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0年5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刘英 版式任成

新闻热线：028-26656119

综合

资阳网 www.zyrb.com.cn 官方微博 新浪@资阳日报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临空经济区：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李小凤）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健康知识，帮
助大家养成良好卫生行为和健康生活习惯，5 月 22 日—23
日，市人民医院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科普宣传进单位、进社区
活动。

医院的专家们来到中车资阳机车公司，对职工开展饮食
健康及常见病护理培训，帮助职工进一步了解相关医学知
识、掌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由医院外科、内科、康复科、眼科等科室组成的医疗服务
志愿队则来到雁南社区，开展义诊及健康宣教活动。队员们
有的拿出血压计、血糖仪为社区居民检查身体指标，有的为
老人检查眼睛病状，有的则耐心解答居民的各种询问。活动
现场，医疗服务志愿队还向大家发放了健康宣传资料。

据悉，市人民医院的此项活动将持续举办到12月。每期
将组织不同科室的专家、志愿者在机关事业单位、居民社区
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康科普主题活动。以此进一步
提高大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水平，促进大家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助推高质量建设“健康资阳”。

本报讯（记者 卢凌嘉）5月 22日，市扶
贫开发局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到雁江区保
和镇黄谷村开展“共话总复习 打赢收官
战”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党员们实地考察了金竹湾彩
林景观、山下稻渔综合种养、山腰绿色有机
果蔬、山上生态自然绿化四级产业特色景
观带。每到一处，大家都详细了解当地先
进经验做法，边走边看边交流，边记边学边
思考，深刻认识旅游业和生态保护相结合
的发展方式在当地精准脱贫过程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

在随后举行的脱贫攻坚研讨交流会
上，黄谷村村两委就脱贫攻坚发展农旅结
合长效产业的情况作了介绍；党员干部们
围绕如何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进行了交流。大家表示，要立足岗
位，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上下苦功夫，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推进
脱贫攻坚工作上新台阶。

本报讯（刘文龙）“有人在家吗？我们是电力公司的，需要帮
忙吗？”5月19日傍晚，正在乡间巡视线路的雁江供电公司小院供
电所员工张云龙、胡俊峰、廖德容、徐华四人走到东峰镇罗盘村
10组时，看到一户人家大门敞开，屋里不见半点灯光，便上前一
问究竟。

闻声而来的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经过询问，得知老人
名叫彭尽之，74岁，独自一人居住。几天前，家里突然停电了。
老人没有手机，也不知该怎么办，到了晚上就只好摸黑。见状，
张云龙等人立即为他检查家中电路情况。在排障处缺的过程
中，大家发现老人屋内的线路老化，极易造成短路，存在安全隐
患。次日一早，张云龙等人带上材料来到彭尽之家，为其重新安
装了电线线路。

在电力员工的帮助下，彭尽之家恢复了通电。看到家里的
灯重新亮起来了，彭尽之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声道谢。

5月23日，记者从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获悉，因天府国际机
场高速公路高新支线上跨成自泸高速公路互通枢纽的建设需
要，经主管部门审批同意，自 5月 26日至 7月 2日，每日 0时至 4
时，将对成自泸高速公路施工区段实施双向交通管制。

交通管制期间，双向车辆分别在万安收费站和兴隆收费站
出站，借助地方路网绕行。施工暨交通管制时间初步预计 38天
(次)，因特殊原因或有相应顺延或调整。

高速公安一分局五大队提示驾驶员朋友，在上述时段内需
途经成自泸高速公路交通管制区段时，请提前了解相关信息，合
理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 据四川在线

□ 实习生 李漫希本报记者刘梦娜

近段时间，雁城正东街正大巷小区内
充满了欢声笑语，困扰此处居民多年的下
水道堵塞、污水回流问题终于得到根治，大
家不用再踩着“石桥”过巷道，也再不会闻
到刺鼻臭味了……

5 月 21 日，记者来到正大巷小区，看
见道路路面已硬化，曾经污水横流的水沟
也通畅了。据了解，该小区为开放式小
区，建成已 20 余年，1 栋一楼为 2 家门市，

