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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城区现有农贸市场 11个，
地面污水、泥土和活禽宰杀区污垢
清扫不彻底，保洁不到位，垃圾清
运设施不规范，清运不及时；非直
管公厕有 83 座，产权情况较为混
乱，公厕卫生差脏臭，无专人管理、
设施陈旧、破损严重，洗手池、残疾
人专用厕位缺失，公厕标识标牌不
规范、无管理制度等问题。针对存
在的问题，环卫处协调各街道办

（镇）切实加强督查和考核，市场管
理方及业主对照标准在 4 月底前
整改到位。

今年，我市拟升级改造直管公
厕 11座，改建 1-2座样板公厕，6月
前已完成公厕改造升级方案，7 月
开始启动设计和招标工作，12 月底

全面完成投用。
同时，环卫处积极配合参与除

“四害”工作，共投放 15 公斤灭鼠、
灭蚊蝇、灭蟑螂等药物，并及时发送
到城区各垃圾收集库（点）进行统一
灭杀。

另外，采取机械与人工配合方
式对果皮箱、城市设施、标牌、标识
线、隔离栏、人行道等进行清洗。对
机械作业无法达到清洗要求的采取
人工作业，不留死角。加上空中喷
雾降尘，环卫作业“三位一体”逐步
实现精细化，使城市更洁净。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双创”活
动中，资阳环卫人主动作为，攻坚克
难，不辞艰辛，书写着创卫创文的新
篇章！

新华社成都 7月 11日电（记者
吴光于）记者从四川省交警总队获
悉，截至 11 日上午 8 点 30 分，受暴雨
影响，成都周边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实
施临时管制。

成渝高速、成南高速、都汶高速、

成安渝高速、简蒲高速未关闭，收费
站正常通行。

成自泸高速成都主站关闭。成
雅高速除成都站外，其余收费站关
闭。成绵高速只开放城北、德阳收费
站。成巴高速辖区全线交通管制，关

闭青白江、金堂、赵家、兴隆、中江、古
井收费站。成绵高速复线彭州站放
行小车，管控货车，其余收费站关闭。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关闭所有收
费站。其中广汉同善下行匝道积水
严重，正在进行抢险。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

暴暴雨雨
连连袭袭

“资阳的易积水路段主要在几
个铁路桥下，但都是有警戒线标识
的。”瑞骑汽车维修部从事汽修十几
年的王勇告诉记者，我市城区易积
水的路段可以通过标识判断车辆能
否通过，也可以根据前车涉水行驶
的情况来判断水深。如果水深已经
淹没了车辆的排气管，切不可贸然
涉水。如果对路况不熟悉，建议司
机最好先下车观察路面积水情况，
坡度大的路段有可能积水过深，需
仔细判断。

如果迫不得已需涉水行驶，要
注意行车技巧。王勇说，“积水路段

要低车速高转速行进，不论是手动
挡还是自动挡都应该挂低速挡，一
定要控制好油门，缓慢平稳通过积
水路段，防止因速度过快水花溅入
发动机导致熄火。中途不能换挡，
也不能停车，尽量一次性通过。”

同时，遇到多车涉水时，前车通
过后，后面的车才可下水行驶，防止
前车因故障停车，迫使后车也停在水
中，导致进退两难。王勇提醒司机：
如果汽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能再次
发动。“原本没损坏，再一打火就容易
损坏发动机，轻则大修，严重点基本
上就报废了。”

主动作为 攻坚克难
——市环卫处扎实推进“双创”工作

自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省
级文明城市工作开展以
来，市城市行政执法局环

卫处作为“双创”的主力军，认识不
断提高，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攻坚
破难，为我市“双创”工作作出了积
极贡献。

□ 陈元根

打造示范街，用示范引领，深化“双
创”活动。

市城市行政执法局环卫处从细化、量
化、质化三方面入手，在切实做好城区 630
万平方米街道的清扫保洁（两清扫三保
洁）以及垃圾清运工作的同时，1 至 6 月，
继续深入抓好城区娇子大道、车城大道、
和平中路、和平南路等首批 9条示范大道、
9 条示范街的打造，示范街道环境卫生质
量达到标准化和精细化。

