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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阳朔每天都吸引大量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到阳

朔从事旅游开发的企业主和游客逐年增加，该县流动人口

约为常住人口的30倍。如何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保护各
景点的安全，让企业主扎根阳朔，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

舒心，如何维护阳朔县旅游名县声誉，是阳朔警察的首要

任务。

《印象·刘三姐》 剧场、图腾古道、蝴蝶泉、遇龙河等

阳朔大部分景区景点都在该县城关派出所辖区内。城关派

出所只有民警12名，协警10名，除了服务好众多闻名遐迩
的风景区，还管辖着四个村委、两个社区，还有100余家大
小的宾馆、旅社。平均每年服务700余万中外游客。
“老百姓的事就是桂林警察的事！”城关派出所围绕桂

林市公安局黄继贤局长这句话，不断创新警务机制和工作

方法，争取以最少的警力发挥最大作用，产生最大的工作

效率。

“我们只有刻苦钻研工作方法，认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

圣职责，以维护辖区内各景区景点企业利益形象和提高游

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工作目标，心系企业、游客和群众，

民警们都常下去，常年超负荷工作，但他们乐在其中，从

不发牢骚。”城关派出所肖逢有所长说。

为更好的服务各景区景点企业，派出所每年至少要安

排两次以上各个景区景点老板和负责人的座谈会，征求企

业主们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座谈会，民警们收集各企业是

否存在不稳定因素和他们的需要，从而可以更好地制定工

作措施，改进工作方法。为使民警能更好地为各景区景点

各企业服务，城关派出所将所有民警的联系电话制作成一

张警民联系卡，发放到每个景区景点业主和中层领导的手

中，随时保持联系。多年来，城关派出所已经形成了出警

迅速、人性化处警的传统，无论哪个景区发生警情，除就

地巡逻的民警处置外，值班民警和带班领导一定会在五分

钟内到达现场处置，从而有效地避免因为发生的纠纷、治

安或者刑事案件给景区甚至阳朔的旅游带来负面影响。

2011年4月下旬，著名的 《印象·刘三姐》 实景演出剧
部分当地渔民演员，得知全国部分企业的员工涨了工资，

自己的工资没有动静，提出“五一”期间罢演，专门制造

声势以引起公司重视，一旦因演员罢工停演，将对阳朔的

旅游和公司造成可怕影响，广维公司非常担忧。城关派出

所领导获得可靠消息后，立即将信息收集上报公安局国保

信息大队和当地党委政府，随后安排全体民警进公司摸底，

并按照公司的意见与剧场负责人一起找当地渔民演员谈心，

稳定了当地渔民演员的情绪，从而使演出正常进行。

2012年7月26日晚上，南京游客一家共8人去观看 《印
象·刘三姐》 实景演出剧，本来客人在旅行社购买了票，但

导游却将门票给错了其他客人，8名南京游客无法进场看演
出，焦急的客人强行冲进验票口，遭到验票员和剧场经理

的拒绝，于是8名游客大骂 《印象·刘三姐》 是骗子，与当
地旅行社的导游合伙骗游客的钱，还对经理和验票员照相，

扬言要上网发帖公布，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客人在推拉过

程中有人受伤。在剧场内巡逻值班的民警知道后，马上进

行处置，几分钟后，值班领导和备勤民警相继到达剧场内，

立即开车送受伤人到医院检查治疗，后来在城关派出所调

解室内，通过民警耐心解释和调解，游客主动承认自己的

过激行为，向剧场经理道歉，为满足南京游客的心愿，剧

场经过研究，同意安排8名游客观看第二场演出，消除了游
客的误会。

去年大年初一，方磊、杨尉彪等几名民警到图腾古道

景区内巡逻时，一群游客在等候观看表演时主动与巡逻民

警交谈，他们由衷地夸赞：“到阳朔旅游，有警察经常巡

逻就是不一样，警察很辛苦，服务周到，我们更安全。”

