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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万佳敏
 李子来）“古井恢复了，用水更加便
捷；道路修好了，车子可以开到果园。我
们的日子越来越好，感谢党和政府。”近
日，荔浦市青山镇政府收到一封来自松树
排屯全体村民的感谢信，村民们用质朴的
语言，道出了对党和政府的感激。
  松树排屯有一口古井，历史有近百
年。由于地处村交通要道，面向松树排
屯、西牛塘屯、岭排屯等 100 多户人家
的近 400 亩田地，古井因此成为多年来
村屯农田应急抗旱、保障松树排屯 30 多
户人家用水的重要水源。但由于古井年久
失修，井台坍塌，加上井盖腐蚀破裂，一
到刮风下雨天，路旁浑浊的雨水就倒灌到
井里，枯枝败叶随之冲刷而入，使得井水
受到污染，出水量明显减少。
  在学党史走基层过程中，青山镇政府
得知松树排屯的情况，立即派出工作组到
现场查看，并与村民商量古井修整方案，
决定由作为青山镇永镇村后备单位的荔浦
市人武部牵头、荔浦市交通局负责具体实
施修整。看到政府的主动作为，当地村民
也积极投工投劳参与到古井重修中来。如

今，古井经过修缮重建，四周的墙体全部
用水泥加固，井盖结实密封性又好，井水
水量恢复，古井旁还隔出两个规整的蓄水
池，池里的水清澈见底，极大方便了村民

们的取水、用水。
  “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古
井现在恢复得很好，大家生活用水、农
业用水都更加方便，我们都很高兴。”

松树排屯村民郭世平脸上满是笑容。
  在古井井水恢复清澈的同时，松树
排屯的烂泥路也得到了修缮。松树排屯
的这条烂泥路，晴天走一身灰，雨天走
一身泥，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镇村干部积极奔走协
调，由荔浦市交通局组织施工队和机
械，在村民的共同参与下铺设了水泥
路。提起这条新铺好的水泥路，松树排
屯村民黄新华有点激动：“以前又窄又
坑洼，非常难走，现在路修好了，又宽
又平坦，水泥路旁有绿化带、有石桌石
凳，还可以直接把车子开进果园，方便
出行和生活，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据了解，此次松树排屯古井重建、道
路硬化、村屯绿化等项目共投入 50 多万
元。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荔浦各级各部门
践行初心为民办实事，解决了群众心中一
桩又一桩的急难愁盼，村民们真心感党
恩，一起写下了感谢信，送到了青山镇
政府。

  图为修葺后的古井，旁边还增加了

蓄水池。    通讯员万佳敏 摄

“古井恢复了，用水更加便捷；道路修好了，车子可以开到果园”

荔浦青山镇：一封感谢信道出村民心欢喜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日前，市妇联、市女企业家协会
与崇左市妇联、崇左市女企业家协会联合举办工业振兴乡村
振兴交流座谈暨慈善义拍活动。在活动中，市女企协捐出 6
幅字画，通过现场拍卖共筹集善款 15600 元；这些善款将
捐助给我市困难女工或困难家庭儿童。
  活动期间，市妇联和崇左市妇联有关负责人分别对两地
优质的投资环境和相关项目进行了推介；两地的女企业家们
开展了深入交流，部分女企业家还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市
女企协会长谢玉华表示，当前，我市正在建设世界级旅游城
市，大力实施工业振兴和乡村振兴战略，协会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吸引一批崇左市女企业家到桂林投资兴业，并与我
市女企业家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桂林崇左两地
女企业家联合开展

慈善义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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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 1939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把对付共
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决定了（  ）的方针。此后，各
地的反共摩擦活动日益严重，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
危机。
  A. “溶共”“防共”和“限共”

  B. 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  C. 坚决抵抗日本侵略
  487 . 1939 年 11 月上旬，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 〇 师的
配合下进行（  ），击毙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
所谓“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A. 平型关大捷  B. 太原会战  C. 黄土岭伏击战
  488 . 1939 年 2 月，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托，到皖南同新
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  ），向东作
战，向北发展。
  A. 向中进军  B. 向西开拓  C. 向南巩固
  489 . 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
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在 1939 年和 1940 年的两年
中，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
有（  ）。
  A. 109 次  B. 80 次  C. 70 次
  490 . 1938 年 11 月，广西当局组建（  ）时， 100
余名青年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积极响应广西省工委的号召，报
名参加了这支学生军。他们分布在各个团，基本上掌握了学
生军基层活动的主导权。
  A. 第一届学生军  B. 第二届学生军
  C. 第三届学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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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日（星期六） 20 ： 00 ，桂林市将在
市中心广场举行“永远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暨 2021 年桂林市“周末大家乐”广场
文艺演出。组织单位为桂林市星光热舞体育舞蹈俱
乐部，演出节目有体育舞蹈、拉丁舞串烧、语言艺
术等。欢迎广大市民及中外游客前往观看。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周末大家乐”

广场文艺演出预告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黄中琪 莫
星煜）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近日市农
业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市农科中
心”）圆满完成今年第一批广西科技计划项
目申报，共组织申报项目 15 项，申请经费
3731 . 7 万元，申报数量和经费分别较去年
增长 36％、 320％。

  据了解，此批项目申报广西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1 项、广西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2
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 1项、
广西重点研发计划 11 项，申报领域涉及县
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农业重大技术攻
关与产业应用示范、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技
术研发、科技支撑桂林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

创新示范区建设等。
  近年来，市农科中心以服务“三农”为
目标、以科技创新和服务为主线，围绕全市
农业产业发展需要，着力科研立项，扎实开
展各类农业科学科研，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2020 年，该单位获批
“中央预算内农业科技创新条件能力建设”