落实好城区主、次干道 16小时无缝隙
清扫和保洁，重点路段、重要区域实行错
时保洁、延时保洁，学校周边上学放学时
段增加人员重叠保洁，商业繁华区域、市
场等重要路段加强保洁，逐步将环卫作业
服务重点逐步向无物管小区、城中村、城
郊结合部延伸，实行清扫保洁无死角、全
覆盖。

油污污染，惹人烦恼。
环卫处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清洗

街道零星油污，每月使用洒水车开展两次
夜市、早餐点等街面油污的清洗，每天采
用电瓶消洗车巡回清洗零星油污，并及时
处理突发油污污染。开展“双创”以来共
清除突发油污污染 50次，安排专人每天巡
回清洗辖区街道零星油污、果皮箱周边油
污、手推车周边油污 2000 余处，切实提高
了环境卫生质量，保障了行人和车辆的出
行安全。

乱贴广告，影响市容环境，影响城市
形象。

在各乡镇、街道办的组织下，各环卫
所组织人员，分组、分段、分片对辖区内门
市卷帘门、门柱、墙体、公共部位，公益设
施设备等所有乱张贴、乱喷涂、乱喷印的
小广告等“牛皮癣”进行全面清理。特别
针对车城大道、和平中路等示范大道和示
范街的“无癣街道”的打造，进行再次大规
模清理，做到墙面、门柱、橱窗、卷帘门干
净。专项整治中共清理各类“牛皮癣”近
万处，确保了新增小广告“牛皮癣”发现一
处、上报一处、清理一处、干净一处，努力
实现城市“牛皮癣”治理无死角、全覆盖。

针对示范街道，推行垃圾袋装
化，解决城区环卫设施少的难题，确
保垃圾不落地。3 月起，各环卫所
与各部门配合，分组上门宣传门市
垃圾袋装化上门收集，逐户发放宣
传资料告知书并填写摸底情况调查
表。3 月 15 日起，各环卫所垃圾袋
装化上门收集服务正式开展，每天
上午 8 点至 12 点收集一次，下午 2
点至 6 点收集一次。同时，同步取
缔沿街面手推垃圾车，使示范街环

境卫生更加干净、清爽。
同时，切实加强城区生活垃圾

的收集、清运，认真做好 660个垃圾
点、35座垃圾库，143个可卸式垃圾
箱生活垃圾的清运工作，确保无积
存垃圾，无暴露垃圾，日均清运生活
垃圾 270余吨。

机动作业垃圾车、电瓶三轮清
运车、可卸式垃圾车全部实行密闭
化运输，避免生活垃圾抛洒滴漏，造
成二次污染。

继续努力打造示范街

油污治理成效显

全面清理“牛皮癣”

创新推行垃圾收集清运服务

“问题”公厕得到整改

汽车涉水熄火

切忌强行打火 否则保险拒赔
近段时间，包括我市在内的省内多数城市都反复遭遇暴雨袭击，城

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负荷，地势低洼处容易形成积水。市民驾车出行
时，难免要涉水行驶。那么，涉水行车有哪些注意事项？爱车遭水淹后如
何理赔？日前，记者就此咨询了专业人士。

●防止轮胎侧滑：雨天地面
湿润，轮胎这种橡胶制品被润湿
以后摩擦力大大下降，容易造成
轮胎侧滑，所以在拐弯的时候不
能急刹车，最好直线减速，然后再
进入弯道。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需要急刹车，不要慌，要么扭动方
向盘避让，要么直线刹车，切勿刹
车的同时又避让。

●减少雾气产生：行车的时
候外面突然下起了雨，温度下降，
挡风玻璃的温度也随之下降，而
车内的水蒸气遇到挡风玻璃就凝
结成雾气，阻挡视线，遇到这种情
况，要开启空调，并吹向挡风玻璃
的方向。

