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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清单外环境问题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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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99个重点环境问题排查情况统计表
（资阳市）

四川省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99个重点环境问题整治进展情况统计表
（资阳市）

填报时间：2018年9月20日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序号

1

2

3

所在地

安岳县

安岳县

安岳县

水源地名称

七里桥饮用水源地

七里桥饮用水源地

朝阳水库

保护区类型

（一级/二级）

一级

二级

一级、二级

问题类型

交通穿越

生活面源污

染和其它问题

交通穿越

问题具体情况

国道247穿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城北乡政府及学校400余人产生生活污

水未进行有效治理

县道穿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县道穿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成安渝穿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成安渝穿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具体整治措施

加强对保护区内过往车辆的运输管理，设立警示、限速标识标牌，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

桥面两侧修建防撞设施，建设桥面径流导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
建设城北乡场镇周边生活污水收集系统，采用一体化处理设施，将处理达标后的生活污水排出饮用水二级保护

区外。
加强对保护区内过往车辆的运输管理，设立警示、限速标识标牌，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

桥面两侧修建防撞设施，建设桥面径流导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
加强对保护区内过往车辆的运输管理，设立警示、限速标识标牌，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

桥面两侧修建防撞设施，建设桥面径流导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
加强对保护区内过往车辆的运输管理，设立警示、限速标识标牌，桥面两侧修建防撞设施，建设桥面径流导

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
加强对保护区内过往车辆的运输管理，设立警示、限速标识标牌，桥面两侧修建防撞设施，建设桥面径流导

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

计划完成时间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8 年 11月 30 日

2018 年 11月 30 日

备注

序号

1

2

3

所在地

安岳县

安岳县

安岳县

水源地名称

七里桥饮用水源地

七里桥饮用水源地

朝阳水库

问题具体情况
国道247穿越饮用水源一级保

护区
城北乡政府及学校400余人产

生生活污水未进行有效治理
县道穿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一号桥）
县道穿越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

（二号桥）

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有两处成

安渝高速穿越

整治进展情况
已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设立警示、限速测速标识牌等警示标志标牌，桥面两侧修建了防撞设置，完善了桥面径

流导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目前已按省环保“回头看”督察组反馈要求，完善防撞设施，调整限速标示设置
加快推进城北乡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在城北乡安装了一台日处理100吨的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已经完成调试，正试运行；处

理后的水通过抽运至保护区外进行排放。并督促乡镇落实了专人负责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运行监管，并组织开展了培训。
一级保护区县道穿越问题已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设立警示、限速标识牌等警示标志标牌，完成左、右两侧防撞

护栏、桥面施工，沉砂池和导排系统。目前已按省环保“回头看”督察组反馈要求，完善防撞设施。
一级保护区县道穿越问题已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设立警示、限速标识牌等警示标志标牌，完成左、右两侧防撞

护栏、桥面施工，沉砂池和导排系统。目前已按省环保“回头看”督察组反馈要求，完善防撞设施。
已建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通行制度(凌晨2:00-5:00禁止货运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桥梁两侧修建防撞设施，设立警示、限速

标识牌等警示标志标牌，完成桥面径流导排系统和应急事故池。目前已按省环保“回头看”督察组反馈要求，进一步规范完善限速标示

和危化品运输车辆绕行标牌。

是否完成整治

是

是

是

是

是

整治进度

100%

100%

100%

100%

100%

备 注

已完成整治。

已完成整治。

已完成整治。

已完成整治。

已完成整治。

序号

1

2

3

所在地

安岳县

安岳县

乐至县

水源地名称

七里桥饮用水源地

朝阳水库

杨家桥水库

问题具体情况

二级保护区村民雨污未分流

一级保护区内隔离设施不完善
该水库已停止向县城供水，乐至县政府

拟取消杨家桥水库作为县城饮用水水源地，

调整划定棉花沟水库作为县城饮用水水源

地，划定技术报告现已通过市级部门和专家

评审，已报送省政府待批复。

整治进展情况
加强宣传发动，督促城北乡组织和发动农户对生活污水进行集中整治，完善沼气池、化粪池等处理设施，

生活污水通过管道排入沼气池和化粪池处理，对排水沟进行了全面清理，将污水收集至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

