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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付华
周） 10日上午，市委政法委召开
会议，动员部署全体党员干部职
工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以扎实
的成效和优异的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建

国参加会议并作动员部署。
会议要求，要提高思想站

位，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
伍 教 育 整 顿 “ 两 手 抓 、 两 促

进”，进一步提升政治建设质
量，不断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
对领导；要立足实际，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党史学习教育、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各项任务，确保党中
央、自治区各项决策部署在柳州

政法系统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把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同党史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教育整顿
的突出任务来抓，把党史学习教育
成效转化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的动力，持续抓好“筑魂扬威”

“刮骨疗毒”“长效常治”，推动全
市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我市建
设现代制造城，打造广西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提供更为坚实可靠的保障。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迎建党百年 谱八桂新篇 党史学习教育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粟
桂利） 3月 11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举行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宣讲报告会。

会议部署要求，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系统要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注重增强党史学习
教育的实践成效，与高质量服
务柳州经济发展大局结合起
来。以提升自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导向，持
续在保障发展、保护资源、维
护权益方面聚焦发力。

要扎实做好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土地要素保障、服务好重大
项目建设、生态修复和保护、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耕地和基本农
田保护、自然资源和规划营商环
境等工作，全力抓好农村乱占耕
地建房专项整治、不动产登记改
革、地质灾害防治、农民资源权
益维护等事关人民群众自身利益
的工作。

此外，注重改革创新党史
学习教育方式方法，延伸开展

“感党恩 强服务 促发展”主题
系列活动，做到以“关键少
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

日报消息（通讯员覃韵） 3
月8日，柳城县召开全县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
落实自治区、柳州市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精神，并对全县党史
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
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自
治区党委和柳州市委的决策部署
上来，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
内容等，切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要聚焦目标要求，把党史学
习教育与理论学习相结合、与党
内政治生活相结合、与为民办实
事相结合、与工作推进相结合，
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宣传
引导，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积极开展特色鲜
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习
教育；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
实责任，加强督促指导，精心组
织谋划，促使党史学习教育有力
度、出亮点、见实效，以优异成
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近日，在柳州铁路港西鹅
铁路物流中心项目施工现场，
近百名工人在各工作区抓紧作
业，抢抓进度。项目施工负责
人阎庆告诉记者，目前一期项
目工程量已经完成过半，其中
综合服务区和仓储配一体库等
功能区已现雏形，有望今年 7

月建成，一期项目年内将启用。
据了解，西鹅铁路物流中

心项目是柳州铁路港“一核一
园三基地”中的核心枢纽，属
于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重大
项目。它作为综合型铁路物流
基地，以集装箱、冷藏车、商
品车、长大货物、成件快运功

能为主，总用地面积约 4300
亩，主要分为七大功能区，一
期工程主要建设综合服务区、
铁路集装箱运输作业区及堆存
箱区、仓储配一体库作业区
等。

全媒体记者 黎寒池 摄

超限超载货车对道路损伤大，易
引发多个道路运输安全问题。为消除
安全隐患，我市通过深化源头治理、
加大执法力度等举措，推动交通运输
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持续护航道路安
全。

形成合力 共同治超
去年，我市共查处客运非法营运

554起、客运班线违法445起、出租车
违法 470起、非法成品油等危货运输
违法 110 起、普货违法行为 3297 起。
在去年冬季治超中，执法支队全员 24
小时驻守各高速公路入口劝返超限车
辆，年末高速公路入口车辆超限超载
率降至0.15%。

这是去年我市多部门联合治超的
结果。当时，相关部门按照“逢五”
治超工作安排，在高速公路入口、城
市道路桥梁治超及开展打击非法改装车
辆、砂石骨料运输、非法运输成品油、
走私烟草等专项整治行动，对超限超载
运输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市治超办副主任雷蕾介绍，我市
明确了重点货运装载源头企业，建立
了治理超载溯源系统，将 10家源头企
业称重监控信息纳入系统监管。交通
执法支队运用安全生产法对超限超载
较多的运输企业上门开展安全执法，
去年，查处运输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 14起。严格落实“一超四罚”，去
年，抄告违法行为 174起，约谈企业
75家，对 3起符合处罚条件的违法超
限超载案的车辆、运输企业、驾驶员
实施处罚，责令 13家严重超限超载违
法运输企业停业整顿。打好源头安全

