引进了 5 株， 2019 年又陆续引种了
10 多株；同时，还在园林植物园、訾
洲公园、西山公园、虞山公园引种了
一些。蓝花楹是热带树种，需要加强
树木的越冬管护，以避免冻伤，就目
前引种的情况来看，桂林各公园里种
植的蓝花楹能正常生长开花，尤以南
溪山公园的长势良好。同时，蓝花楹
的加入，也为桂林添加紫色花树新成
员，与紫藤、紫叶李等有色植物共同
打造“紫韵桂林”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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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热带树在桂林成功越冬

南溪山公园蓝花楹开花

记者从桂林市医保中心了解到，
为了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系
统上线切换工作， 4 月 30 日，桂林人
的医保、社保业务陆续暂停办理， 5
月 15 日，桂林市医疗保障信息管理系
统正式从广西“数字人社”系统剥
离，将于 21 日正式上线。随着切换工
作推进，目前医保支付端业务和社保
业务已恢复办理。

17 日上午，医保支付端业务恢复
了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的联
网结算功能（定点医院、药店实时刷
卡，包括电子社保卡扫码支付）。
“在医保系统上线初期，可能会因为
系统调试问题出现支付卡顿等现
象。”市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说。

而在此前暂停的有关于医保的大
厅业务和网厅业务（中心端业务），
则会在 21 日 8 点正式恢复。

工作人员提醒，系统重新开放
后，参保人应及时到医院、药店补办
垫付费用医保结算手续，以免影响后
续发生的医疗费用结算。系统切换停
机期间存在有多笔待补结算个人先行
垫付医疗费用的，必须按照就医住院
或购药时间先后顺序逐一进行补结

算，否则会影响费用结算准确性。必
须按顺序先补办垫付费用医保结算
后，再办理系统恢复正常时新发生费
用的医保刷卡和结算手续。

桂林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从 5
月 18 日 8:00 恢复办理业务。业务经
办范围包括养老保险类业务、失业保
险类业务、工伤保险类业务；办理地
点在该中心二楼综合窗口。

同时，随着医保系统的剥离，广
西“数字人社”网上服务大厅（网
址： http://rswb.gx12333 .net ）、
“桂林人社”微信公众号不再受理医
疗（生育）保险业务。参保单位、参
保人可登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网
上服务大厅”（网址： h t t p : / /
wsdt.ybj.gxzf.gov.cn/）办理医疗（生
育）保险业务；桂林市本级医疗（生
育）保险业务受理大厅暂时安排在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四楼办理。

各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注意查看
后续有关事项通告，合理安排时间办
理业务。

记者苏文娟 林扬
通讯员戈红明 李勤

我市医保系统从广西“数字人社”剥离

医保刷卡和社保业务

已恢复办理

本报讯（记者苏文娟 通讯员贺
凯） 18 日，记者从我市五城区婚姻登记
处了解到，随着谐音“我爱你”的 5 月
20 日的到来，我市五城区婚姻登记处目
前已经接到 121 对新人的结婚预约，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一倍。工作人员分
析，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新人错过了
本应该出现结婚小高峰的春节和“情人
节”等节日，所以选择了 5 月 20 日这个
日子。

据五城区婚姻登记处统计，目前我
市五城区婚姻登记仍然实行预约制，目
前接到的 121 对新人结婚预约登记中，
包括七星区 40 对，象山区 25 对，叠彩
区 23 对，秀峰区 21 对，雁山区 12 对。
新人预约结婚登记后，需要提前联系所
在城区的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审核材
料，目前预约的新人中已有 68 对进行了
材料审核和婚检。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提醒新人，很

多新人比较喜欢在一些所谓的“好日
子”里登记结婚，比如每年的春节假
期、情人节和“ 520 ”等，但幸福婚姻
的经营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并不由
婚姻登记日来决定，新人们应该树立文
明的婚姻观，双方互相尊重，一起用心
经营婚姻，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并不是
非要选择所谓的好日子。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还在疫情
防控期间，新人们登记结婚需要提前预
约审核，并按照预约的时间分流进行登
记，新人们需要按时到达。新人们前往
登记领证时，需要配合工作人员做好疫
情防控登记、佩戴口罩以及进行消毒等
工作，完成婚姻登记业务后，应避免在
登记处继续逗留。 5 月 20 日当天，五城
区婚姻登记处也将加派工作和安保人
员，全力保障婚姻登记工作和疫情防控
工作顺利进行。

121 对新人预约“520”结婚
比去年多一倍 目前严格实行预约错峰办理

本报讯（记者邱浩） 17 日至 18
日，全市政协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
兴安县召开，探索政协宣传工作新
思路、新方法，要求全市政协系统
宣传工作要不断扩展政协宣传内容
的广度、深度，充分发挥舆论阵地
作用，传播政协好声音。

会议指出，政协宣传工作要认
真贯彻中央、自治区政协工作会议
精神，围绕市委、政府的中心工
作，把握好政协宣传工作的重点内
容，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立
足政协实际，突出政协特色，发出
政协声音，让全社会了解政协工
作、支持政协工作。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
参加单位在宣传工作中要深入委员
工作实际，走到委员身边，依托各
类主题活动，深度挖掘委员履职奉
献的先进事迹；要坚持正确舆论导
向，突出政治履职特色，加强对政
治会议、提案、视察、调研、协
商、社情民意等经常性工作的宣
传，努力使各级政协生动的履职实

践和丰富的履职成果为媒体报道的
亮点、社会关注的热点；要挖掘政
协丰富的协商监督、参政议政、社
情民意、人物文史等新闻资源，注
重弘扬“重和谐、讲协商、尚兼
容、谋创新、求实效”的政协文
化，把政协的履职实绩、委员事迹
和政协文化所倡导的思想理念、价
值追求、思维方式和工作实践以故
事的形式讲述出去，宣扬开来，提
升政协的影响力。

据了解，市政协将建立政协宣
传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稿件等审
发制度，不断提高政协宣传信息工
作者的政策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会上，兴安、阳朔、资源、永
福、叠彩等县（区）政协以及民进
桂林市委会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会
议还邀请了广西政协报社长农超为
全市政协系统宣传工作人员进行新
闻写作培训。

市政协副主席唐修璇参加会
议。

本报讯（记者邱浩） 17 日，市
政协“委员宣讲团”在兴安县开展
“抗疫”专题宣讲活动，参加全市
政协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聆听
了“抗疫故事”，纷纷向战“疫”
中的凡人善举点赞。

宣讲活动中，市政协宣讲团成
员 、 政 协 委 员 玉 明 宣 讲 了 《 战
“疫”当先锋 委员展风采》，市
政协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教师莫
桂烈宣讲了《从抗疫斗争看中国制
度优势》。

疫情发生后，市各级政协组
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
员，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
的优势，团结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
投身这场空前的战天斗地的人民战
争：贯彻落实市委的决策部署，向

全市各级政协委员发出“抗击疫情
政协委员在行动”的倡议；组织采
购捐赠紧缺的抗疫防疫物资；就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建言献策；开
展“引企入桂”“助力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推动复工复产”等主
题活动，为我市打赢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政协的智慧和力
量。

“听了两位宣讲团老师的发
言，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让我对
本次抗疫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民
建桂林市委会办公室主任科员银波
说，面对疫情，部署迅速，措施有
效，充分显示了党的执政能力；上
下一心，团结一致，充分体现了我
国的制度优势；不畏艰难，不怕牺
牲，充分展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

市政协委员

宣讲团宣讲“抗疫故事”

南溪山公园的蓝花楹开花。通讯员李腾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