与楼上住户及 2 栋居民共用一条水沟。
由于小区地势外高内低，且水沟途经 1 栋
的化粪池后才接往小区外的市政排污管
道，极易造成水沟堵塞。每当堵塞时，污
水就回流，涌出路面的污水最深处可达 10
厘米。

正大巷小区的 1、2 栋对立而建，中间
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通道尽头处修了一
面围墙，而污水外涌点正好位于1栋2单元
和2栋2单元的进出口外，不仅影响居民出
行，还严重影响周围环境。小区居民向记

者反映，以前一到夏天巷子里就臭气熏鼻、
苍蝇肆虐，居民深受其害。

回忆起当初的场景，居民许秀琼说，
“走进来就臭得不得了，污水又深，大家只
能通过踩‘石桥’才能通行。”

此前，小区所属的黄泥井社区曾多次
协调处理相关问题，但部分居民拒交清理
费、疏通费，致使水沟堵塞成为了老大难
问题。

今年 2 月，该小区被纳入资阳城区背
街小巷整治项目。4月 25日，整治工作正

式启动，随后，下水道改造、路面硬化、低地
填高、拆除围墙……正大巷小区迅速改变
着模样。

5 月 13 日，整治工作完工。看到畅通
的排水系统、整洁的道路路面，正大巷小区
居民们心里乐开了花。

居民任世称说：“如今大家出行方便
了，环境也变好了，空气也流通了。”

“整好了我们肯定高兴，以前臭得遭不
住，门窗都不敢开，现在所有问题都得到了
解决，大家非常高兴。”居民肖秀清说。

开展志愿服务
护航大众健康

市人民医院科普宣传进单位进社区

电力工人
及时为孤寡老人送去光明

市扶贫开发局

凝心聚力打赢
脱贫攻坚收官战

5月26日起

成自泸高速万安至兴隆路段施工
夜间将断道注意绕行

□ 本报记者 郭菁

5月22日，在临空经济区雁江镇石厂
村，驻村第一书记林铄朋边走访边查看
村民家的鸡、鸭生长情况。为了增加村
民收入，林铄朋在雁江镇政府的支持下，
搭建了农产品“以购代扶”平台。

林铄朋是雁江镇政府民社办副主
任，2019 年被派驻到雁江镇石厂村担任
第一书记。

石厂村离主城区仅几公里，很多年
轻人进城打工，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老
弱妇孺。

为了解村民最迫切的需求，林铄朋
先用了半个月时间挨家挨户走访，收集
了生活、交通等八项问题。

对走访中收集的问题，林铄朋采取
“挂牌督战”的处理方式，张贴在村委会
的公示栏中，每一项问题下面都写明进

度和时间。
2组69岁的许满菊是贫困户，儿子智

力残疾。她家房子屋顶有裂缝，下雨时
雨水顺着裂缝流进室内。

林铄朋了解情况后立即向雁江镇政
府汇报，并申请到 7500 元专项资金用于
翻新许满菊家的屋顶。翻新后的屋顶既
漂亮又结实，这让许满菊非常开心。

石厂村有条弯曲的小河，最大的河
湾处有座小桥。每年汛期，河水上涨时，
小桥和旁边几亩农田常常会被淹没，对
岸的1组村民要过河就得绕路。

林铄朋又多方协调力量，趁着今年
夏初河水干涸，将小桥附近的河道疏通
并扩宽，增加了这部分河段的容水量，让
1组村民从此不用再绕路。

作为雁江镇政府民社办副主任，林铄
朋熟悉关于低保、五保、农村特困等方面
的帮扶政策，他帮符合条件的村民申请临

时救助、办理残疾证、申请低保、申请医疗
救助等，让很多村民们深切地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怀。

驻村近一年多来，林铄朋真心实意
地帮贫困户解决问题，村民和其他村干
部都看在眼里，对林铄朋也更加信任。

“小林为大家考虑得很细致，也很负责，
感觉他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雁江镇石
厂村支书王群说。

“能听到大家亲切地叫我‘小林’，感
受到村民的信任，心里就感到非常欣
慰。”林铄朋说，他将继续了解村民诉求、
倾听村民心声、解决村民困难，积极发挥
驻村干部的作用，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作出更多贡献。

