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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郭菁）4 月
12 日，雁城京华国际小区有业主
称，有人“冒充”港华燃气公司员工
上门进行安全检修，并以更换燃气
软管为由收取费用，结果被大家当
场识破。

当日上午 11 时许，小区服务总
群里突然有业主留言，说有人自称是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需要进屋安全
检修。

“可是你们都没有接到通知，
他检查个啥子啊？”网名为“军军”
的业主看到这条信息后马上引起
了警觉。“不能让他就这样走啦！”

“ 到 底 是 干 什 么 的 ？”“ 快 问 问 物
管！”……其他业主也警惕起来，有
人立即联系了物管。接到举报后，
物管马上出动，把正在一户人家更
换燃气软管的“燃气公司员工”逮
了个正着。

经过查证，大家发现这几个人
并不是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们穿着类似的工作服，自称是燃
气公司工作人员，向业主变相推销
燃气产品。

记者就这件事采访了港华燃气
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

“诸如此类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多次
了。这些上门推销的人经常以更换
燃气部件为由收取高价，比如我们收
15 元的软管，他们要收 50 元。除了
价格方面，主要是怕更换的配件质量
不过关，如果引发了燃气事故，后果
将不堪设想。”

该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如
果要进行燃气安全检查，会先在小
区 内 张 贴《燃 气 定 期 安 全 检 查 通
知》，同时联系小区物业，用正规的
方式提前 3 到 5 天告诉大家。上门
服务的工作人员会穿着统一工作
服并且佩戴工作证，有偿服务肯定
会提供正式的发票。最重要的是，
拨打 028-26200915 服务热线就能
直接确认。”

新国标将出
超标车不及时上牌将没收？

在采访中，一位车主告诉记者，她刚刚
花 3000 多元买了一辆电瓶车，商家告诉
她：“4月 15日要出台电瓶车新国标，现在
不抓紧时间上牌，到时候无牌电瓶车要被
没收。”于是她“急吼吼”地来上牌。

经过查阅记者发现，4 月 15 日即将生
效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简称

“新国标”）中明确提到了对在用不符合
标准电瓶车的处理办法，即对这类车辆
将“设置过渡期，发放临时号牌。鼓励群
众主动置换和报废，通过以旧换新、折价
回购、发放报废补贴等方式，淘汰不符合
新标准的车辆”。

据车管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安厅联合

发布的《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
施监督意见》，“对群众在 4月 15日之前购
买，未及时登记注册的不符合新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应当在10月15日之前办理注册
登记”，也就是说，市民购买了电瓶车的，还
有 6 个月的时间可到车管所进行上牌、登
记，没必要“打拥堂”。

目前市面上
绝大多数两轮电瓶车超标！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的
最高时速不超过20公里，整车重量不超过
40公斤，电动机功率不大于240瓦，并要求
能实现人力骑行，对于最高时速超过20公
里、整车重量大于 40 公斤的电瓶车，被认
定为超标电瓶车。据交警介绍，超标电瓶
车所上牌照颜色为白底红字，而达标电瓶
车车牌为绿底白字，“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

两轮电瓶车都是超标车。”

新国标与旧国标
有啥不同？

据工作人员介绍，《电动自行车通用
技术条件》（简称老国标）发布于 1999 年，
已是 20 年前制定的标准。20 年来，随着
社会不断发展进步，老国标已经不适用
于现在的情况。《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简称“新国标”）于 4 月 15 日实施。
工作人员表示，对比新旧标准，主要变化
是在时速、车重等细节方面，“旧国标规
定最大时速不超过 20km/h、整车重量不
超过 40kg（包含电池），新国标中修改为
最大时速不超过 25km/H、整车重量不超
过 55kg（包含电池），可以看到新国标在
很多技术细节上相对于老国标有了一定
提升。”

本报讯（记者 刘佳雨）前几天，
资阳被多云和小雨笼罩，不断上演
下雨、降温连续剧，13 日晚更是雨
疏风骤，一夜之间从夏天重回“春
天里”。

据市气象台发布数据显示，本
周前期和后期我市分别有一次降雨
天气，中期为多云间晴。4月 15日小
雨转多云。16—17 日多云与晴天轮
番上马，气温上升至 28℃。当然，夏

天没那么快到，打压气温的风雨就
在路上。18-20 日多云，小雨、阵雨
在其间上演“宫心计”，一怒之下将
18 日最高气温从 30℃拉下，在雨水
的 洗 涮 下 ，20 日 最 高 气 温 降 至
25℃。21 日多云转阴，雨水停歇后，
气温缓缓上升。

