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相关专家预测，今年迎

峰度夏期间，遂宁电网预计最

高负荷 120 万千瓦，较 2018 年

增长 7.7%。

为应对高温天气，国网遂

宁供电公司未雨绸缪，通过优

化电网运行方式、新建电网设

施、加强设备排查维修等多措

并举鏖战高温酷暑，为我市度

夏无忧做好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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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不断接

到市城区银河南路居民的热线，反映该路

段有一家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时常会散

发臭气，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7 月 30
日，经开区环保分局对该公司进行了突击

检查，未发现企业存在直接排放大气污染

物行为，不仅如此，执法部门最近 10 余次

检查也未发现企业存在环境污染违法行

为。

两年前曾被举报过
企业从两方面整改

据经开区环保分局调查，新绿洲印染有

限公司位于市城区银河南路 283 号，主营

印染、服装、家纺，企业总占地面积 186
亩，建有高效高速染整生产线 7 条、印花

生产线 1 条、40 吨热电联产项目、日处理

污水能力 6000 吨污水厂 1 座。

2017 年 8 月，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曾被

附近居民投诉过臭气扰民，相关部门也第

一时间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未发现该

公司直接排放大气污染物，但企业锅炉氮

氧化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不能稳定达

标，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挥发性臭味气体

也影响到周边空气。

之后，执法部门向新绿洲印染有限公

司送达了《立案决定书》和《责令改正违法

行为决定书》，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也立

即开始整改，一方面完成 BCR 燃烧催化还

原脱硝项目，稳定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另

一方面完成厂区调节池、污泥浓缩池等加

盖处理，对产生的挥发气体集中收集并增

添设施进行除臭处理，所有整改工作也于

2017 年年底前完成。

突击检查核实投诉
没有发现环境违法

“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是我们的重点

监 管 企 业 ，我 们 随 时 都 会 不 定 时 抽 查 ，

如群众有举报，我们也会立即调查。”7
月 30 日，经开区环保分局副局长钟毅带

领执法人员，对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进行

突击检查。

现场，执法人员对该公司治污设施设

备、在线监测设备运行等情况进行检查，

并重点检查了 40 吨燃煤锅炉等设施运行

情况，从现场检查情况来看，新绿洲公司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直接排放

大气污染物行为。执法人员还调取了企

业最近一周的在线监测数据，发现企业相

关指标均在允许范围之内。对于群众所

反映的产生臭气的污水处理设施，企业也

按之前的整改要求进行了加盖处理。

没有环境违法行为
不代表无环境影响

“印染行业是重污染行业，所以我们一

刻都不敢放松，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企

业对环保也一刻未放松。”钟毅介绍，2017
年的整改之后，该公司在 2018 年、2019 年

自加压力，投入了几百万的资金对设施设

备进行不断整改，目的就是为了让企业更

环保。最近一年多时间，经开区环保分局

已 10 多次到该企业检查，也未发现过环境

污染违法行为。

据了解，国家对所有行业规定了排放标

准、明确了排放限值，包括印染行业，即允

许污染物排放，但不能超过最大排放值。

另外，印染行业部分生产工序存在无组织

排放情况，对于脆弱的生态环境而言，只

要有污染物排放就会有影响。为彻底消

除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群众一片舒

适的生活环境，目前，企业正在寻找新的

搬迁地址，并积极争取搬迁。

针对群众反映的情况，执法人员表示，

监管部门将强化服务指导，对该企业污染

物治理、设施运行、强制性清洁审核等工

作开展指导，不断提高环境精细化管理水

平；强化监管执法，由于该企业已经纳入

了“双随机”执法检查，也调整为了“特殊

监管”对象，执法人员将增加监管频次，对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严密监管；执

法人员还将注重“谁执法谁普法”，引导企

业主动守法。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居民投诉市城区一印染公司臭气扰民
部门：已经调整为“特殊监管”对象，将增加监管频次

30 件民生实事聚焦 2019 年

民生 维权

民生 速递

当前，我市加快推进 30 件民生实事落

地落实。这些民生实事中，“治理 8 处地

质灾害隐患点，避险搬迁安置 10 户农户”
把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该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各县（区）细化任务分解，强化督
导检查，严格目标考核，确保民生实事顺
利推进。

项目加紧推进
农户渴望早日搬进“安心房”