修缮水渠抗旱保收

5月21日，记者在书房坝水库了解到，
水库水位与往年同期相比下降近3米。

书房坝水库库区淹没区包括安岳县卧
佛镇、来凤乡、鸳大镇以及乐至县回澜镇、
蟠龙镇的部分村组。水库设计灌溉面积
11.84 万亩，实达灌面 8.35 万亩，控灌卧佛
镇、来凤乡、通贤镇、天马乡、长河源镇等 5
个乡镇的 109个村，是一座兼有农田灌溉、
防汛抗旱、水质保护、城镇供水等综合功能
的中型水利骨干工程。

2019年末，书房坝水库蓄水 4960万立
方米，但由于今年天气干旱少雨，导致水库
水位持续降低。为保障灌区整体用水需求，
确保农业生产顺利，今年，书房坝水库管理
所提前十天，于5月6日开始向灌区供水。

得益于水库及时供水，通贤镇白龙村

顺利完成了今年的秧苗栽插。“为了节约用
水，在书房坝水库管理所和镇村的组织下，
我们把土沟修成了石沟，对渗漏严重的地
方进行了修缮。”通贤镇白龙村8组村民刘
兴贵说。

书房坝水库管理所所长吴帮武介绍，
截至目前，水库已向灌区提供农业生产用
水610万立方米。

据了解，为了切实做好抗旱工作，最大
程度减轻旱情的影响和损失，安岳县结合
旱情实际，编制了春旱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并安排 300万元资金，实施了部分蓄水池、
山坪塘、石河堰、提灌站、渠道工程等水利
设施建设和维修整治，有效利用水资源，进
一步缓解旱情。

落实资金保障饮水

“才打好了一口井，再也不怕天干没得

水吃了。”这两天，通贤镇花台村 2组的王
国安家里迎来了一件“喜事”，他家新打的
水井已投入使用，出水量可供 3—4户村民
使用。

今年，由于天气干旱，王国安家的老井
出水量少还不够干净，一家人饮用水没办
法得到保障。为了尽快解决饮用水安全问
题，在县水务局和镇、村的帮助下，王国安
家新打了这口水井。

据悉，今年年初，为缓解旱情带来的农
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安岳县采取“政府补
助+农户自筹”的方式，计划投入补助资金
1500余万元，建设大小机井、人工机井及山
泉蓄水池等水利设施3500余个。

多措并举抗击旱情

虽然饮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初步得到
保障，但如果旱情持续，水库水位继续下

降，如何才能进一步解决全县群众生活生
产用水问题呢？

“我们最近在和毗河办对接，预计 5月
底，计划从毗河调水到朝阳水库和书房坝
水库，更好地缓解用水困难的问题。”安岳
县水务局副局长卢春丽说。

此外，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旱工作，县水
务局还将与气象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加
强协作，最大程度减轻或消除旱情对群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一是做好气象监测和预
测预报工作，抓住有利时机，及时进行增雨
作业；二是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大耐
旱低耗水作物种植比例，提高农产品产量；
三是抓好水利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加强
全县已建成水库和中小河流水资源统一管
理和科学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抗旱
应急功能；四是强化宣传引导，发动群众在
做好蓄水保水节水的基础上，积极寻找水
源，支持农村居民打深井或开挖饮用水井。

安岳：全力打好抗旱“硬仗”

石厂村驻村第一书记：

点滴小事汇帮扶真情

□ 本报记者 陶思懿

今春以来，我市持续干旱少雨，各县（区）抗旱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安岳县自4月26日以来，总降水量为14.1毫米，较历年同期减少近七成。全县水
利工程蓄水约1.68亿立方米，比正常年减少约0.36亿立方米，朝阳水库、书房坝水库、七里桥河3处饮用水水源地水位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作物受旱面积
达20.178万亩。

面对严重的旱情，安岳县落实项目资金确保饮用水安全、修缮水渠抗旱保收，并组织和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旱自救，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污水没了臭味没了