据悉，4月20日将迎来谷雨。此
节气后寒潮天气基本结束，农作物也
搭上生长快车。

本报讯（实习记者 郭菁） 4月10
日，资阳饿了么、皇佳宾馆、无名冒菜
联合发起“关爱失依儿童 助力梦想”
主题活动，为雁江石岭镇中心小学 8
名贫困孩子献爱心。

上午 11时许，经过 1个多小时的
车程，爱心企业代表抵达石岭镇中心
小学，与等候的老师、受助孩子及其
监护人见面。

简短的交流后，爱心企业代表将
装有红包、笔和笔记本的礼品袋分发给
8名孩子。其中，红包内装有200元现
金，这是爱心企业送出的首月捐款。据
悉，本次帮扶的8名小学生分别来自当
地农村家庭，有的父母双亡，有的和父
母失去联系，靠亲戚照顾，生活比较困
难。今后，这些孩子每个月都会收到
200元资助款，直到高中毕业。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4 月 12 日
—15日，由资阳广播电视台、资阳日
报社共同主办的 2019资阳（春季）汽
车文化节在市体育广场隆重举行，全
程有40余个汽车品牌参与，数百款畅
销车型精彩亮相。

12 日上午 10 时许，市体育馆广
场上，整齐停放着多个品牌的汽车。
在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后，众多市民纷
纷加入询价、试车行列。“今天品牌挺
多，也挺优惠，这样展出也方便了我
们购车，气氛非常好。”市民告诉记

者，非常欢迎汽车文化节这样的惠民
活动，不仅能了解多种汽车品牌，购
车还能享受比平时更大的优惠。

据了解，此次汽车文化节是我
市举办的第十届汽车文化节。活
动现场，众多品牌商为购车市民提
供了空前的优惠力度，部分品牌商
还专门推出了“惠民下乡 有车无
忧”项目，为乡村人群提供了超低
首付的优质服务，还有部分品牌商
展出了新型混合动力车，不仅动力
十足，也更加环保。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苏秋伃）近
日，有市民拨打资阳日报·资阳网新
闻热线26656119反映，在被投诉后，
雁城狮山路一家废品收购站的违建3
天之内就被拆除了，附近住户很满
意，纷纷为相关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
点赞。

4 月 11 日，记者来到市民反映
的这家废品收购站了解情况。这个
废品收购站是个占地约 400 平方米
的露天坝，角落里堆放着纸箱、书
籍等废品，工人正在忙碌地进出运
送 货 物 。“ 棚 子 没 拆 时 有 两 层 楼
高。”狮子山小区居民介绍，4 月 8
日，废品收购站建成了一个高约 5
米的棚子，遮住了收购站一半的空
地。由于收购站紧挨狮子山小区
25 栋、26 栋，这两栋楼的居民一开

窗就能看见 2、3 米外的棚子，除了
影响心情，还挡住了光线。“前几
天，大太阳家里都还要开灯才看得
见，这下好了，终于拆除了！”居民
说，遮光棚建起当天，小区住户拨
打了城建服务热线投诉，没想到这
么快就被拆除了。

随后，记者从狮子山街道办事处
了解到，4月8日，他们在接到群众投
诉后，马上安排工作人员实地走访调
查，就收购站存在的违建问题，对其
下发了《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限 3
天内必须拆除违建。

“都是邻居，影响到他们真的很
抱歉。”废品收购站老板说，他们在接
到整改通知后立即行动，于4月10日
拆除了遮光棚，并前往狮子山小区对
受影响的居民表达了歉意。

上门推销玩花样
业主识破不上当

40余个品牌参与汽车文化节
优惠力度空前

本周晴天额度有限

市民误读电瓶车上牌突然打拥堂
交警提示：不用慌，10月15日前都可上牌

爱心企业关注农村贫困孩子

狮山路废品收购站
违建三天就被拆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不要插队，麻
烦大家都往后退，
不要挤。”4 月 10
日中午，记者在市
车管所看到，骑着
电瓶车来上牌照的
人排起了长龙，交
警在现场维持秩
序。交警表示，这几
天来上电瓶车牌照
的人突然增多，每
天都有300余人。

4月14日，雁江区第五小学“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志愿者服务队到苌弘广场
开展文明劝导活动，共创文明和谐资阳。 实习记者 卢凌嘉摄