“监管战”，为后续路面监管做好准备。

“五大行动”夯实基础
今年 2月 26日晚，交警部门安排

警力在我市部分农村道路开展路面秩
序净化和农村安全守护行动，查处酒
驾、醉驾违法行为 21起。这是交警部
门近期开展“五大行动”（源头隐患清
零行动、路面秩序净化行动、农村安
全守护行动、宣传警示曝光行动及社
会协同共治行动） 之一，清查违法行
为，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科负责人
莫小华说，今年 2月 25日至 26日，源
头隐患清零行动也同步开展。2月 25
日，根据近期查处的情况，交警部门
依法曝光我市部分运输企业及其车辆
的违法行为。当天有 32辆运输车辆涉
嫌的 37起交通违法行为被曝光，其所
属企业信息等也同步被曝光，并要求
企业加强管理，从源头遏制司机的交
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还将对这些涉
事的车辆暂停办理市区禁行路段通行
证。

2 月 26 日，交警部门公布了快
递、外卖行业 28名存在交通违法行为
的骑手和车辆，要求所属企业对骑手
加强日常管理。

莫小华表示，我市交警部门平常
在其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平台，多次
对一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和一些交
通事故的情况进行通报，通过案例分
析、交通违法行为讲解等，给市民以
警示作用。

谈到社会协同共治方面，莫小华
说，今年 2月底，我市中小学陆续开
学，交警部门组织警力，多次深入各
大校园，与每个学校共同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活动。活动主要给师生们普及
交通安全知识，特别是让老师们增强
交通安全意识，然后更好地给孩子们
传授交通安全知识。

全媒体记者 吴祉婧 张威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冼冰） 紫
荆绽放，春暖花开。今年3月8日是第
111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当
天，副市长卢柳屏率队开展“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慰问活动，慰问我市
近年来获得全国和自治区荣誉的女性
先进集体代表和个人代表，给她们送
上美好祝福。

慰问组一行先后到柳钢棒线型材
厂、柳北区法院家事少年案件审理中
心、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开展
慰问活动。在柳钢棒线型材厂，卢柳
屏向获得“全国巾帼文明岗”的运行
车间行车一区作业组的女职工送上节
日祝福和慰问品，勉励她们立足岗位
再建新功。在柳北区法院家事少年案

件审理中心，卢柳屏看望了审理、调
解家事案件的女法官们，感谢她们为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所作的贡献。
在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卢柳
屏向获得“广西三八红旗集体”的人
教科女同胞们表示祝贺，希望她们在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事业中再立
新功。

当天，慰问组一行还慰问了“全
国三八红旗手”——广西脑科医院医
生方芳和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张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方芳主动请战
到武汉援助；张伟热心于公益事业，
近年来个人累计捐款捐物达到 200多
万元。卢柳屏称赞她们以实际行动谱
写了一曲巾帼助人为乐的奉献之歌。

走马重大项目走马重大项目
看进展看进展

——我市持续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之路面执法篇

加强治理 守护平安

市领导慰问勉励女性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

统筹兼顾 注重实效
市委政法委动员部署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四个结合 确保实效
柳城县：

扎实学习 抓好重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部分功能区有望今年7月建成
铁路港西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工人在铁路项目线上忙碌。

→西鹅铁路物流中心项目一
期工程部分建筑已经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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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规划指标要求按国家有关规定和规划设计条件

执行。

上述地块的竞买起始价不包含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相

关税费。办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承担。

上述用地内的树木、绿化及原有管线（包括电力线

及设施、通讯、自来水、排水、燃气等）、人防设施、

基础设施的改造和迁移由竞得人负责实施，并承担一切

费用。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

G（2021）24号：

1. 竞买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企业法

人，不接受自然人、其他组织和联合竞买申请。

2.凡在柳州市区范围内，存在因自身原因造成闲置

土地、拖欠土地价款、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情形的，不受理其竞买申请。

3.竞得人需在柳州市柳南区内注册独立法人公司。

三、出让条件

G（2021）24号

竞得人须按以下标准实施建设：

1.该地块不具备独立开发条件，需整合北侧用地一

并开发利用。

2.该宗地及地上所有物业须由竞得人自持运营，不

得分割转让。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
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3月24日起从柳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网站和

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挂牌出让文件。

六、申请人可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到柳州市土地交易储备中心向我局提交书面申

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18

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4月16日18时前确认竞买资

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柳州市

土地交易储备中心（柳州市高新二路河东综合服务楼6

楼）；挂牌时间为：2021年4月6日9时至2021年4月19

日10时。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

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柳州市高新二路河东综合服务楼6楼

联系电话：0772—2833271 2810217(柳州市土地交

易储备中心）

0772—3821743（柳州市柳南区自然资源局）

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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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

经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公 告
经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柳州监管分局报告，广西柳江柳银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农贸支行自2021年3月9日起终止营业。现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广西柳江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农贸支行

机构地址：柳州市柳南区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干货城32栋173、174号

原金融机构编码：S0004S345020007

邮政编码：545100

联系电话：0772-721555 广西柳江柳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9日

爱岗位 乐奉献 建新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