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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涌动 志愿者在行动

温馨提醒驾驶员朋友：

乐至开展
“共创文明城 文明我代言”
启动仪式暨志愿服务活动

巧用“绿波速度”
助你一路畅通无阻

资阳城区目前有 7 条
“绿波带”
，绿波速度为 40km/h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高道路上的平均车速，提升车辆通行效率。

什么是“绿波带”
“绿波带”是一种交通信号灯控制系统。汽车按照某
种固定车速行驶，信号控制机根据路段距离，把该车流所
经过的各路口绿灯起始时间，做相应的调整，确保该车流
到达每个路口时，正好遇到绿灯。简单来说就是，根据两
个路口之间的距离和设计的车速，计算出两个路口之间的
绿灯间隔时间。如果车辆在上一路口绿灯后按照设计的
车速行驶，那么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刚好也是绿灯。

“绿波带”的好处
据交警介绍，
“绿波带”可以减少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
停车次数，进入“绿波带”的车辆可连续通过若干路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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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波速度”，让你一路畅行
在了解了“绿波带”后，你还必须要了解什么是“绿波
速度”
。
据悉，
“绿波速度”就是车辆进入“绿波带”路段范围内
的设计车速 。
“ 绿波速度”通常比道路限速要低。如果你
按照“绿波速度”行驶，到达路口时刚好是绿灯。但如果远
快于“绿波速度”行驶，就会过早地到达路口，这时候红灯
还没有变绿；而远低于“绿波速度”的话，绿灯可能就已经
变红灯了。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目前资阳交警设置的“绿波
速度”为 40 公里每小时。如果你开太快或太慢，都很可能
享受不到
“绿波”便利，还可能遇到一路红灯。
对于部分市民感觉“绿波”有时候不明显的情况，交
警解释，目前资阳主城区的 7 条“绿波带”，除了江南半
岛至苌弘广场路段是全时“绿波带”，其余 6 条线路为高
峰“绿波带”，意思就是说在上下班高峰期才会有显著的
效果。

7 条双向“绿波带”

成渝高速公路出口—万达路口（双向）
市政府—星悦路口—龙汇超市路口（双向）
市公安局—市中心血站路口（双向）
晨风路路口—龙汇路路口（双向）
西门加油站（凤岭路路口）—铁路桥（双向）
台阳路路口—松涛桥路口（双向）
江南半岛-茂林大厦—苌弘广场路口（双向）

扬尘污染整治，全面排查工业“散乱污”企
业、燃煤砖厂等，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能职
责，认真落实网格化环境监管，切实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村广播、网络媒
体、入户宣讲等多种形式，提高群众环境保
护意识，宣传环保问题整改措施和成果，收
集群众意见建议，进一步营造浓厚环保氛

围。相关部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加大执
法检查力度和违法处罚力度，对违法违规
排污企业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坚决依法
处理。强化督促指导，采取连续、不间断环
保督察，将环保问题整改纳入目标考核管
理，对工作执行不力的单位、个人进行追责
问责，确保环保问题整改取得实效。

官方微博 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座城市涌动着的浓浓爱心。在现场气氛的感染
下，广大群众纷纷在“共创文明城 文明我代言”签
名墙上签名承诺、扫码代言，积极加入到志愿服务
的行列中。
当日下午，各单位、社区还组织志愿者开展了
文明劝导、清除“牛皮癣”、护城河漂浮物打捞等志
愿服务活动。
据悉，乐至积极建设有爱城市，号召广大市民
积极投身到文明城市创建与志愿服务活动中来，
不断提升全县城乡文明程度，营造奉献友善、文明
和谐的社会环境。

志愿服务

89、
创建文明城市对宾馆饭店有什么要求？
答：
（1）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讲文明树
新风”公益广告宣传；
（2）从业人员用语文明，礼
貌待客；
（3）消防安全设施完好；
（4）开展行业
诚信建设，服务承诺制度公示；
（5）无假冒、
“三
无”、过期商品；
（6）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有
投诉处理记录；
（7）有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儿童
等特殊群体通行和使用的无障碍设施；
（8）娱乐
等服务明码标价，客房干净，无异味；
（9）运用多
种形式进行“节俭养德”
“ 文明餐桌”温馨提示；
（10）有明显的禁烟标识，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
有监控设备明显提示；
（11）饭店无露天烧烤、乱
排油烟现象。
90、
创建文明城市对中小学校有什么要求？
答：
（1）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德
育教育、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校园宣传栏中有文明
校园创建的相关内容，并定期更新；
（2）在中小学
校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推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运用电子显示屏、橱窗展板等多种形式，在校
园、教室悬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个主
题词，师生能牢记、能践行，醒目位置展示学生守
则。
（3）进城务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有措施、
落实好；
（4）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落实
体育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要求；
（5）师生关系、同
学关系和谐，中小学设立心理咨询室，并配备专、
兼职教师；
（6）有符合标准的物防、技防、人防、消