设备进行处理。
已完善朝阳水库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隔离设施。

停止向县城供水，省政府已批复同意调整划定棉花沟水库作为县城饮用水水源地、撤销杨家桥水库作为

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棉花沟水库规范化建设工作正积极推进，由水务部门牵头规划建设隔离设施、标识、标

牌、界碑、界桩等；由住建部门牵头规划建设一级保护区生活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相关工作正积极推进，确保

2018年11月30日前完成规范化建设工作。

是否完成整治

是

是

否

整治进度

100%

100%

90%

备 注

已完成整治。

已完成整治。

正按整治进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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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陶思懿

身穿黑色上衣，配着浅蓝色牛仔裤，
显得青春，充满活力；鼻梁上架着一副黑
框眼镜，讲课时认真严肃……这是记者
近日在安岳县横庙乡九义校九年级二班
教室里，见到教师李雪的第一印象，他手
持历史教材，深入浅出地为学生讲解历
史知识。

李雪今年 30 岁，2012 年毕业于西华
师范大学，曾在某艺术中心担任培训老
师。2013 年 8 月到安岳横庙乡九义校任
教。自 2015年 9月起，一直在该校担任历
史老师、体育老师及班主任。

“学生成绩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更重
要。”作为教师，李雪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放在第一位，不以成绩论“英雄”。他认
为，老师要充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要
和学生交朋友，搞好关系，做到讲台上是
严师，生活中是益友。为此，李雪特别注
重开展课外活动，不仅拉近了学生之间的
关系，还能让学生身心得以放松。

“不仅要严格要求学生，更要严格要

求自己。”作为班主任，李雪以身作则，每
天到校比学生早，离开比学生晚，起好模
范作用。由于学校留守儿童较多，他利用
休息时间去家访，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力
所能及的帮助。

对于学生的学习成绩，李雪更是尽心
尽力。临近中考时，为了提高学生的实验
操作能力，他利用周末时间，义务为学生加
课，甚至自掏腰包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只
希望学生能考取一个理想的学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雪担任班主
任的 2018 年应届毕业班，全班 55 人有 14
人考上安岳中学。

在同事眼中，李雪对工作认真负责，
对学生很有耐心，对同事热心。

执教 6 年以来，李雪获得了多项荣
誉。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校

“优秀教师”；2015年、2016年连续被评为
校“优秀班主任”；2015年至 2018年期间，
先后获义务教育六年级体育学科县教学
质量三个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在安岳县
2017 年课堂教学改革优秀课展评活动中
荣获一等奖。

尊师重教尊师重教在资阳

李雪

●学校
安岳县横庙乡九年义
务教育学校

●职务
历史老师、体育老师、
班主任

●执教时间
6年

人物名片

讲台上的严师 生活中的益友
——记安岳县横庙乡九义校教师李雪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扎着马尾一身休闲装扮，身材瘦小
的她时不时露出灿烂笑容，举手投足展
现出一名幼教老师的工作热情…… 近

日，记者见到乐至县幼儿园教师夏淮玉
时，她正在照顾孩子午休。

夏淮玉今年 30 岁，从事幼教已 8
年。她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孩子成长，自
己也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

“老教师”。
“有人认为，当幼教就是替别人看

孩子，没什么难度。其实，幼儿教师就
是一大群孩子的“保姆”，给他们穿衣，
教他们排队、做操，照顾他们吃饭、睡
觉，教他们识字、绘画、唱歌跳舞、做手
工，甚至在孩子大小便时帮忙提裤子、
冲厕所……这些酸甜苦辣只有幼儿教
师才能体会。”夏淮玉对记者说，她爱这
些孩子，很乐意干这行。

