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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信贷资金精准直达实体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脉络通

则经济活。工商银行柳州分行始终牢

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不断升级优

化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力度，有力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2021 年以来，该

行以“起步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

战”的奋斗姿态，加大“桂惠贷”投

放，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和有力金融保障。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推动。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文件精神要求，该

行成立了“桂惠贷”工作推动专项小

组，组长由该行主要负责人担任，成

员包括公司金融业务部、普惠金融事

业部等部门，并组织召开专项会议，

分解任务指标，明确职责担当，从加

大支持力度、产品推动、提升服务效

力等方面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推动

“桂惠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强化落实执行，确保取得实效。

为确保“桂惠贷”业务快速落地见

效，精准服务实体经济，该行加强专

业沟通协调配合，积极走访企业，宣

导“桂惠贷”相关政策，了解企业需

求，精准耦接金融服务。近日，该行

成功为某制造企业投放柳州分行辖内

首笔 600 万元“桂惠贷”业务。据

悉，该制造企业 2020 年度受疫情影

响，下游企业回款速度明显减缓，资

金周转存在困难。工商银行柳州分行

通过前期走访并核实企业融资需求合

理性及贷款真实用途后，第一时间收

集客户申请材料，建立台账；同时，

紧盯业务流程，在保证风险可控前提

下，加速上报评估审批流程，快速实

现投放，有效缓解企业资金流转压

力。

升级金融服

务，提升客户体

验。该行以灵活

产品为支撑，根

据上级行对“桂

惠贷”的工作部

署，第一时间摸

排 了 解 小 微 企

业 、 民 营 企 业 、

“三农”等客户的

融资需求，并针

对不同行业、不

同类型客户进行“个性化”产品宣导

推送。如：向符合条件的大中型客户

提供营运资金“桂惠贷”支持，向小

微客户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经营贷、首

次贷服务等，让客户充分享受“桂惠

贷”的贴息属性，切实享受降低融资

成本的益处。以优质服务为依托，充

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客户提供“一对

一”服务，围绕“全力投入，限时完

成”的工作思路，确保信贷资金快速

到位，竭诚为客户排忧解难，

“桂惠贷”业务开展以来，工商

银行柳州分行已为8户企业提供“桂

惠贷”金融服务。该行表示，将持续

提升“桂惠贷”业务开展的深度和广

度，进一步做好政策宣导，加大资源

投入，让信贷资金精准直达实体，践

行服务实体的初心使命，为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覃小雯）

工商银行柳州分行召开行务扩大会议工商银行柳州分行召开行务扩大会议，，重点部署重点部署““桂惠贷桂惠贷””业务业务。。

向客户介绍向客户介绍““桂惠贷桂惠贷””

工商银行柳州分行积极推进“桂惠贷”落地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土交告字〔2021〕8号更正公告
因刊登有误，我局对 2021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柳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公告 （柳土交告字 〔2021〕 8

号） 作出以下更正：

G （2021） 14 号地块挂牌出

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中地块容积率更正为：“不大于

0.5且不小于0.2”。

特此更正。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0日

如果满山坡的洋紫荆都绽放
了，粉红色的花潮随春风涌动，
这该是多么震撼的粉色花海景观
呀！3月 9日，记者走访元宝山上
的洋紫荆林，看看山林中的秘
密。

“这片洋紫荆林是 2008年至
2012年陆续种下的。刚开始是人
工栽种的小树苗，小树苗长大，
开花结果，种子落在地上长出新
的小树苗，林子就越来越密，现
在算半野生林。”江滨公园管理处
石山绿化管理站班长潘洪师说。

元宝山位于燎原路附近，沿
社湾路向山上走，就能看到这片
长约 2公里、宽 10米至 30米不等
的洋紫荆林带。林子里落满了洋
紫荆枯叶，踩在落叶上，有种软
绵绵的感觉。林子里的洋紫荆树大
小不一，树干粗的有 12～14 厘
米，细的有 3～6厘米，还有去年
才萌发的小树苗。林子里花朵稀
疏，枝头上花蕾不多，但树林风光
却别有趣味。

