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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送对联
祝福千万家

心系退伍军人
情暖优抚对象

开展“三净”行动
积极“除尘”迎新

“除尘”又称“扫尘”“除残”“掸尘”“打埃尘”
等，是中国民间春节传统习俗之一。民谚说：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老百姓习惯在春节
前对室内屋外、房前屋后进行彻底打扫，以便干
干净净地喜迎新春。

近日，在资阳城区到处都能看到多功能抑
尘车在向空中喷雾降尘，隔离栏清洗车在清洗
隔离栏，洒水车在冲洗街道，高压清扫车在清扫
路面，环卫工人在冲洗、清扫人行道、电杆、配电
箱、通信设备箱、工地围挡等。据市城管行政执
法局环卫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9年 12月 31
日起，市城管行政执法局就在组织开展为期 40
天的迎新春“三净（除净、洗净、扫净）”行动，依
托高空、立面、平面“三位一体”的环卫作业方
式，根据每个路段特点全覆盖、无死角为城市

“除尘”迎新春。

行动中，共投入隔离栏清洗车 2辆、多功能
抑尘车 9辆、洒水车 28辆、人行道清扫车 4辆、高
压清扫车 23辆、环卫工人 1000余名。截至 2020
年 1月 9日，出动环卫作业专用车辆 60辆，出动
隔离栏清洗车和多功能抑尘车 300余辆次、洒水
车 1100 余辆次、洗扫车 900 余辆次，洗扫作业
2200 余小时。“三净”行动迎新春活动，将城市

“擦拭一新”，让雁城亮出了靓丽“本色”。

开展“四大行动”
营造良好环境

为确保春节大假期间市容秩序井然有序，市
城管行政执法局城管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也
没闲着，他们奔忙在大街小巷、车站、出入城的路
口，维持市容秩序，通过“文明执法大保畅、市容
市貌大巡查、安全生产大检查、脏车入城大整治”
四大行动启动了“春节保畅模式”，尽最大努力让
市民过一个安全舒心的春节。

近日，笔者在高铁资阳北站看到，10余名城

管、公安、运政人员在那里维持车站综合秩序，
保障交通畅通和旅客人身安全。“我们根据春节
高铁班次相应地调整工作时间，不管多早或多
晚，都要确保每一趟列车到站时均有人员在
岗。”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宝台执法大队负责人
介绍，他们在站内设置了便民咨询点，为旅客准
备了开水、急救药品、针线包，并增派志愿者为
旅客服务。同时，合理调配公交车、出租车、共
享单车等交通工具，满足广大旅客通行需求。

在康乐路，笔者看到，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
三贤祠执法大队队员正在劝导占道经营的商贩
搬离。据该大队负责人介绍，近段时间，他们联
合公安交警、街道办事处对城区市容秩序进行
综合整治，对占道经营、流动摊贩、车辆乱停乱
放、骑门摊、门市出店经营、沿街乱堆杂物等行
为进行宣传引导和纠正，并控制高音喇叭揽客
行为，保障市容秩序井然。

在各个建设工地上，执法人员对起重设备、
脚手架等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向相关负责人询
问节日值班值守安排、安拆公司资质、安全措施

等情况，不时提醒工地负责人切实注重安全生
产，一定要确保大家平平安安过节。

在文明寺朝阳花园小区外资资路上，城管
队员联合公安交警在此设点检查入城脏车。他
们拦下一辆辆入城的货运脏车，向司机递上一
张禁止脏车入城和抛洒滴漏的通告，并向司机
耐心宣传相关规定，引导司机到就近的洗车场
冲洗车辆。据了解，自 2019年 9月起，市城管行
政执法局联合公安交警在资阳城区开展禁止脏
车入城行动，并开展车辆抛洒滴漏专项整治，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在脏车入城现象大幅减
少。为了进一步巩固整治效果，执法人员在城
区巡查，在城区 6条出入城道路上不定时、不定
点检查，严禁脏车入城。

道路上、市场外、车站内、街道边……在
雁城，到处都能看到城管队员、环卫工人忙碌
的身影。在大家欢度佳节时，他们的工作将
更繁重、更辛苦。他们用执着和坚守，给市民
营造了一个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良好市容
环境。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打造整洁美好环境 喜迎欢乐祥和春节

随着春节的临近，陆续有农民工
返乡回家，也有外地的客人来资阳走
亲访友，他们对干干净净、秩序井然
的资阳城区感到非常满意。

2020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积极推进“山水魅力之城”
建设，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认真贯彻落
实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组织市容
环卫处、城管行政执法支队，投入大量
人力、机械，开展“三净”行动和“四大
行动”，在精细化上再“绣花”，为资阳
人民和来往旅客打造一个干净整洁、
美好舒心的节日环境。

□ 陈元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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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
齐心协力打造重点工程