“中央引导地方发展资金”及自治区、桂
林市科技开发计划等各级项目共计 32
项。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市农科中心首次
获得基金项目，获新增科研经费支持
1860 万元，同比增长 116 . 02％ ，再创
历史新高。

市农科中心完成今年第一批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
数量较去年增长36％

  ▲为深入贯彻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给广大高
考考生提供暖心服务，在6月7日、8日全国高考的日子里，
资源农商行组织员工在资源中学考点连续两天开展爱心助考
活动，搭建了 3 个帐篷，免费为考生、家长及工作人员送
上矿泉水、答题笔等，并在帐篷下增设小凳子，让紧张等候
的家长和工作人员有休息之处。其间，该行员工主动向家长
普及防范以高考名义进行的电信诈骗等金融知识，耐心解答
家长们在金融业务方面遇到的难题和困惑，得到家长们的高
度赞扬。资源农商行的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展现了该
行践行社会责任、做资源人民自己的银行的良好企业形象。
              （通讯员谌永成 摄）

旗开得胜日 金榜题名时

资源农商行
持续为高考助力

  本报讯（通讯员邓双艳）为深入贯彻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充分发挥全国文明单位引领文明风尚
的示范带头作用， 6 月 7 日和 6 月 8 日，
建行桂林分行在辖区考点附近的 12 个营
业网点设立劳动者港湾流动服务站开展
“港湾爱心助考 逐梦美好未来”志愿服
务活动。
  活动现场，该行志愿者免费为考生提供
橡皮、中性笔、口罩等应急用品，为家长、
送考出租车司机、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志愿者
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临时休息、手机充
电等便民服务。在家长们等待间隙，该行志
愿者以发放海报、手册、宣传折页和现场讲

解的方式，宣传反洗钱、反假币及防范非
法集资、电信诈骗等金融知识，并耐心解
答家长们在金融业务方面遇到的难题和
困惑。
  此次“港湾爱心助考 逐梦美好未
来”志愿服务活动是该行用实际行动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履行服务宗旨的体现，是
深入贯彻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下一步，该行
将强化全国文明单位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持续引导党员干部及职工在党史学
习中悟初心、践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社
会责任，积极向社会传递温暖与爱的正
能量。

建行桂林分行开展“港湾爱心助考 逐梦美好未来”志愿服务活动

  ▲建行桂林分行志愿者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临时
休息等便民服务（本文图片由建设银行桂林分行提供）

  建行桂林分行积极开展
“港湾爱心助考 逐梦美好未
来”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日前，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研究生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师范大
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 40 余所高校、科
研院所的 10 0 余名青年学子参加交
流会。
  本次学术交流会由广西师大马克思主

义学院主办、广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会承办。广西师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 37 所
“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之一，拥有马克思
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和 6个二级学科博
士点，是推动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理论发展创
新的学术高地和复合创新型马克思主义理论
专业人才培养基地。   （通讯员李华铭）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
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师大举行

 ■榕城短波

  本报讯 6 月 8 日下午，七星区召
开“三个规定”集中宣讲暨党政领导干
部公开承诺大会。百名党员干部现场在
“三个规定”公开承诺书上郑重签名、
亮身份，切实发挥党政机关领导干部
“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为辖区执法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会上，市宣讲团、七星区宣讲团成
员给与会党员干部集中宣讲“三个规
定”，通过宣讲，提高党政干部尤其是
非政法系统党政干部对“三个规定”的
知晓率、支持率。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黎文彬）

七星区：百名党员干部
签署“三个规定”公开承诺书

  本报讯（记者周绍瑜 通讯员曾治云
 邹同国）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资源
县瓜里乡坚持把学习党史和推动工作、解
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把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落到实处。近期，瓜里乡把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作为重点任务，全面动员宣传广
大群众接种疫苗，努力构建全乡免疫屏障。
  5 月 21 日，瓜里乡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正式启用。该乡积极组织志愿服务队
伍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文明实践活
动。在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志愿者们化
身“宣传员”“疏导员”“引导员”和
“讲解员”，精准对接疫苗接种群众需

要。为提高疫苗接种效率和安全性，该
乡通过派发宣传册、入户走访和电话询
访相结合的方式，对 18 岁以上符合接
种条件的人群进行排查摸底、登记造
册，并以统筹调配的方式组织全乡 11
个村（社区）符合接种人员分批次进行
疫苗接种。截至目前，该乡新冠疫苗临
时接种点共接种新冠疫苗 2800 人次。
  同时，该乡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积
极发动乡、村两级党员干部，充分利用
微信群、宣传栏、大小喇叭，发放宣传
品、宣传单，悬挂标语横幅等多种宣传
方式，大力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资源县瓜里乡：
学党史办实事
助力疫苗接种

  ▲ 6 月 9 日，七星区七星街道举行“不忘百年初心，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运动
会，来自街道办和 10 个社区的工作人员 100 多名干部职工以运动竞赛的方式重温革
命战争历史，凝聚战斗精神与力量。
  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们分组参加了挑粮送红军、舍身炸碉堡、飞夺泸定桥等竞赛
项目。据了解，此次红色运动会将当年革命先辈可歌可泣的事迹作为文化元素，融入
体育形式中，每个项目开始前还向职工讲解革命战争故事，使大家在运动娱乐中学党
史、悟思想，让红色基因、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图为参赛选手们正在参加挑粮送红军项目。       记者陈静 摄

红红色色运运动动会会
让让党党史史学学习习教教育育““动动””起起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