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25）日，由市效能办、市热线

办、遂宁日报社联合主办的 2019 年第

三期“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

（主任）值守热线活动举行，市住建局

副局长黄小文带领明星自来水公司、

遂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兰林自

来水公司参与值守。

在1个小时的值守时间里，20余位

市民打进热线反映关于自来水的各个

方面问题，各位值守嘉宾也与来电市

民进行了一对一的互动交流，对市民

提出的自来水价格、水质检测、用水服

务、供水能力等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

题作了详细解答，对需要调查处理的

问题，嘉宾们也当场表态将立即严肃

调查，尽快给市民一个满意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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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停止流通的第四套人民币

100 元、50 元、10 元、5 元、2 元、1 元、2 角纸币和 1 角硬币(以下简称第

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集中兑换期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结束。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持有者可以到以下主办银行

网点办理兑换事宜，如遇问题，请向当地人民银行咨询、反映。

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

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兑换公告
遂宁市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兑换业务主办银行网点名录

人民银行投诉电话：

地区

船山区

船山区

船山区

船山区

射洪县

安居区

大英县

蓬溪县

主办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遂宁分行

主办网点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遂宁分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河东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遂宁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遂宁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射洪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遂宁安居支行

中国银行遂宁大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蓬溪支行营业部

主办网点地址

遂宁市遂州北路 159号

船山区东平南路 46、48、50、52号

船山区渠河中路 999号

船山区凯旋中路 115号

射洪县太和新阳街 205号

安居区琼江下路 4号、6号

大英县新城区卓筒大道 117号

蓬溪县赤城镇蜀北中路 198号

主办网点电话

0825-2333057
0825-2910360
0825-8018936
0825-2230304
0825-6624412
0825-8661030
0825-7857191
0825-5428969

中国人民银行遂宁市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射洪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蓬溪县支行

船山区西山北路 226 号

射洪县太和大道中段 222 号

蓬溪县蜀北中路 510 号

0825-2391172

0825-6681738

0825-5436603

市效能监察专员二组组长彭毅：城市地下

排水是否做到雨污分流、管网系统畅通?市城区

有哪些地势低洼、夏季容易造成内涝的地方，比

如玻璃塔周边区域，市住建和市政部门是否做

到心中有数?平时是否制定了应急处突预案，以

便及时解决群众关切的涝灾问题?

市住建局：根据《老城区排水防涝规划》，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编制了老城区地下管网 5 年

整治实施方案，同时启动老城区 85 公里病灶管

网排查整治，根据排查结果逐年实施老城区雨

污水分流改造。市政设施管理处每年会制定防

洪排涝应急预案，并针对严重内涝积水区域已

梳理出 14 个内涝点，且全部整改完成。

针对玻璃塔周边区域的整治工作，一是根

据出水口高程合理设计，在化粪池出水口处重

新安装排水管网 (DN600 钢带缠绕管 )至城市主

排水管网，完成后取消化粪池内抽水泵，消除化

粪池出口隐患，确保改造后正常排水；二是通过

对部分餐饮企业外移，对保留的餐饮企业强制

设置隔油设施和餐厨垃圾收集容器；三是对该

区域餐饮经营户乱倒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等行

为依法进行严格查处；四是加强巡查，及时清

掏，疏通下水道、检查井。

市效能监察专员二组组长彭毅：有时自来

水龙头过滤罩里有砂粒，是怎么回事，水质合格

吗?

明星自来水公司：一是住家附近有主管网

被人为破坏或爆管，在抢修、维修过程中有少量

的泥沙进入了自来水管道所造成的；二是部分

老城区还存在水泥管等老旧管网未改造；三是

二次加压设备未定期维护冲洗；四是用户自行

安装的过滤器未及时冲洗。

我公司的水质管理严格执行三级水质检测

体系，生产厂每两小时对水质进行自检，厂化验

室每天对自来水进行抽检，公司中心化验室每

周、每月对水源水、出厂水、管网水进行取样检

测。同时，市疾控中心每月定期对公司各采样

点进行监督检测，市住建局每年监督公司送外

进行两次 106 项全分析检测，确保水质安全。

市住建局、自来水企业值守“聚焦民生·热线问政——局长（主任）值守热线”

