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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汛期以来，全市各县区养护段
做好预防性养护工作，对全路段逐一进
行路面、边沟清理，疏通涵洞，排查安全
隐患，及时处置路面病害，下足功夫，让
公路经得起雨水的考验。

在 6 月底之前，我市国省县道全
路 段 路 面 进 行 清 扫 ，共 清 理 边 沟
250 公里，新增安全标志牌 24 个，处
治边坡危岩挂网三处，路基、路面病
害及时维修，桥面裂缝灌缝 3200 米，
疏通水沟 4600 米，清理涵洞 332 道、
清理桥梁泄水孔、修整锥坡 65 座，沥
青路面灌缝 6000 余米，沥青路面坑凼
修补 1000 余平方米，清除遮挡视线
的杂草、杂树等。

为提高应急抢险能力，全市各级
养护段针对全市的路况信息以及天气
预测情况，组建了一支 136人的一线应
急抢险队伍、开展了应急预案演练，并

在全市各基层养护站点储备了碎石
2400 方、沥青 20 吨、水泥 10 吨、河沙
100 方等应急抢险材料和装载机 3 台、
挖掘机 4台、运输车辆 10台等应急抢险
机械，进一步加强了应急抢险能力。

“公路的天敌是水，前期工作做
好了，路面才禁得起水的侵蚀，才能
减少公路损害。”市交通运输局公路
养护科科长冷之奇表示，要想延长公
路的使用寿命，首先路面的排水工作
和养护工作一定要做好。在汛期中，
各养护段加强安全巡查，严格落实雨
前、雨中、雨后上路巡查制度，坚持每
天至少对辖区内道路进行一次全面巡
查，对高危边坡、桥梁、涵洞、低洼地带
等重点路段加大巡查频率。全市各养
护段工作人员也将昼夜不分，在雨水
天气下毫不松懈，确保全市道路安全
度过汛期。

本报讯（梁忠杰 记者 曹礼芹）8月
12日，市城投公司结合“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活动及市委第二巡察组入驻
公司重点项目专项督察工作，组织开
展工程项目推进问题讨论会。

会议提出，根据讨论查摆的问题，
一要对标各项要求，强化项目管理，按
照“三个量化”，明确每个阶段项目建设
的重点进度要求、投资计划，制定推动
方案，确保全年目标圆满完成；二要建
立工作机制，加快前期工作进度，要建
立健全发现问题的快速反应机制和解
决问题的快速推进机制，落实优化项目
前期各项工作，抢抓进度；三要主动积

极协调，确保保障要素到位，要努力克
服宏观政策调整影响，全力保障用地、
融资需求，并积极主动协调征地、拆迁、
国土等相关部门，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实
际问题。

会上，与会者围绕公司承担的重
点项目和工程开展了讨论，分析项目
推进滞后的原因，提出解决办法。讨
论后，分A、B两个类别填写《资阳市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推进问题填
表》。按照策划包装缺陷、招标投标异
常、征地拆迁困难、杆管线迁改慢、容
缺后补不够等 16个类别发放并收集填
表 23张。

2013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 45 分，
有群众向乐至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报
案，称在天池镇南街菜市场蓝海长城
超市附近捡到被人遗弃的男婴一名，
身体外观无缺陷。乐至县公安局城东
派出所接警处置后，经立案侦察、DNA
采集入库、寻亲公告均未查找到该男
婴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现再
次登报寻亲。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乐至县民政局联系（四
川省资阳市乐至县民政局）。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该弃婴将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安置。

联系电话 028-23356223（唐先伟）
028-23352145（彭贵军）

乐至县民政局
2018年8月14日

本报讯（宋岱谦）全省开展“一卡
通”专项治理工作以来，乐至县天池镇
坚持严排查、严管理、严监督，从干部
队伍建设、问题收集渠道、严格监督执
纪三方面集中发力，全力推进“一卡
通”问题整治到位。

