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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电力

明星电力公司供电服务区域共

1876.2 平 方 公 里 ，服 务 用 户 70 余 万

户、人口 160 万人。供区内共有 673
个行政村，其中贫困村 115 个。因历

史原因，明星电力公司错失了国家第

一轮农网改造资金支持。企业成长的

挫折却磨砺了明星电力加速追赶的坚

强意志。凤凰涅槃的明星电力，在董

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

关心支持下，经营班子带领全体员工

胸怀大局、心存感恩，在电力助推脱贫

攻坚战役中砥砺奋进，节节胜利。

明星电力公司把“十三五”电网

规划的重点放在关注农网改造和城

市配电网的协调发展上，针对不同乡

镇、村组的发展定位、产业结构，合理

规划电网，实现农村电网规划与地方

社会发展高效对接，保障人民生产生

活和经济发展需要。做好项目储备，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和政策支持，2015
年 -2017 年，明星电力公司累计争取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农网升级改造

资金 2.62 亿元，公司自筹资金 5000 万

元，共完成 306 个整村农网升级改造，

其中贫困村 85 个；完成机井通电项目

78 个，新建抽水变台 78 台，受益农田

7713 亩 ；新 增 和 改 造 10kV 配 变 354
台，容量 33 兆伏安，新建和改造 10kV

线路 189 公里，低压线路 893 公里，惠

及农村居民 10.6 万人。明星电力公

司负责建管的“遂宁安居 10kV 莲花乡

接绍寺村 1、2、3 组 1B 台区低电压治

理工程”“安居区花梁湾村改造工程”

分别获评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农网五十佳”工程。

对暂未升级改造的贫困村，明星

电力公司进行了全面排查，并通过增

加变压器、增加容量、更换老旧细小

线路和变配电设备等方式精准消除

每一户贫困户的低电压和用电安全

隐患问题，并将于 2018 年全面完成贫

困村农网改造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重大问题，这既是党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能源
服务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把服务乡村振兴
战略、加快实现城乡电力服务均等化，放在公司改革发展的重要位置，用责
任和担当承载党委政府重托，用奋斗和实干不负供区百姓期盼。