城关派出所每年解决景区企业与当地群众之间、游客

相互之间、游客与当地老百姓之间各种矛盾纠纷数百起，

为中外游客提供帮助和救助游客上千人次。多年来，守护

着中外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城关派出所，有力地维护

着“印象刘三姐”等富有特色的景区景点的企业形象，为

阳朔旅游事业发展保驾护航，获得了诸多荣誉。2010年10
月城关派出所被公安部授予“全国执法示范单位”称号；

2011年6月被桂林市委、市政府表彰为“综治平安建设工作
先进基层单位”；2011年9月被公安部命名为一级派出所；
2011年12月被区公安厅授予集体二等功。

阳朔旅游企业
受益警务优质服务

陈明 本报记者 黄山

阳朔县城关派出所警察在美丽的景区巡逻，为企

业和游客保驾护航。

临桂新区“第一路”———临桂大道景观效果图

清澈见底的百里漓江，蜿蜒流淌

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奇山秀水之间，漓

江两岸，田园阡陌，鸡犬相闻，古往今

来，无数文人骚客，对桂林魂牵梦绕。

纵情山水间，宋人王正功写下了“桂

林山水甲天下”的千古绝句。

桂林的漓江，是中国的漓江，也

是世界的漓江。1973年 10月中旬，邓
小平站在漓江边语重心长地说，如果

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

展得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

功不抵过。既要发展，又要保护，这是

摆在桂林所有人面前的历史命题。不

可否认，在这道沉甸甸的试题面前，

桂林人曾经彷徨、犹豫、摇摆过，为

此，桂林付出了许多时间和发展的代

价。

历史上，桂林长久以来都是广西

的省会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建国后，区政府搬迁至南宁。此

后，桂林的经济总量逐步被南宁、柳

州超越。近年，北部湾经济区建设如

火如荼，防城港、北海等沿边、沿海的

北部湾核心城市正在大步跨越发展，

紧追而来。桂林，当初的老大哥更加

坐卧不安。

每届政府对每个城市的发展和

民生的谋划，无不受制于城市的地

理、历史和文化等因素，但时代要发

展，城市要变迁，就需要用远见、胆

量、谋略与智慧来寻求突破以获取新

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既要保护好漓江，也不能站在漓

江边裹足不前。“保护漓江、发展临

桂，再造一个新桂林！”经过多年苦苦

思考和探索，也许是受当时西部大开

发和上海开发浦东的启发，时任广西

书记的刘奇葆带领广西区党委和桂

林市人民大胆破题，决心让桂林搭上

快速发展的时代列车继续前进。从

此，桂林走进了“临桂新区时代”。

目标既定，雷厉风行。桂林开始

在临桂新区高品位大手笔打造临桂

新区，桂林世界旅游城涵盖整个临桂

新区，紧邻桂林中心城区西郊的临桂

新区世界旅游城，规划总面积200平

方公里，人口约100万，依托区域整体
“H”型骨架，突出“全城管理”的规划
理念，按照“主城区+旅游功能区+产
业组团”的空间组织模式，开成“一点

三星三区”七大功能板块。“一点”即

桂林世界旅游城核心区组团，该区主

要承载了城市政务中心、商务中心、

文化中心及旅游服务中心等核心服

务功能，通过分期滚动开发将旅游购

物中心区建设成为交通便捷、环境优

美、体现桂林“山—水—城—林”城市

特色生态城区，形成以行政办公、商

务办公、商业金融、旅游休闲、旅游文

化、旅游教育、旅游娱乐、居住为主的

多功能、复合型和谐城区；“三星”主

要指三个重要的旅游服务———凤凰

体育运动休闲旅游区、会仙湿地旅游

区和万福休闲度假旅游区。“三区”即

是结合湘桂发展走廊和洛清江流域

产业带的整体布局，形成五通高技术

产业组团、两江空港物流产业组和苏

桥高端装备制造业组团三大产业发

展组团。桂林世界旅游城是广西旅游

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区，是桂林作为

世界著名风景旅游城和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的新突破，是国家工业化与信

息化结合试点城市的重点。可以说，

加快临桂新区建设和桂林世界旅游

城建设，就是加快临桂建设，就是加

快临桂发展。作为排头兵和主阵地，

临桂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必须主动服

从和服务于桂林世界旅游城建设，以

特殊的角色发挥特殊的作用。

桂林世界旅游城是桂林国家旅

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点，是广西旅

游改革创新的先行先试区，是桂林作

为世界著名风景旅游城市的新突破，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新体现，是国

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的重要

载体，是桂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重大举措，是集聚全球古今中外旅

游元素之大成，以旅游产业为主导，

将成为世界旅游产业集群区，成为功

能完善的综合性旅游新城区，成为桂

林国际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集散地的

新增长极，成为带动广西旅游业发展

的新引擎，体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

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加快城镇化跨

越发展的要求，符合“保护漓江，发展

临桂，再造一个新桂林”的发展思路，

对加快建设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

区具有重大意义。

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相关部

署，桂林市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编

制了临桂新区总体规划、《桂林世界

旅游城概念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

力求桂林世界旅游城在整体发展上

突出“旅游、生态、创新、低碳”四大理

念，强化“吃、住、行、游、购、娱、文、史、

展、养、学、研”等旅游元素；在空间上

突出“全域管理”，按照“主城区+旅游
功能区+产业组团”的空间组织模式，
构筑“一点三星三区”七大功能板块、

23个主题职能各异的旅游功能区，塑
造“千峰环立，秀水映城”的山水特

色；在产业发展上形成以“大旅游”统

领，以“新产业”和“大物流”为支撑的

新城发展动力体系，构建产业融合发

展、保护与开发并重、新老城区互动

共进、建设与山水相得益彰的桂林世

界旅游发展格局。建设桂林世界旅游

城，是做大做强桂林城市、加快建设

特大城市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机遇，事

关桂林发展全局，必将极大地促进桂

林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桂

林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桂林世

界旅游城建设，举全市之力强力推

进，高效组织编制完善桂林世界旅游

城建设规划，并按照“两年全面启动，

五年初见成效，2020年基本建成”的
目标，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临桂新区是桂林世界旅游城建