严守干部“底线”建强队伍。先后4
次组织镇村干部系统学习省、市、县关
于“一卡通”问题专项治理文件精神，全
镇 38 个村（社区）实职干部全部签订

《“一卡通”管理问题承诺书》，进一步强
化意识、转变作风。坚持宣传“路线”广
开言路。广泛开展“一卡通”管理问题

大宣传，制发 6000余份“一卡通”《关于
限期主动说清问题的通告》，除各村（社
区）活动阵地外，在城区社区聚居点广
泛发放，农村发放到户，并畅通镇党风
廉政建设举报电话，设立举报信箱，积
极受理、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瞄准纪
律“红线”严惩严治。旗帜鲜明挺纪在
前，镇纪委每周定期1次专项督查，并根
据收集到的线索开展不定期督查工作，
对查准的问题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
任单位责任。活动开展以来，开展专项
督查 3次，发现和整改问题 19个，核查
线索1条，退回资金7036元。

资阳旅游看服务：

打响品牌引客来
□ 本报记者 蒲敏

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市委
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坚持
产业强市构建现代产业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品
质化发展”作为服务业发展不可
或缺的内容，得到了众多市民和
网友的关注。

大力推进旅游路网建设，打
造“资阳”品牌旅游项目，加强区
域合作，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提升”工程……近年
来，资阳市旅发委大力实施“品
牌响亮工程”，从完善基础设施
和升级服务入手，不断推进旅游
产品提档升级。

故事
一张书签的背后

今年 5月中旬，四川省报纸副刊研
究会 2018年年会暨 2017年度四川新闻
奖报纸副刊作品奖评选会在资阳召
开，来自全省各媒体的贵宾齐聚资阳
蜀亨大酒店。“要服务好”，是此次活动
主办方的唯一要求。

会议期间，一张小小的书签，悄悄
地放在了贵宾们的书桌上。“尊敬的客
人：我在为您打扫房间的时候，看到您
在看纸质书籍，特给您送上一张书
签。希望能给您带来方便。”钢笔字工
整，客人们把这个暖心小故事传递分
享。

时间回到2017年9月，一场“以赛促
学、以赛创优”的全市旅游饭店服务技能
大赛正在举行。资阳锦江蜀亨大酒店的
工作人员在此次比赛中成绩突出。好评
的背后是严格的训练和近乎苛刻的技能
追求：各个房间精彩亮相的动物毛巾造
型，有温度的书签服务，洗衣、熨烫服务。

“用真心去领会宾客的需求。”“不
需要客人表达诉求，只需要我们主动
提供他们所需。”就这样，“热情好客、
文明资阳”的形象在一件又一件小事
中得到树立和标榜。大赛后，市内各
家宾馆都对相关从业人员技能进行了
升级培训。

2018 年，资阳市旅发委继续实施
“品牌响亮工程”，从完善基础设施和

升级服务入手，一方面狠抓国家A级旅
游景区创建；另一方面加大对从业人
员技能和素质的培训，不断推进旅游
产品的提档升级。

在资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8年
的工作计划中，早把服务景点、服务业
主、服务游客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资
阳，这样一个旅游资源开发不完全、短
板很多的地区，只有把服务放在第一
位，才能引来更多项目，引来更多客
源，引来更多好评。”这是市旅发委所
有工作人员达成的共识。

谋略
全域旅游 服务先行

今年 7月，市委四届六次全会通过
了《中共资阳市委关于全面贯彻落实省
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成渝
门户枢纽型临空新兴城市的决定》和

《中共资阳市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均涉及打通旅游连接线和
旅游品质化发展等内容，从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强化内部管理和市场秩序维
护、促进从业人员素质养成等方面对

“全域旅游”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大力推进旅游路网建设，加快推

进建设资安快速通道、乐金、乐简、陈
毅故居旅游快速通道、S207 安岳卧佛
至石羊快速通道、乐至至大英快速通
道、安岳 G247 线绕县城段、G351 线雁
江紫薇互通至城东新区快速通道、雁
江中和至花溪谷快速通道、乐至至雁

江快速通道、乐至旅游环线快速通道、
安岳毛家至元坝快速通道等，打通旅
游连接线，建设成渝休闲度假乡村旅
游目的地。

打造“资阳”品牌旅游项目，推动旅
游品质化发展。2018年，资阳正在加快
制定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意见。谋
划高水平开发石刻、民俗、生态、康养等
旅游资源，创响蜀人原乡、红色帅乡、石
刻之乡文化品牌，支持乐至陈毅故里申
报 5A 级景区，雁江保和生态旅游度假
区、安岳宝森生态农业度假区申报 4A
级景区，支持安岳与大足联合打造川渝
唐宋石刻精品旅游线，建设成渝休闲度
假乡村旅游目的地。着力发展康养产
业，挖掘“中国长寿之乡”品牌内涵，培
育健康养老产业园，打造集康养、医养、
文养于一体的成渝生态康养产业集
群。一大批有“资阳印记”的旅游项目
规划大刀阔斧地展开。