●禁止躲闪：有的人刚洗的
车遇到雨天，心情恼火，遇到小水
坑就避让，这容易造成后面车辆
弄不清你的行车路线造成追尾。

●使用斥水剂：市场上有很
多斥水剂，购买一些备用，遇到雨
天就将其涂在挡风玻璃上，这样
雨水会很快地流下，不会阻挡司
机视线。

●保护后视镜：下雨时后视
镜沾上雨水，看不清后面的车辆，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可以在后视
镜上装上挡雨板。

“近段时间多地出现水灾，公司
刚受理了几起车辆被淹受损的事故。”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中
心支公司理赔中心经理刘孝明表示，
在车辆满足合格、合法的条件下，车辆
被水淹需分情况进行理赔。

在暴雨等极端天气，车辆停放
被淹，分两种情况赔偿，一是车辆购
买了车损险和涉水险，保险公司负
责赔偿施救费及车辆维修费；二是
如果只有车损险，则赔偿施救费和
除发动机损失外的车辆维修费。

对于涉水行驶事故，不同情况
赔偿方式也不同。如没有投保涉水
险，发动机损失将无法得到赔偿，其
余的维修属于车损险保障范围。但
这并不代表投保了涉水险就一定能

得到赔付，以下两种故意行为导致
发动机受损，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
一是明知或怀疑水深，还试图开车
淌水导致发动机损毁；二是涉水熄
火后，司机强行二次启动车辆导致
发动机进水的人为损毁。刘孝明
提醒各位司机，汽车涉水行驶熄火
后切忌二次发动，要第一时间与保
险公司取得联系，等待保险公司救
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 投保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
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
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
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
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
分，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
保险金的责任。

积水路面行驶技巧 缓慢匀速通过

熄火后切忌再打火 第一时间联系保险公司

雨天出行防触电 专家送“避电指南”

连夜暴雨 成都多条高速公路临时管制

多知道点

雨天行车
其他注意事项

资料图。

新华社成都 7月 11日电（记者
张海磊）近日，四川、陕西、甘肃一带
多有暴雨。同时，受台风“玛莉亚”
影响，多省也出现降雨。暴雨天气
导致不少地方路面被淹，户外暗藏
危险，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电力工程专家梁军胜
提醒，民众要牢记安全须知，避免意
外触电。

他提醒，雨天出行要注意以下五
个方面：

一是不要靠近电力设备。多雨
潮湿天气导致电力设备绝缘性能下
降，人体的电阻也相对降低。因此，
在户外行走时不要靠近电力设备，
更不能在供电线路和变压器下避
雨，还应尽量避开电线杆的金属材

质斜拉线。
二是不要在紧靠供电线路的高

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下停留或避
雨。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牌一旦被
大风刮断或刮倒，很可能将紧靠的电
线砸断，或造成树枝、广告牌搭在电
线上。人体一旦接触被砸断的电线
以及被淋湿的树木或金属广告牌，都
容易引发触电的危险。不要触摸电
线附近的树木。随着树木逐年长高，
电线可能已经被树木的树冠包围，且
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可能存在绝缘层
破损的情况，遇到雷雨大风天气时，
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会
导致短路、放电。

三是遇到积水尽量绕行。外出
时要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

如果必须蹚水通过，一定要随时观察
附近有没有用电、供电设备，有没有
供电线路断落在积水中。如果有，应
撤到离落地点 8米以外的地方，做好
记号以提醒其他行人，并及时通知供
电部门紧急处理。

四是遇电线掉落应单腿跳跃离
开。万一电线恰巧断落在离自己很
近的地面上，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
就跑。应该用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
否则很可能会在跨步电压的作用下
使人触电。

五是无绝缘防护不随便救人。
一旦发现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应立
即切断电源，或用干燥的木棒、竹棒
或干布等绝缘器具使伤员尽快脱离
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