夏淮玉把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当成
自己的孩子来照顾，留意他们的每个细
节。比如这个孩子睡觉咳嗽，那个孩子
的鞋有点不合脚，又或是发现哪个孩子
在舞蹈方面有潜力等，她都一清二楚。
一次，夏淮玉发现一个孩子睡午觉汗水
把枕头都打湿了，仔细一想好像孩子也
不怎么长个儿，她建议其家长带孩子去
检查，后来通过医生检查，孩子体内确实
缺乏一种微量元素。事后该家长十分感
谢她，夸赞她对孩子的细心。由于她对
每个孩子都呵护有加，家长们都很信任

她，他们像朋友一样相处。
夏淮玉说，虽然受到家长的称赞，

但她对女儿很是愧疚，没时间陪伴她。
今年快 5 岁的女儿也在夏淮玉工作的
幼儿园上学，由于夏淮玉要提前到学
校，平常女儿上学、放学都是爷爷奶奶
接送。女儿曾问她：“为什么别的小朋
友都是爸爸妈妈来接，我却一直是爷爷
奶奶来接？”为了和女儿多些共处时间，
夏淮玉尽量让女儿每天 7 点钟和她一
起去学校。

夏淮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
积极参加基本功技能培训、教科研活动
和课题研究，硕果累累。2012年，她撰写
的教案《可爱的小脚丫》在资阳市幼儿园
活动课优秀教案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
奖；2014 年，其科研成果《“让”心快乐
——培养中班幼儿谦让品质的实践研
究》获得我市第七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
二等奖和乐至县第二届优秀教育科研成
果一等奖；2017年被评为乐至县优秀教
师；2018年被评选为资阳市“好教师”。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为向师生
普及毒品、艾滋病防治知识，自觉增强
禁毒、预防艾滋病意识，日前，雁江区
资溪街道办联合资阳强制戒毒所，在
资阳师范校开展“ 禁毒防艾”知识进
校园活动。活动中，资阳强制戒毒所

相关负责人为大家详细讲解什么是毒
品、毒品种类、毒品危害及有效预防等
知识，两名强戒人员现身说法，向大家
讲述毒品“毁灭自己、祸及家庭、为害
社会”的惨痛经历，告诫大家要抵制不
良诱惑，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日前，安岳县2018年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决赛
在安岳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体育场开赛。经过四天的激烈
角逐，安岳中学、李家镇中、通贤镇中分别获得男子组冠、亚、
季军，周礼镇中、通贤镇中、李家镇中斩获女子组前三名。这
六支胜出的足球队将代表安岳县参加2018年全市青少年初
中组校园足球决赛。 吴鑫 本报记者 蒲敏 摄影报道

用心用情呵护每个孩子
——记乐至县幼儿园教师夏淮玉

夏淮玉

●学校
乐至县幼儿园

●职务
幼教

●执教时间
8年

人物名片

本报讯（陶俊伶）今年，安岳县高
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采取多种措
施，全力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建设“明厨亮灶”。推进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工程，严格把控学校食堂
食品加工操作环节，建设透明厨房和
视频厨房，食堂操作管理真正做到透
明化、公开化、监督化。目前全县已有
20所学校食堂实行“明厨亮灶”工程。

抓实监管排查。组织开展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对上
学期库存食品及原料的质量状况、秋

季开学采购的食品进行查验记录、从
业人员健康状况等进行查看，清理校
园周边摊贩，营造校园及其周边食品
安全的良好氛围。

强化宣传教育。开展食品安全
知识宣讲进校园，利用校园宣传栏、
板报、LED 等进行宣传，全面提升广
大师生食品安全意识。截至目前，全
县累计开展食品安全培训讲座 14
期，培训辖区学校负责人、食品安全
管理员共 150 余人，发放《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操作规范》150余份。

安岳全力护航校园食品安全

禁毒防艾知识进校园

李雪给学生上课。

夏淮玉和孩子们一起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