问

防设施；
（7）无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现象。
91、创建文明城市对校园周边环境的具体要
求是什么？
答：
（1）中小学校园周围 200 米内无游商、无
证摊点，
“三无食品”
（无生产厂名、无生产厂址、无
生产卫生许可证编码的食品），无销售恐怖、迷信、
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和出版物；
（2）校园周围
200 米内无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子游戏
经营场所；
（3）校园周边 200 米内无游戏厅、歌舞
厅、卡拉 OK 厅、台球厅等娱乐场所；
（4）校园周围
200 米内无非法行医诊所、无以人流、性病治疗为
主要业务的诊所。
（5）公共场所面貌：环境卫生干
净整洁，垃圾清运及时；管理规范有序，无违章停
车现象；
经营性场所证照齐全、亮证经营。
92、
创建文明城市对医院有什么要求？
答：
（1）医院整体环境整洁，导医标识清楚，主
要收费项目公开；
（2）挂号、收费、发药等服务窗口
排队等候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有导医等志愿服
务；
（3）医务人员按规定着装、佩戴工号，衣帽整
洁，准时到岗到位；
（4）医务人员文明用语，礼貌待
人，规范服务，无收受“红包”、开“大处方”现象，无
医疗责任事故发生；
（5）有高效的投诉处理机制，
并有投诉处理记录；
（6）有明显的禁烟标识，无烟
区没有吸烟现象，有监控设备提示牌；
（7）设有无
障碍设施，且管理、使用情况良好；
（8）运用多种形
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诚信建设。
（未完待续）

资阳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相关问答

日前，雁江区三贤九义
校 2017 第六届“舞动魅力
三贤”艺体节开幕，全校 55
个班级 3300 余名师生参加
了这次盛大活动。本次艺
体节除了有文艺表演外，还
进行了铅球、跳远、田径等
体育竞赛。图为艺体节开
幕式文艺表演。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资阳网 www.zyrb.com.cn

本报讯（刘孝军 罗亦）12 月 5 日，由乐至县创
建文明城市指挥部和县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办
的“共创文明城 文明我代言”启动仪式暨“12·5 国
际志愿者日”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在陈毅广场举行，
数百名身穿红色小马夹的志愿者们参加了此次活
动。
活动上，为优秀志愿服务项目、组织、社区代
表以及优秀志愿者进行了颁奖，乐至县文明办、团
县委“童心圆梦直通车”志愿服务项目、陈毅故里
管理局“弘扬元帅精神 传播红色文化”志愿服务
项目、乐至县壹玖公益协会等获得优秀集体表扬，
曾蓉、文昌秀等 10 名志愿者获得优秀个人表扬。
在现场，
“乐至好人”及“帅乡志愿·有你有我”
优秀志愿服务集中展示区吸引了大批市民。知识
宣传与咨询、义诊、手机养护、书法家现场创作赠
送作品、理发、小家电维修、磨刀等志愿服务，不仅
使群众享受到了服务的便捷，更感受到了乐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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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江持续抓好环保工作 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本报讯（李佩昱）日前，笔者从雁江区
获悉，该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部署，
加快环境问题整改，抓好大气、扬尘、工业
“散乱污”等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环境
保护各项工作，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
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截至目前，中央环
保督察组督察后，市级交办的环保信访件
37 件已全部按要求办结。
该区认真对照问题清单，持续抓好环
保督察后续工作，对已完成整改问题开展
“回头看”，对已办结环保信访案件进行“回
访”，确保环保督察后续工作实施到位。突
出重点，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加强建筑工地

义诊现场。

开车的驾驶员朋友都会有这种经历吧，在城区开车遇
一个路口是绿灯，就可能会在每个路口遇到绿灯。这是为
什么？其实，
这一切都是一个叫
“绿波带”
的东西在
“作怪”
。

APP：
i 资阳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四、此次交通综合整治的具体范围有哪些？
此次整治范围包括资阳老城区、城东新区、高
新区。集中力量对老城区 10 个路口、3 条干线、4
个片区的道路交通进行综合整治。
10 个路口：市政府路口、万达路口、皇龙路
口、铁路桥路口、海峡路口、火车站路口、北门路
口、苌弘路口、百货公司路口、上西街路口。
3 条干线：第 1 条线：车城大道—海峡路口—
建北路—北门路口—沱三桥；第 2 条线：娇子大道
—海峡路口—上西街路口—梅西北货路口—南门
路口—东门沱一桥；第 3 条线：仁德西路—南骏大
道—滨铁路口—滨江路。
4 个片区：
第 1 个片区：
车城大道—幸福大道—
娇子大道—芭蕉林路口；第 2 个片区：娇子大道—
政府路口—芭蕉林路口—西门铁路桥—松涛路—

新城路口——仁德西路—万达路口；第 3 个片区：
海峡路口—建北路—和平路—百货路口—苌弘路
口—九曲河示范段（滨河东路一段和滨河西路一
段）—建南桥骏兴路—西门桥；
第 4 个片区：
火车站
路口—北门路口（兼顾雁北路）—建东路—沱一桥
头—苌弘路口—南门路口——和平路——火车站
路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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