娇子大道西延线建设项目是改善我
市城市门户形象、提升城市品质的重点
工程，它不仅是资阳城区建成区与临空
经济区的重要联系通道，也是建成区连
通资阳西高铁站最快捷的城市结构性干
道，它的建成对打破成渝高速公路阻隔
城市发展现状、促进城区各组团联系有
着重要作用。

项目开工至今，为推动项目顺利“落
地”、有序推进，全市上下高度重视。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前往娇子大道西
延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建设情
况，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施工组织和要素
保障等，并对施工安全、工程质量、项目竣
工投用时间等提出了要求。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多次前往现场调研，确保娇子
大道西延线建设项目 2020 年春节前竣工
投用，更好地满足全市人民的出行需求，
以一个全新的形象迎接远归的资阳人和
外来游客。

面对市领导的关心重视和群众的热
切期盼，娇子大道西延线建设项目的主管

部门市住建局丝毫不
敢懈怠。项目开工两
年多来，市住建局多次
召开项目推进会，积极
与各相关部门对接，实地调研
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为项目在
2020年春节前竣工通车打下了较好基础。

翘首以盼
市民群众热切期待

“终于不用绕道高新区收费站了！”
“期待大资阳成渝高速公路收费站重

放光彩！”
“那个收费站就在我家附近，没事的

时候就可以去逛耍，和公园没差别！”
……
对于即将亮相的新建成渝高速路资

阳收费站，众多市民和网友表示十分期
待，尤其是在 ETC 全覆盖、8 车道增至 16
车道、迎客区一年四季均有美景等方面，
大家的关注度非常高。

“车道增宽了一倍，而且每个车道都
能直接开启ETC收费，感觉这个新收费站
很‘高大上’，希望能够尽快通车。”市民康
女士开心地说。

紧抓工期

全力确保项目如期投用
娇子大道西延线建设项目能否顺利

竣工通车？新建的成渝高速资阳收费站
能否如期投用？近日，记者再次来到该项
目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在项目建设现场，记者注意到，娇子
大道西延线道路施工已基本完成，工人们
正有序地进行着喷坡、栽植绿化等工作，

“每天几百名工人日夜赶工，一定要赶在
节前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据项目现场
相关负责人介绍，施工人员正在紧抓工
期、有序开展收尾工作，全力确保项目在 1
月 13日如期竣工投用。

雁城娇子大道西延线建设项目亮相在即——

紧抓工期有序收尾 确保如期竣工投用

近日，“资阳日报”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一条题为《节前通车！万众期待
的成渝高速收费站即将改造完成》的
报道。很快，迁建的成渝高速公路资
阳收费站即将竣工通车的消息，便在
资阳市民的朋友圈“炸开了锅”。许多
网友表示对新建的成渝高速公路资
阳收费站竣工通车十分期待！

据悉，为加强老城区和临空经济
区的连接，改善城市门户形象，我市
启动实施了娇子大道西延线建设项
目，项目主要内容是对成渝高速公
路资阳收费站进行“西移”新建，改
善城市交通，并配套建设立交桥、跨
线桥、连接线、景观绿化等。项目于
2017 年 5 月开工建设，经过两年多的
精心施工，终将竣工投用。该项目有
序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全市上下的共
同努力！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本报讯（记者 黄志禄）“我还要个‘福’字。”“请帮我写幅
对联。”1月 10日，在 2020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老干部
局、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共同在雁城九曲河广场举办“迎新
春·送春联”活动，现场为市民免费书写、赠送春联，受到广
大群众欢迎。

广场上，资阳的书法艺术家和书法爱好者们展纸挥毫，
把新年的美好祝福写进一幅幅春联里，市民们则高兴地参
与到活动中。一些市民从书法家提前准备好的春联文句中
精心挑选，指定书写自己中意的春联；一些孩子则在家长的
陪伴下尝试书写，一下子写出十来个“福”字……整个现场
喜庆祥和，其乐融融。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市委老干部局每年都会
在春节前夕组织离退休干部书法爱好者到城乡各处开展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把一幅幅寓意喜庆、饱含祝福的春
联送到千家万户。

本报讯（记者 黄智微）近日，市第四人民医院、市优抚医
院开展 2020年在院疗养残疾军人及优抚对象慰问活动，为
63名退役残疾军人及优抚对象送上慰问金，向他们致以节
日的问候。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用真诚
服务和更好条件来逐步提高在院疗养残疾军人及优抚对象
的幸福感，将更加关心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落实好各项优
抚政策，尽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市第四人民医院、市优
抚医院负责人表示，医院将不断推动双拥工作向更高层次
发展，进一步发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促进双拥工作整体水
平进一步提高，积极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开展好关爱行
动，让残疾军人及优抚对象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

迁建的成渝高速公路资阳收费站即将竣工通车。

娇子大道西延线。
本报记者 秦建华 摄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现场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