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短消息消息

07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黄海玲 排版/莫启纬 校对/梁慧清

产业链招商
培育发展新动能

柳城县围绕“工业立县，富民强
县”战略，聚焦重点产业，招大商引
大企，促进重大项目全面落地开花。3
月1日至5日，柳城县领导率领招商组
赴四川成都、湖北宜昌、陕西西安等
地，与信息电子产业第十一科技研究
院工程有限公司、爱斯特 （成都） 生
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安琪生物集团
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负责人，就拟在
柳城投资建设碳中和基地项目、医药
中间体项目、安琪酵母相关产业项目
进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精准对接，
展示“柳城诚意”。

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柳城县聚力优势产业延链强链，紧紧
围绕“四大工业产业园”主要产业，

完善和落实招商引资政策，推进产业
链招商，健全招商引资绩效考核机
制，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
发达地区定向招商力度，深入实施

“三企入桂”行动，引进一批关联度
大、技术含量高、上下游衔接好的产
业企业落地，扩大招商实效，力争完
成招商引资项目 20个以上、项目签约
额达50亿元以上。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

搜索柳城县“优化营商环境”等
关键词，县领导及许多单位部门为之努
力的工作印记比比皆是：柳城县组织企
业家召开座谈会，通报规模企业经济运
行情况，通过政企合力，及时了解企业
当前存在的问题，并跟进问题解决问
题；县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鹏森

缘木业产业园，围绕企业土地租赁办
证、人才引进等问题共商破解之策；柳
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时帮助企业变更
注册资本，为企业纾困解难……

优化营商环境，凝心聚力破解难
题，为加快项目建设扫清“绊脚石”
和“拦路虎”，柳城县综合施策，强化
服务，制定“一企一策”政策，加大
对企业帮扶和服务力度；探索灵活多
样的拆迁安置方式，全力保障重点项
目建设的土地要素需要；加强政银企
对接，加大金融支持产业项目力度，
多渠道落实项目资金；优化审批服
务，提高审批效率；贯彻落实各项惠
企暖企政策，建立和完善县领导联系
服务重点企业机制和企业特派员制
度，建立服务企业“三张清单”，为企
业加快落地投产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

本报通讯员 张琳

3月5日，柳城县与中建交通建设集团第三工
程有限公司举行项目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本次
签约合作领域主要涵盖柳城县教育、交通、公园城
市建设等，对进一步加快柳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中建交通建设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为位列《财富》“世界500强”第18名、全球规模
最大的投资建设集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中建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一带一路”重点
布局区域公司，经营业务覆盖公路、轨道交通、市
政等所有基础设施领域。此次项目建设战略合作的
达成，将实现强强联合，全面推动柳城县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以及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
支撑。 本报通讯员 张琳 摄

草长莺飞的 3 月，是学习
雷锋活动月。连日来，尽管春
雨绵绵，却丝毫阻挡不住柳城
县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的脚步。

3月 5日，由柳城县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县委宣传部、
县文明办主办的 2021年新时代
文明实践学雷锋志愿服务月活
动启动仪式在县城白阳广场举
行。当天，500多名来自各条战
线的志愿服务者们，结合自身
特长和工作单位职能，开展了
法律咨询、政策讲解、免费义
诊等志愿服务。部分志愿者还

前往县光荣院、社会福利院、
县江滨公园等地，开展“社区
邻里守望”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和“保护母亲河”爱国卫生运
动，慰问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清扫路面垃圾，积极创建
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在太平镇杨梅村寨脚屯双
高基地，广西凤糖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组织公司总部和柳城糖
厂 165 名党员职工开展帮扶种
蔗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农户种
植甘蔗约 30亩。活动以学习雷
锋精神为契机，发动广大党员

职工深入田间地头，助力春耕
生产，同时也激发了大家共同
助力“甜蜜事业”发展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接下来，柳城县还
将重点围绕乡村振兴、疫情防
控、环境保护等主题，结合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集中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持续打造全县学雷锋志
愿服务月活动品牌。

本报通讯员 邓克轶
覃韵 赵伟 报道摄影

近日，柳城县人民检察院、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县卫生健康局等部门联合开展食品安全公益诉
讼专项监督活动，组织执法人员到县内3家餐具集
中消毒单位进行专项检查，维护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重点检查餐具的消毒记录、消毒剂和洗涤剂
使用情况，查验出库餐具是否按照规定检验合格出
厂并随附消毒合格证明、从业人员是否进行健康体
检以及相关卫生制度是否落实等。对检查发现的个
别餐具集中消毒单位卫生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卫
生设施不齐全、室内环境卫生需加强等问题，执法
人员现场一一给出整改意见。

本报通讯员 赖春 唐凯华 摄

3月5日，柳城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凤
山派出所，对县城江滨公园至凤山段水域开展禁渔期
联合执法巡查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渔业资源和水
域环境的违法行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

此次巡查河段约30公里，巡查过程中发现仍有
使用禁用工具、方法进行非法捕捞情况存在，现场
查获销毁非法电鱼工具10根，收缴“地笼”3副约
50 米，现场放生黄蜂鱼、鲤鱼等野生鱼类 50 余
尾。 本报通讯员 梁琪 韦柳叶 摄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在柳城

县伏虎华侨农场茶园里，三五游客
背着茶篓在绿色中穿行，用指尖感
受新芽的饱满；在伏虎茶厂的制茶
车间，制茶工带着游客体验炒茶工
艺，制作属于自己的春茶；在伏虎
华侨农场的食堂，茶香排骨、茶香
鸡、茶叶春卷等茶香特色菜让游客
大饱口福……到柳城伏虎华侨农场
体验茶文化特色之旅，成为当地不
少游客的踏春选择。