场内提问 场外体验见证

媒体问

4 月 25 日上午，明星自来水公司探漏人员

发现，市城区滨江路上和平路口段绿化带区域

主管网爆管漏水。接到电话后，明星自来水公

司抢修队专业抢修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

置。《遂宁日报》、遂宁新闻网、遂宁客户端、@遂

宁发布等媒体记者现场见证了明星自来水公司

专业抢修队在烈日下全力抢修的画面。

上午 11:10，记者现场看见，抢修人员正在

根据探漏人员在漏点位置做好的标记，进行现

场处理。在烈日的暴晒下，抢修人员的工作服

已经被汗水浸湿。“开挖施工前，我们首先会根

据管网分布情况做好排查计划，然后按照计划

逐一排查漏点区域周边管网。”明星自来水公司

网管运维班班长刘德刚告诉记者，施工时，如果

遇到其他管线，施工人员会通知相关业主到现

场监护，然后在对管网的共同监护下，维修人员

会对漏水点进行快速抢修处理，用最快的速度

解决供水问题。

据了解，为保障城市供水管网畅通，保证

居民正常用水，明星自来水公司一方面加大管

网维护、维修力度，一方面积极开展管网探漏、

巡检工作，管网探漏人员与管网维修人员经常

协作联动，共同做好管网维护工作，确保居民及

时用上放心水、安全水。

如果市民有用水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供

水 24 小 时 服 务 热 线 0825—2210961、0825—

2244789 进行求助。

（全媒体记者 谭周胜 郑小艳 余勇君）

《遂宁日报》记者：渠河饮用水源取水口集

中北移工程是为彻底解决渠河饮用水源安全隐

患，将渠河景观整治与水源保护、“三城”建设

结合起来的一项民生工程。今年 3 月，遂发展

公司和市水务公司 6 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责任

追究。之后，作风整治媒体监督组记者曾想采

访此事却被“影响公司形象”的理由所拒绝。上

述情况反映出该公司仍存在工作作风问题，不

正面回应媒体的采访权和市民知情权。请问市

水务公司领导，北移工程目前已进展到什么程

度，大约何时完工？

遂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将集中

力量攻坚克难，落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倒排

工期，顺排工序，确保各项工作按时间节点有序

推进。一是做好施工组织安排，力争于 2020 年

10 月底前建成并投运；二是加强施工管理工

作，严格管控施工安全、质量、进度，落实环保

要求，抓好项目廉政建设工作。

对于当初拒绝记者采访的事实，我们深表

歉意，接下来，我们会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并欢

迎广大媒体记者对我们的监督。

《遂宁日报》记者：经七届市委常委会第

108 次会议审议通过，我市确定 2019 年度整治

的“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事”中，渠河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内存在游泳、洗衣、垂钓等污染饮

用水水体问题赫然在列。请问，除了生态环境

部门进行整治外，负责取水的水公司是否有办

法进行处理？

明星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三级水质监

测体系不光对出厂水进行监控，对原水也进行

了监控和检测，都是在原水水质达到国家标准

的情况下取水生产。

一方面，自来水公司与上游水司、渠河公

司建立了信息联动机制，保证取水水质安全。

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来水公司在取

水口设立了视频监控系统，对取水口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自来水公司一旦发现取水口附近存

在游泳、洗衣、垂钓等污染水源的现象均第一时

间劝阻制止。

网络问
遂宁发布：船山区翰林名苑二期 4 栋居民

反 映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3 月 装 修 该 处 房

屋，至今没有居住，但 3 月却产生了 74 吨用水量

（6 元多/吨），共计 400 多元，市民认为没有入住

不应该产生这么高的水费，表示不合理。

明星自来水公司：针对该用户反映的情

况，我们将进一步进行沟通核查。目前估计产

生此情况，有以下原因：一是用户表后的用水设

施关闭不到位，产生的表体自转。二是水表计

量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会请第三方机构进行

监测，如果是水表计量产生的问题，我们将对市

民产生的水费予以减免。请市民放心，该问题

将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解决。

遂宁新闻网：为什么放出来的自来水有白

色泡沫？

明星自来水公司：自来水管道维修时进入

了空气，经压力作用分解成了微小气泡，看起来

水是乳白色，只要静止数分钟后，气泡会自动消

失，水质恢复澄清，这是正常物理现象，不会影

响水质。

遂宁客户端：总表改为了户表，第一次该

如何缴费？

市住建局：第一个月会按照合表用户的水

价 2.93 元 /吨进行缴费，不会产生阶梯水价。

专员问

取水口被实时监控
确保水质安全

自来水有白色泡沫
属正常物理现象

梳理出 14个内涝点
已全部完成整改

见证

明星自来水公司抢修队
最快速度解决供水问题

值守活动结束后，明星自来水公司还邀请

《遂宁日报》、遂宁新闻网、遂宁客户端、@遂宁

发布等媒体记者现场体验了自来水的 7 道制水

工艺。记者们在明星自来水公司一水厂通过亲

身体验，了解到每一滴水都要经过取水、混合、

反应、沉淀、过滤、消毒、送水 7 个程序，才会成

为千家万户所使用的放心水。

明星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水厂

每天自来水产量都在 5 万吨以上，加上其它 3 个

水厂，该公司每天自来水的产量可以达到 18 万

吨左右，提供给市城区 80%以上的市民使用。

体验

7道制水工艺
为市民提供放心水

值守嘉宾与来电市民一对一交流

媒体记者见证抢修过程

值
守
现
场

媒体记者体验制水工艺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