小区环境整治居民满心欢喜

义
诊
现
场
。 传真周边

（上接01版）
举措二：严格开展项目疫情防控。编制《临空经济区建设项

目复工疫情防控操作指南》，临空经济区建设局在每个项目安排
两个专人深入项目一线指导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积极协调口
罩、消毒液、酒精等防疫物资，落实宣传教育、消毒杀菌、体温检
测、食堂卫生、人员隔离、出入口把关等一系列防控措施。

举措三：统筹协调所需工程物资。场地内，根据每个作业点
工程建设需要，在整个在建PPP项目中每个标段统筹协调钢筋、
机械等工程物资；场地外，充分利用中信资源和政府平台优势，
协调信誉良好的供应商保质保量为项目提供工程材料。

举措四：积极优化当前施工组织。组织临空开发公司、中信
建设按照既定目标任务重新倒排工期，按照全路段、多标段、全
天候施工要求，增加施工力量，全力全速推进项目进度。首期项
目已全部复工，现场 34个作业点 128万平方米的施工作业面已
全面铺开。

临空经济区建设局局长张书毅告诉记者：“为了克服疫情影
响，我们每天派员‘钉’在项目建设一线开展协调服务，施工单位
全员上阵、满负荷运行，确保工程建设如期推进。”

加班加点战酷暑
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5月24日下午，在临空经济区三贤路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的是冰火两重天的景象：18℃的气温，风里裹挟着雨滴，让人
感到阵阵寒意。而在已具雏形的三贤路跨雁溪湖大桥钢架上，
工人们正绑扎着桥面钢筋，干得热火朝天。

正在工程施工现场的资阳临空产业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助理金涛告诉记者，该大桥是资阳临空经济区首批启
动 5条道路中唯一一座景观大桥，是三贤路建设的关键性工程，
已于 5月 15日成功合龙。“今天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工人绑桥面
钢筋，等天放晴后开展混凝土浇筑和其他施工内容。”他还告诉
记者，目前，三贤路、纵二路安排了 300多人 60多台套设备满负
荷运行，确保三贤路建设于今年 7月 5日完工，确保纵二路建设
于今年8月15日完工。

盘点临空经济区在建项目推进情况，记者了解到，首期项目
包括纵二路A段、成资大道A段、三贤路A段、纵三路A段、纵四
路A段、产业孵化中心、昆仑下穿隧道等项目。其中，清泉、老鹰
场镇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已建成投用。在建项目现场34个
作业点，128万平方米的施工作业面已全面铺开。其中：纵二路
A 段项目目前路基已完成 91%，隧道已完成 98%，桥梁已完成
82%。正在进行综合管网施工、下穿隧道过度段回填、跨雁溪湖
大桥施工、绿化亮化施工；三贤路A段目前路基已完成99%，桥梁
已完成77%。正在进行管网、桥梁钢箱梁和砼箱梁、路面结构层、
绿化亮化施工；三路A段目前隧道已完成98%，路基全部完成（不
含强戒所段）。正在进行路面结构层、1#隧道明洞和暗挖段施
工；成资大道A段已完成工程总量43%，路基已完成61%，桥梁已
完成41%。正在开展路基、桥梁、综合管廊等建设；产业孵化中心
已完成基坑工程、桩基施工、换填施工和部分底板施工、钢结构
梁柱安装，正开展钢结构梁柱安装、地下室顶板底板、混凝土模
板安装、支模架搭设、钢筋支模等工程；昆仑下穿隧道项目今年3
月启动建设，土石方已完成100%，暗挖段洞口管棚施工完成，明
挖段仰拱完成28%。

另据了解，二三期项目也在加紧推进。二期项目围绕外联
内畅、环境打造等方面梳理了项目 26个。其中，纵三路B段、纵
三路C段、纵四路B段、三贤路B段、成资大道A段涉铁桥梁、大
高寺连接线、昆仑连接线A段、赖小路等 8个项目已完成施工图
设计，有 14个工程类项目正在开展方案设计和初步设计。三期
项目初步谋划了 37个项目，已取得 20个项目可研批复、17个项
目环评批复，完成18个项目水保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组织，全力推进首期项目；积极推进，
陆续启动二期项目；积极协调，搞好项目保障服务，推动临空经
济区项目建设在复工复产道路上跑出新的‘加速度’。”张书毅
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