2008年，洋紫荆在柳州还没
有开始大规模种植，柳州人还不
太清楚它的特性。当时开展的是

“百万人种百万树”活动，石山
站领了任务，但是任务却不好完
成，因为在石山上种树不容易。

石山陡峭，粗重的大苗没办
法扛上山；山上植物的生存条件
恶劣，树种必须耐旱耐贫瘠；最
好能开花，且花色艳丽的树种。
机缘巧合之下，石山站买到了一
批洋紫荆小树苗，把约 6000株小
树苗种在了元宝山上。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抚育过
程。石山站的护林员经常到山上
看护小苗，除草、除杂树、施
肥，帮助洋紫荆小苗在山上的生
物圈里建立竞争优势。“后来，
我们在其他石山上种植洋紫荆大
树苗。但是大树苗长得不好，反
而是小树苗长大了。”潘洪师说。

洋紫荆大树苗种在山上，根

系扎得浅，树却重，碰上大
风天气就会损伤根系；山上
缺水，大树苗会越来越干，
抵抗力变差，容易生病和受
虫伤害。倒是小树苗，从小
扎根深，不怕风吹、不惧缺
水，长大成了林。

除了元宝山，还有哪
些石山种植了洋紫荆？石
山站副站长周芝才介绍：

“2008 年至 2012 年，我们
陆续在大桥园艺场旁边的
鸡山、学院路旁边的皇娘
山、燎原路旁边的元宝山
和九头山、北雀路旁边的
笔架山、荣军路旁边的桐
油山等地种植洋紫荆。
大树苗和小
树 苗 都

有，小树苗的数量已经没办法计
算。按现有长势估计，这些石山
上有 2万多株洋紫荆。最大片的
林子在元宝山，约有8000株。”

元宝山的洋紫荆已经成林，
接下来石山站计划进一步打理树
林，让洋紫荆晒到更多阳光。只
要有光，很快，粉红色的花朵就
能开满整条环元宝山林带。

全媒体记者 侯静雯 覃科
报道摄影

正在找工作的小伙伴有福
了！11日 9时至 13时，团市委、
市人社局、阳和工业新区 （北部
生态新区） 将联合开展柳州市青
年就业专场招聘会·阳和工业新
区 （北部生态新区） 专场活动，
上百家企业“职”等你来。

本次招聘会共有 120家企业
入驻，是以阳和工业新区 （北部

生态新区） 所辖汽车行业、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等企业和劳动密
集型用工需求为重点的定向专场
招聘会，现场将进行青年、应届
毕业生、实习生岗位对接。

据了解，该场招聘会属于
2021 年柳州市青年就业服务季
专项行动系列活动，将以“求职
者为主”的招聘方式，替代传统

以“用人方为主”的招聘方式，
根据有就业需求的青年的人数及
专业，邀请岗位专业对口的用人
单位参与招聘会。欢迎广大求职
者前往广西 （柳州） 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一、二楼 （柳州市城中
区桂中大道 1号中房文化产业大
厦） 参与招聘。

（韦斯敏）

多措并举打造平安春运
我市春运期间道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20家企业“职”等你来
柳州市青年就业专场招聘会·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专场将于11日举办

3月 8日，为期 40天的春运
落下帷幕。在“就地过年”的号
召下，春运期间留在柳州的人员
增多，加上各类惠民政策及晴
好天气等因素，客流不确定性
与疫情防控压力并存，交通运
输行业为此严阵以待。昨日，
笔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
服务广大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春运期间，我市各级交通运输
部门提前打好“准备战”，从严
从细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常态化防控措施，将各项
便 民 措 施 、 保 障 工 作 落 实 到
位，使我市春运期间的道路运
输安全平稳有序。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考虑到今年春运期间社会人
口流动规模将低于常年，客流不
确定性与疫情防控压力并存，该
局在总结 2020 年春运返程、复

工复产、节假日运输服务及疫情
防控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春
运出行需求研判，成立由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的春运领导小组，科
学谋划交通运输行业春运组织工
作，有重点、有计划地对我市交
通运输行业防控、保障、应急等
进行全面部署，积极筹备春运前
期组织工作。