安居区白马镇青峰村是省级

贫困村，也是明星电力公司定点联

系帮扶对象。接到市委、市政府的

帮扶任务后，公司深入调研，针对

青峰村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劳力

缺乏和残疾、因病丧失劳动能力人

员 多 等 实 际 困 难 ，采 取“ 项 目 扶

贫 +智力扶贫 +健康扶贫 +文化扶

贫 + 爱心扶贫 + 饮用水安全”六位

一体扶贫模式，打赢了青峰村精准

脱贫攻坚战。

要脱贫，先通路。多年来，道

路不畅一直是制约青峰村发展的

最大瓶颈。2016 年，明星电力公司

捐资 49 万元，帮助青峰村弥补建

设资金缺口，新建了环绕全村的村

道路。道路畅通后，整个青峰村的

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的心中也亮

堂了起来。

“这个路修得好，现在我们出

入太方便了。”青峰村村民周吉生

对脚下这条村道路感慨不已。

防返贫，持续帮。“我们依托

扶贫资金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了分散安置和集中安置，一共安置

了 8 户贫困户。”青峰村“第一书

记”，明星电力公司白马供电所副

所长肖宏伟介绍说，公司全力帮扶

青峰村脱贫，高标准建成了全区第

一个“安全用电示范村”。明星电

力公司还同步推进产业扶贫、科技

扶贫、文化扶贫，实施加拿大红心

柚、春见等优质种植，和肉牛、渔业

等产业养殖；开设农业科技辅导

班，促进农业科技知识进村入户；

投资修建村级卫生室、活动室、文

化广场、文化图书室、广播室，改建

村办公室，实现了村活动阵地标

配；对贫困户登记造册实行定向帮

扶。通过农民夜校、感恩教育、四

好户评比、村风民风得到有效改

善，实现扶贫到扶志、扶智的持续

推进。

2016 年，青峰村顺利通过省、

市脱贫攻坚验收考核，2017 年，全

村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 18.4%
降至 0.03% ，成功创建“省级四好

村”。

明星电力 公 司 在 国 企 改 革 、

电力体制改革和公司内部改革重

合叠加的发展环境中，不忘“人民

电业为人民”的创业初心，明确政

治 站 位 ，强 农 网 、惠 民 生 、扶 真

贫，在党委政府、股东股民和人民

群众中树立起讲政治、有担当，负

责任、可信赖的能源服务企业新

形象。

（曾丽佳 唐红萍）

在加快实施农网改造项目的同

时，明星电力公司还陆续投入配套资

金，对农村户表及表后线进行配套改

造，增大导线线径，缩小供电半径，增

大户均容量，消除供电安全隐患，提

升供电质量，预计总投资将达 2.5 亿

元。仅 2017 年一年，公司用于场镇和

农村智能电表改造投资 5882 万元；投

资 2076 万元完成农村电网低电压整

治项目 23 个。

“好用！好用！现在到了晚上，

我屋头的灯泡儿透亮，电视、空调都

用得起，把阳台上的灯打开，鱼塘对

岸都照得亮！”2018 年初，在明星电力

公司农网改造项目用电回访中，安居

区横山镇打鼓村村民祁绍文，对改造

后的家庭用电情况表示非常满意。

同在该村的养殖户邓红也表示：“现

在电压稳定了，夏天抽水降温，冬天

照明取暖完全没得问题，猪儿长得膘

肥体壮的，全靠你们电力公司把电改

好了！今年我们可能还要扩大养殖

规模。”

经过农网及配套改造，明星公司

供区内农网线径增大，线损降低，低

压供电半径由以前的近 1 公里缩小到

400 米以内，表后入户距离保持在平

均 30 米，户均容量也由以前的户均约

0.5 千瓦提高到近 2 千瓦，从根本上消

除了贫困村的供电安全隐患，电压合

格率 100%，供电可靠率 99%，供电质

量得到质的提升，切实让老百姓用上

电、用好电。

服务乡村振兴 努力实现城乡电力均等化

责任在肩奋斗以成

加快农网建设 保障农村用上电

持续配套改造 助力农户用好电

发力精准帮扶 实现贫困村真脱贫A

B

C
安全用电示范台区

青峰村第一书记肖宏伟与村民交谈

果树围绕的青峰村易地搬迁安置点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 12306 网

站获悉，从 5 月 27 日起，遂宁 - 成

都 ( 东 ) 的动车票一等座票价将涨

至 73(72)元。

据悉，27 日起，铁路部门将调

整部分线路高等级席别票价。此

次调价是铁路部门依据价格法律

法规，在充分考虑旅行舒适度和运

营成本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

高铁动车组列车高等级席别与二

等座的比价关系，对部分线路高等

级席别票价水平采取的调整。记

者登录 12306 网站看到，全国部分

时速 200-250 公里的动车组列车，

27 日的一等座票价已经上调。调价

后，遂宁站—成都东站往返一等座

票价从 54 元调整至 72 元，上浮 18
元；遂宁站—成都站一等座票价从

54 元调整至 73 元；二等座的价格均

没有变化。据遂宁车务段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此次调价更合理地配置

了运力资源。儿童、学生、残疾军

人、伤残警察等票价优惠幅度仍按

有关规定执行。 （王瑞）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25 日，记者获悉，即日起市食药监

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5 个月

的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使用医

疗器械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分为自

查整治、重点抽查和总结督导三个

阶段，将坚持“线下”整治和“线

上”整治同步推进，坚决打击“黑窝

点”“黑网站”“黑平台”“黑门店”，

对关注度高、使用量大的注射用透

明质酸钠、避孕套、隐形眼镜、美

瞳、无菌植入类等高风险产品，经

营（网络销售）和使用单位产品的

采购、销售、储存等关键环节，商品

集散地（市场）、学校周边、美容院

等产品出现频率高、问题易发多发

的区域开展集中重点整治。对发

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及时严肃处

理，坚决曝光。通过专项整治，达

到规范一批、清理一批、查处一批、

取缔一批、曝光一批违法违规经营

使用单位的目的。市食药监局提

示消费者，在购买到或发现医疗器

械产品质量问题时，请拨打 12331
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举报。

本报讯 近日，遂宁市青年义工

协会的 40 余名志愿者走进射洪县

特殊教育学校，举行以“你我同行

扶残助学”为主题的全国助残日爱

心联谊活动，给残疾孩子带来欢

乐。

5 月 20 日，志愿者们带着各种

文具、书籍等礼物来到射洪县特殊

教育学校。在这里，志愿者和孩子

们一起进行了文艺表演，并开展

“一对一”手牵手交流互动。遂宁

市青年义工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协会的志愿者都是来自社会各行

各业，大家都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

的爱心人士关注残障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形成尊重、理解、关心、帮

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助力残疾孩

子健康成长。 （何敏）

近日，记者在对市城区农贸市场走访调查中发现各大市场普

遍存在活禽销售和现场宰杀的情况，且部分商贩出售的牛兔等生

鲜肉和禽类肉品等不能出示检疫证明。针对本报调查发现的问

题，船山区畜牧局、经开区食药分局等部门分别对市场销售、宰杀

等相关环节进行检查整治，严格要求市场上的牛兔等生鲜肉和禽

类肉品及冻肉等必须要有相应的进货凭证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才能上市销售，无“两证”销售的一经发现将立即查处。