加强区域合作，拓展旅游市场。从
2017年推出佛教、红色、生态、美食等线
路到成都资阳联合发行旅游年卡；从加
强与渝西旅游联盟合作交流到共同推

出大足——安岳唐宋石刻国际旅游区；
从加强与川南旅游联盟合作到推出系
列旅游线路和旅游活动……资阳旅游
早已大开门户，用合作、学习、务实的态
度追求服务上的层层升级。

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
升”工程，以建立与旅游目的地城市相
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深入实施
旅游公共服务优化工程，统筹提升旅游
配套和旅游服务水平。改造旅游景区
游步道、游客中心、标示标牌等基础设
施；有序推进“厕所革命”，全市计划在
2018 年新建厕所 179 座，改建厕所 72
座，大力提升旅游品质。结合智慧旅游
平台运用，加快建设旅游资讯服务平
台、涉旅信息共享和假日旅游信息监测
预警机制，完善并运行旅游运行监管及
安全应急管理联动指挥平台；深化实施
重点景区智慧旅游区域试点工程。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景点路网逐步
形成、服务技能不断升级、从业人员素
质不断优化、“成资、渝资”旅游项目联
系日益紧密、近十年资阳旅游景点“零”
投诉……资阳旅游未来发展可期。

未雨绸未雨绸缪减灾情缪减灾情 不遗余力保路畅不遗余力保路畅
——市交通运输局全力做好汛期公路养护工作

市城投公司

召开“讨论会”把脉项目建设

天池镇

划定三条“执纪线”力治“一卡通”问题

为缓解雁城城区供电压力，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投入500万
元进行线路改造，除更换老旧设备外，老城区供电由单一电源升级为双电源供
电，提高供电安全性和可靠性。图为7月27日上午，电力工人在外西街路口更换
供电设备。 本报记者 赵明 摄

寻找弃婴生父母（监护人）公告

□ 本报记者 刘佳雨

据资阳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汛期以来，我市降雨量异
常偏多，尤其是5月初到7月上旬之间，我市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
多75.6%，7月1日至10日全市平均降雨量达209.6毫米，比历年
7月降雨量还偏多12.1%。

强降水不仅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危害，也为公路运输带来了挑
战。我市境内多处国道、省道以及乡村公路发生倒树、断竹、塌方等
险情。市交通运输局各县区公路养护段迅速行动，不遗余力展开道
路恢复工作，全力做好养路工作。

7月 2日下午 2时至 3日中午，全市
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方达 200毫米以
上，全市部分国、省、县、乡公路出现边
坡垮塌、行道树倒伏、水沟堵塞、路面

（桥梁）被淹没等险情。2 日晚 10 时，
各县区公路交通系统启动应急预案，
出动装载机 3 台、抢险车辆 11 台和应
急抢险人员 170 余人次连夜投入应急
抢险工作。

在县道板永路 K19+200 处，工作
人员发现路边行道树倒伏，立刻展开行
动，确保树木不影响公路通行。这样的
场景，仅仅是暴雨过后，修补队伍工作
的一个缩影。

清理碎石、修建挡土墙、疏通排水
沟……雨水为公路带来的种种伤害被
逐渐抚平。到 3日下午 6时，已累计清
除倒伏行道树 520 棵、清运塌方 773 立
方米、疏通边沟 1067米，全市地方道路
险情基本消除，道路安全通畅。

每逢暴雨天气，市交通运输局都
会对我市雁江区国省干道、农村公路
道路及沿线设施进行汛期雨后专项安
全检查。

雨前巡查、雨中检查、雨后核查，道
路在公路卫士们的精心照料下，全市
337公里的国省道，在全省范围内仅属
于轻微损害。

勇闯事故第一线 公路卫士争做开路先锋

防范与防治相结合 未雨绸缪下足功夫

技能比赛现场。

疏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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