其中，科学预测客流，合理
安排运力是一项重点工作。春运
期间，为更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和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我市组织
1700 余辆客运车辆、1202 辆公
交车、2998 辆巡游出租车、约
3200 辆网约车参与春运，强化
春运客运运力保障。同时，要求
客运站针对客流高峰期的需求，
适时采取加密发班、增开加班车
的方式疏运旅客；公交企业通过
增加车辆投放、加密运行班次等

举措，确保火车站旅客及时疏
运；通过网络售票，及时掌握了
客流的需求情况，提高运力组织
效率。

此外，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制
定印发系列工作方案，及时组织
召开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
及疫情防控工作会议，积极开展
行业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督促
客运站、客运企业等运输企业加
强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还
通过组织开展明察暗访、抓好交
通在建工程的安全监管工作、加
大隐患排查整治、积极开展“情
满旅途”活动、落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于老年人日
常交通出行的措施等举措，强化
安全监管，提升服务质量，着力
打造平安春运。

（吴祉婧）

交 通 综
合行政执法
支队在火车
站东广场出
租车上客点
开展检查。

（市交通
运输局供图）

粉红花海装点石山
——探访元宝山上半野生洋紫荆林

劈波斩浪稳航船 激流勇进拓新途

山坡上的洋紫荆山坡上的洋紫荆

自然生长的小苗自然生长的小苗

石山站工作人员石山站工作人员
在给洋紫荆除草在给洋紫荆除草

（紧接一版）落实标准厂房补贴政
策，推动加快企业搬迁入园进程。

——创新引优，增强发展后
劲。去年我市围绕制约柳州产业
发展的瓶颈和短板，财政投入科
技重大专项资金，“真金白银”
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研发；同时，
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 6200
万元，通过引进龙头企业，积极
培育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电网、
装配式建筑等产业，优化工业体
系布局。

——种豆育苗，培育经济动
能。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市
统筹财政资金，对受疫情影响的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落实
免除租金、兑现经济发展贡献全
额奖励等措施；同时，积极发放
一般稳岗和应急稳岗返还资金、
就业补助专项资金、人才集聚专
项经费等补贴，为稳定就业贡献
财政力量。

——财金联动，提升工业活
力。我市多举措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贯彻复工贷 （稳企贷）、疫
情贷、民贸民品贷款财政贴息等
政策，强化财政金融政策联动，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破浪前行
驶向工业新征程

锚定方向，工业经济发展的

大船才能“走得远”。
“在工业这个‘大盘子’

中，我们财政系统主要起的是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韦红鞠
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重
而道远，三年攻坚战的每一步都
要蹄疾步稳。

《方 案》 提 出 ， 2021 到
2023年，我市财政将每年筹措支
持工业发展的资金超过 100 亿
元，三年总计筹措超过 300亿元
用于支持我市工业发展。

——发挥杠杆，加大工业投
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
作用，统筹安排资金，增加母基
金规模，支持政府出资投资引导
基金积极参与设立各类产业发展
子基金，优先投向柳州重点工业
企业；对于符合市场化投资的工
业项目，鼓励项目业主通过直接
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 （PPP） 等方式，参与我市工
业投资。

——争取债券，建设工业园
区。对于有收益且符合专项债券
发行条件的园区建设、基础设施
配套等项目，争取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2021年预计争取债券3亿
元，用于工业园区及其配套设施
建设，确保工业项目进得来、落
得下。

——创新模式，引领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市金融集团创
建 我 市 工 业 企 业 产 权 交 易 中
心，拓宽社会资本投入工业企
业的渠道，推动其成立二级投
资公司，加大对工业领域的直
接投资；以市产业集团、市北
城集团、市东城集团等为主体
进行产业投资，紧密围绕“一
圈三核多点”加快工业产业布
局，通过“以投促引”的模式
引导产业落地柳州。

——金融改革，服务实体
经济。加快“引金入柳”，采取
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各类金融
机构加大工业企业信贷投放力
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融资，
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实现
多元化融资；提升柳州银行等
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大力发展制造业供应
链金融。

“十四五”时期，柳州工业
将真正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
程。航程漫漫，工业经济发展的
大船不仅要“走得远”，更要

“行得稳”。韦红鞠说，下一步，
我市各级财政系统将强化对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新兴
产业培育、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
和资金支持，为工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