柳城伏虎华侨农场现有茶园
2000亩，有50多年的种茶历史，其
生产的茶叶多次获国家级金奖，厂
长何海华获评“柳州工匠”和“柳
州市劳模”荣誉称号。伏虎华侨农
场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一
业为主，多元发展”的建设思路，
以茶叶生产为主导产业，深挖茶文
化内涵，综合开发以茶文化为载体
的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形成五大示
范功能区：茶园标准化栽培示范
区、农耕文化展示区、茶叶品种示

范区、茶文化展示区、生态休闲观
光体验区，打造体验式茶文化旅游
项目，游客在这里可以参观生态茶
园、体验采茶、学习手工制茶、聆
听工匠创业故事、参观农场场史馆
学习农场文化和农场精神、参观茶
文化博物馆学习和体验茶文化，打
响伏虎茶品牌，增加收益。

为确保旅游品质，提高茶青的
质量，柳城伏虎华侨农场积极打造
生态绿色农业，采用花生麸和农家
肥给茶树施肥；在茶园中插放诱杀
茶叶害虫的黄板，安装诱虫灯进行
杀虫；为防止给周边果树喷洒农药
时风将农药吹到茶园，农场在茶园
边种植桑树形成防护带，保证了茶
叶的纯天然绿色无公害。同时，积
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伏
虎华侨农场投入近 100万元，用于

“六提三增”工程，统筹推进农村
垃圾治理、道路通行、饮水安全、
村屯特色、住房安全和能源利用水
平提升工程增加农村供电能力、通

信能力、公共照明能力工程。还把
茶园里 12公里的沙土路全部硬化，
方便了群众出行，为游客提供了优
美舒适的游览环境。

正如伏虎华侨农场推动茶文化
为载体的生态休闲旅游产业，近年
来，柳城县把山地农林、人文、生
态资源等利用起来，促进农旅产业
深度融合，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
的广西公园城市。除了茶文化旅
游，该县还把红色知青文化、古砦
仫佬文化、凤山古镇文化等贯穿旅
游全过程，构建了“春来踏青品
茗、到寺庙祈福，夏玩漂流戏水、
赏蔗海桑田，秋品蜜桔果熟、看万
亩稻香，冬赏红枫炫舞、过民俗节
气”的全季节旅游产品体系，推出
具有鲜明特色、富有文化内涵的旅
游商品，赋予旅游文化磁场，以旅
促农，以农兴旅，构建良性循环的
发展生态，推动乡村振兴建设。
本报通讯员 陈圆媛 赵伟

日报消息 （通讯员莫晓霞）
“我们镇3月份的村级监督重点是
落实新一届村 （社区）‘两委’
班子分工情况、村委当月财务管
理使用事项和公开情况、旱改水
项目推进情况、计生专干提名审
查情况……”柳城县凤山镇纪委
书记潘国忠介绍，根据柳城县纪
委监委的部署，凤山镇把 3月份
村级监督重点内容列出清单，让
村级监督内容一目了然，使监督
委员会成员能有的放矢。

为进一步强化基层监督力
量、找准基层监督着力点，发挥
村 （居） 务监督委员会“监控探
头”作用，深化村 （居） 务监督
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基层村务规
范运行，3月2日，柳城县纪委监
委召开2021年村（居）务监督委
员会工作部署会，部署乡镇纪委
指导培训村 （居） 务监督重点，
并根据各村实际列出每月监督任
务，利用清单式监督，着力打通
村级监督“最后一公里”。连日
来，柳城县 12个乡镇 2个华侨管
理区陆续开展专题培训、列出监
督清单，423名村 （居） 务监督
委员会成员奔赴于田间地头履行
村 （居） 务监督检查职能，确保
农村基层村务规范运行。

签战略合作 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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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电影
免费周周看

为展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辉煌
成就，营造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助力柳城精神文
明建设，3月 5日，柳城县启动百场红色经典电影

“免费周周看”活动。
据了解，柳城县百场红色经典电影“免费周周

看”活动从 2021年 2月起到 12月结束，每周六、
周日下午免费播放一场红色经典电影，全县干部群
众均可免费观影，通过扫码关注柳城县官方微信公
众号“柳城人柳城事”入场。 （韦成成）

——柳城县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综述

击鼓建设迈新步 聚力发展结硕果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柳城县按照“十四五”规划的目标要
求，围绕建设柳州工业主要拓展区和广西公
园城市，以“起步就要提速、开局就要争
先”的奋斗姿态，大力实施“双强战略”
（强工业、强县城），全力抢占先机、争取主
动，谋划推进一批重大工业项目，全力推动
县域高质量发展。

2021年，柳城县全面贯彻落实《推进柳
州市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实施方
案（2018-2022年）》，加快建设“四个百亿
产业园”，推进六塘精细化工、沙埔金属精
加工、马山木业加工、大埔河西健康食品加
工产业集聚发展，紧紧咬住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重点工作，强化服务，促进项目建设
高质量发展。据了解，2021年，柳城县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 96 项，总投资 162.06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48.247亿元。

——柳城县以文化为载体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产业小记

农旅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查餐具消毒 保吃安全

禁渔期巡查 保护生态

学雷锋 展风采

齐心协力齐心协力

慰问老人慰问老人

义诊服务义诊服务

助力春种助力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