坝坝茶坝坝舞
化解矛盾好载体

一到傍晚，村委会的院坝便热闹
起来了。大家围坐在院坝里喝茶聊
天，谈论着几个颇具“热度”的话题。

“农闲时，我们就聚在一起，不断学习
进步。”余建中说：“邻里有了纠纷，家
庭内部有了争吵，大家在‘坝坝茶’上
摆一摆，评评理，戾气、怨气顿消，矛盾
随之化解。”

“坝坝茶”在调解村民纠纷的同时，
还会定期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
法律、国学，既要以理服人，更要以德服
人。同时，大家针对各自近期的表现，
彼此评判，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在“坝坝茶”和谐的氛围里，村民们
自己制定了《五凤村村规民约》《五凤村
村民文明行为“十不准”》，让村民自己
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自己参与并
处理事务。

“我们还专门买了一套音响设备给
妇女们跳‘坝坝舞’。”魏丽说：“以前村
民有点矛盾就吵架动手，甚至可以吵上
几天几夜，我们道德协会在调解过后，
邀请大家一起跳跳舞，彼此坦诚相待，
又重归于好了。”

好媳妇好公婆
树立乡村文明风向标

公民道德建设协会还时常组织“好
媳妇”“好公婆”等身边的先进典型现身
说法，开展正反典型案例教育，大力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民道德新
风尚，使优良家训家风和文明风尚深入
每家每户，全村涌现出人人争做好人好
事的热潮。

评选“星级文明户”“十佳婆媳”“十
佳文明村民”，首先要经过农户自评、村
民互评、道德建设协会评议。“五凤村公
民道德建设协会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
这些都是依据候选人平时的行为，村民
们公平、公正、公开评选出来的。”余建
中介绍。

评选出的典型通过张榜公示和广
泛宣传，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推进了
文明风尚的形成。

田间课堂院落课堂
培育“新型农民”

“要注意鸡舍的温度，可在舍内敷
一层薄膜，减少小鸡受凉的几率……”
村委会活动室内座无虚席，村主任薛燕

平正在结合自身经历，给村民讲解野鸡
养殖技术，台上讲得生动，台下也听得
仔细。

以前，五凤村没有集体产业，年
轻人大都外出打工，随着集体经济的
发展，五凤村依靠柠檬、水蜜桃、金花
梨、生猪养殖等产业逐渐走上了致富
路，不少年轻人回乡创业，成为“新型
农民”。

曾荣获“四川省优秀农民工”称
号的薛燕平是村里“新型农民”的典
型代表，他不但走上讲台讲授，还通
过道德协会，不定期邀请农技人员对
农民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升村民致
富技能。

“新农村课堂”虽然没有固定的校
舍，但灵活机动的“田间课堂”“院落课
堂”，却实实在在地让村民学到知识，提
升素质。

在道德协会的倡议下，村里还成
立了五凤村村级助学基金，奖励本村
的优秀大学生，并鼓励他们回乡创业，
建设家乡。

发倡议抓检查
村容村貌大变样

“以前村里面垃圾乱倒、柴草乱垛、
禽畜乱养、粪便乱堆的现象随处可见，
让人头疼。”余建中告诉记者。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村道德协会
提出了“清洁家园、美化五凤”的倡议，
号召村民对村里的环境卫生进行全方
位的整治，并组织协会成员对村民家
里、公共区域进行不定期检查，提议村
里 15 个小组交叉检查，对整改不力
的，协会负责人及成员会帮着打扫，并
批评教育。

“大家都来帮我打扫，我也不好意
思嘛，这毕竟是我个人问题。”村民老
卢说。

“今年我争取得到大家的认可，不
要在‘黑榜’上了。”彭仲华告诉记者。

短短几个月，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可影响人、塑造
人。”村干部余迪川向记者感叹道。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五凤村道德协会作用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践行

□ 实习记者 唐文瑞

“老彭，最近还吼母亲没有？”
“没有了！没有了！”4月10日，安
岳县鸳大镇五凤村支部书记、村
公民道德建设协会会长余建中和
新农村专职干部魏丽再次来到村
里的“黑榜”代表彭仲华家走访，
了解彭仲华的转变情况。

“黑榜”和“好人榜”，是五凤
村公民道德建设协会针对村民维
护“家训家风”和“道德文明新风”
设立的榜单。走访活动，是协会成
员定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已
成立10多年的五凤村公民道德
建设协会对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提高村民道德素质发挥着越来越
积极的作用。协会成立之初只有
100余人，现在全村人基本上都
入了会。

4 月 9 日，雁江一
幼组织孩子们及家长
到城区草莓基地开展
户外亲子活动“探究
草莓之旅”，体会采摘
的乐趣，亲身体验劳
动的艰辛和快乐。
本报记者 秦建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