农贸市场销售的禽类等肉品须有“两证”

一经发现无证销售立即查处

我市启动非法经营使用医疗器械专项整治

志愿者走进特校关爱残障儿童

27日起 遂宁到成都动车一等座涨价啦

“小小菜市场 事关大民生”系列报道⑧

针对各大市场均有活禽销售和现场宰

杀的行为，船山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均表

示，已责成各辖区街道办事处、食药局、城管

执法局、工质局等相关部门定期对市场上活

禽销售和宰杀行为进行严格监管，并劝说销

售和宰杀活禽的商户搬迁到南大活禽生猪

集中交易定点屠宰市场内经营。对于市场

上销售的禽类、牛肉等生鲜肉和肉制品，经

开区食药分局、船山区食药局均表示加强监

管，严格要求禽类产品、牛肉等必须有进货

凭证和《检验检疫合格证明》才能上市销售。

对此，经开区食药分局还针对辖区农贸

市 场 销 售 的 肉 类 及 肉 制 品 开 展 了 整 治 行

动。该局工作人员共分 5 个检查组，在全区

范围内对 1 家食品生产企业、6 个农贸市场、

8 家超市、38 个冻库、155 家餐饮服务单位及

食品经营店和卤菜店、36 处流动肉摊开展鲜

肉及肉制品排查工作，重点对川中大市场、

嘉兴农贸市场、南大出租冻库等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冷冻食品和上市销售的禽类肉品

有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禽类肉品经营者

是否建立健全进货查验、索票索证、购销台

账等溯源管理制度，严禁没有《检验检疫合

格证明》的禽类产品上市销售。针对检查发

现的无索证索票、经营环境卫生条件差等问

题，经开区食药分局发出了监督意见书 27
份，查获川中大市场某经营部涉嫌经营未经

检验检疫的肉制品 38 件，查获南大出租冻

库涉嫌无中文标识、无海关进口货物报关证

明和无《检疫检验证明》的冻肉制品 69 件，

现已立案调查。

船山区食药局和经开区食药分局相关

负责人均表示，下一步将严格要求禽类肉品

销售方建立进货台账和检验检疫制度，严惩

不法行为，以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何敏）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城区

实行活禽集中定点宰杀和交易的通告》指

出，为进一步规范市城区活禽宰杀交易市

场，防止各类禽疫病发生和传播，市城区中

环线以内活禽宰杀和交易必须在遂宁南大

冷鲜水产品市场内（银河南路 949 号）进行。

那么 ,定点屠宰市场对活禽销售及宰杀

的监管如何呢？21 日，记者来到遂宁市南大

活禽生猪集中交易定点屠宰市场看到，一辆

运输了 390 只鸡的货车正在该市场门口接受

检查。在工作人员查看了此批鸡的进货渠

道凭证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填报了《遂

宁市南大食品有限公司活禽入场申报单》，

并对车辆和鸡群进行消毒后，该车方可进入

市场。船山区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

人员按照此批鸡总数的 10%抽检，抽检合格

的，再进行宰前检疫合格后，此批鸡才能宰

杀。宰杀后，此批鸡还将进行屠体检查、内

脏检查、复检、内外清洗等一系列程序，再贴

上带有二维码的蓝色检疫贴标，才能成为入

市销售的成品白条鸡。

据船山区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乔伟介绍，畜牧部门对动物宰杀点的监管十

分严格。 2017 年 12 月起，遂宁市南大活禽

生猪集中交易定点屠宰市场为定点宰杀地，

一些大型养殖场的鸡鸭鹅等禽类都运往这

里集中宰杀。在这里，不但宰前需要出示相

关进货凭证，还要进行多次检疫，最后才能

上市销售。对于病死禽类一旦发现将没收

进行无害化处理，决不流向市场。

集中宰杀是否受城区商户和市民的青

睐呢？船山区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工作

人员介绍到，除了春节期间，市场对禽类产

品需求量激增时，市城区某些商户会将活禽

拉到集中宰杀点宰杀外，平时很少有商贩或

市民来这里购买或宰杀。

定点屠宰 严把进货和检疫关确保禽类肉品安全

禽类等肉品 须有“两证”才能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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