设的主战扬、是桂林跨越发展的机

遇。如上海的浦东，“临桂理想”的实

现，就是桂林未来跨越发展最闪光的

亮点。

本报记者 黄山

世界旅游城
展现未来“桂林的浦东”

盛产闻名遐迩的宫廷贡品荔浦芋

的广西荔浦县，是广西民营经济发展

最早、最活跃的县份之一，享有“中国

衣架之都”、“荔浦芋———中国优质农

产品”、“中国马蹄之乡”、“南方食品

城”、“广西旅游名县”、“广西文场之乡”

等美誉。

为充分展示荔浦“山水名城”、“工

业名城”、“创业名城”的魅力。该县将于

12月11日至18日隆重举办“2012荔浦衣
架·食品·特色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五届

旅游文化艺术节”。届时，国内外嘉宾

除参加重头戏中国衣架产业发展高峰

论坛、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高峰论

坛，赢合作发展商机，还可以赏精彩文

化赛事、游荔浦奇山秀水。

荔浦县工业旺势发展，后劲十足。

目前该县已拥有民营企业600多家，形
成了木衣架、食品、小五金、药业、造纸

业等五大支柱产业及生物提取、农副

产品深加工等新兴产业，民营经济占

据该县经济发展的大半壁江山。

荔浦县衣架产品90%以上出口国
外，销售网络遍布欧美及东南亚市场，

出口量约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

70%以上，衣架产业从作坊生产发展到
如今的“中国衣架之都”，小衣架漂洋

过海做成大产业、大市场，中国衣架

“荔浦制造”、世界衣架“荔浦制造”已将

荔浦这个小县城推出国门，走向世界。

荔浦食品行业近年来也实现了质

的飞跃，跻身“全国质量兴市（县）活动

先进”。2008年以来，荔浦县获得省级以
上产品品牌企业有绿园、福禧达、荔

波、亿发、周氏、荔罐、智仁、智强8家公
司,产品种类达200多个，年产量15万吨
左右。企业产品销售覆盖全国，销售网

点近万家。食品业成为荔浦县工业五

大支柱产业之一。

荔浦农业产业特色更特、优势更

优。近年来，该县十分注重做大特色优

势产业，一贯坚持用工业的理念谋划

农业，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该县农

业资源非常丰富，除名扬海内外的“皇

室贡品”荔浦芋外，还有传统名优特产

马蹄、夏橙、砂糖橘、生猪、食用菌、生姜

等，新兴的农业产业有桑蚕、花卉、中

草药等。其中，荔浦芋被评为“中国名

牌农产品”、荔浦夏橙和瘦肉型猪被评

为“桂林名牌农产品”。该县曾先后被

列为国家、广西瘦肉型猪基地、夏橙出

口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等。近年来，

荔浦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

进程，农村经济发展迅速。荔浦芋、马

蹄、夏橙畅销全国各地，同时进军东南

亚、美国和欧洲等国际市场。

“桂林山水甲天下，荔浦风光奇特

绝”，说的就是荔浦有着优美的自然环

境，桂林—阳朔—荔浦旅游线路是国

际旅游黄金线路漓江旅游线路的延

伸。荔浦山清水秀，旅游资源非常丰

富，文物古迹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有

“一洞穿九山，妙景绝天下”的“亚洲第

一洞”丰鱼岩、“世界溶洞之典范”银子

岩，国家旅游示范点荔江湾，气势雄

伟、蔚为壮观的天河瀑布等，是广西唯

一一个拥有三个4A级景区、一个3A级
景区的县，该县还拥有龙怀、鹅翎寺、

荔浦文塔、银龙古寨、双江兰花、马岭

红山湖、茶城凉山湖、花篢大江湖水库

等一批已经开发或正在开发的新景区

（点）。

该县将通过举办“2012荔浦衣架·
食品·特色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五届旅

游文化艺术节”，充分展示全县蓬勃发

展的工业、强势独特的农业、丰富秀丽

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科

学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以节会友、以

会招商，增进交流，深化合作，促进共

赢，推动发展。

荔浦这次节庆活动，最大特点是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节庆活动期间，

该县将紧紧围全县工业、农业、旅游、

文化等领域的支柱产业、特色产品、特

色文化。重头戏中国衣架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高峰

论坛、荔浦食品全国客户代表座谈会、

全区农业创新发展观摩会，这将是一

场以会招商、以节会友的盛会。同时，

还将举办：衣架食品特色农产品展销、

百家旅行社老总相约之旅、中国衣架

之都衣架形象大使选拔赛、民族民俗

民间文化艺术巡游、百家媒体聚焦等

荔浦等系列活动。

“中国衣架之都”将迎来多项盛会
本报记者 黄山

临桂新区世纪大道立交桥主体工程

临桂新区创业大厦

老百姓的事就是桂林警察的事

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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