8 月 7 日，蓬溪县荷叶乡茶园村 4 组，
村民徐建波像往常一样，又跑到工程建设

现场，瞧瞧自家的住房修得如何，“原来的

房子一点都不安全，每晚睡觉心里总是悬

吊吊的，生怕出现啥子情况。”他渴望早日

搬进新房，以后再也不用为房屋不安全而

担惊受怕。

“今年我市确定的‘避险搬迁安置 10
户农户’任务均在蓬溪县荷叶乡茶园村，

当前全部处于建房阶段并完成工程进度

60% ，已 拨 付 资 金 35 万 元 ，拨 付 进 度

100%。”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介绍，此项

民生实事推进过程中，市、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深入农村，广泛宣传避险搬迁安置

的目的、意义和补助政策，充分调动群众

搬迁积极性，促进搬迁工作顺利开展。此

外，我市还组织地质专家对当地地质、地

形进行实地勘察评估，科学规划地点实施

建设，确保群众不再受地灾隐患威胁。

“治理 8 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也正在加

紧推进中。1-6 月，蓬溪县赤城镇姜家湾

崩塌已进入施工阶段，已完成施工进度

50%；射洪县金华镇黑水浩村老年活动中

心崩塌、万林乡文柏村 11 组赵家湾滑坡、

大榆镇星光村 7 组大悲寺不稳定斜坡 3 处

项目正在开展施工招标工作。

强化工作措施
圆满完成民生实事年度目标

今年民生实事下达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并研究制定实
施方案，将民生实事目标任务进行细化、
量化、具体化，分解落实到各个县（区），落
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务求有责任、有进度、
见实效。

民生实事实施过程中，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各县（区）抓点带面，建立每月一

检查，每季度一通报制度，推动工作按照

既定计划扎实有效推进。通过制作专题

片、公益广告片，结合“防灾减灾日”“地球

日”“土地日”活动，采取电视、广播、展板、

宣传画册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普及

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在每一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组织开展至少一次地质灾害应急预

案避险演练，提高群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

识。把治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避险搬迁

安置相关指标进行量化，纳入全年目标绩

效考核，确保民生工程顺利有序推进。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把民

生实事作为下半年重点工作进行推进，查

找短板不足，强化工作措施，切实解决问

题，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确保民生实事

圆满完成年度目标。（全媒体记者 侯跃）

“最近自来水一直都是浑浊的，不知道能不能食用。”

近日，本报热线接到市民反映称，射洪县金家镇场镇所供

应的自来水比较浑浊，特别是前不久停水过后放出的自来

水，不仅水质泛黄，而且还有股泥土味，根本无法正常使

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

接到此事后，记者立即对此展开核查。7 日上午，记者

找到了反映此事的市民王先生，据其介绍，从 8 月 1 日至 3
日，射洪县金家镇场镇附近的自来水一直泛黄，之前他与

周边居民多次找到相关部门解决自来水水质问题，经过多

方积极处理，目前该场镇自来水已经恢复正常，居民已经

正常使用。

那么，造成该场镇自来水水质泛黄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呢？为此，记者来到了射洪县金家镇，并找到了为射洪县

金家镇场镇供水的射洪天源水业公司相关负责人。据其

介绍，导致该场镇水质泛黄是受近期暴雨天气影响。7 月

30 日，射洪县金家镇场镇附近一路段出现山体滑坡，坡上

散落的滚石将该镇的自来水主管砸断，其中断裂有 2 处，

共计 60 余米，这也导致该场镇出现停水。事情发生后，公

司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组织员工对自来水管

进行抢修。为了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期间公司采取间

接性供水，但因为近期雨季较多，水位高涨导致水源浑浊，

加之水管出现了破损，从而直接导致自来水水质浑浊，并

且有泥土味。

经过连日紧张抢修，8 月 4 日，破损的主水管成功修

复，此后公司也加强了对水质的处理，目前射洪县金家镇

场镇供应的自来水已经恢复正常，居民可以放心使用。

（全媒体记者 吕苗）

连日来，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不断接到经开区九莲街

道办事处石溪村村民热线，反映经常有人在该村农田内倾

倒垃圾，不仅影响村民耕种，还污染环境，希望责任部门及

时核查，禁止随意倾倒垃圾。

经开区了解到此事后，立即责成九莲街道办事处展开

调查。经查，石溪村范围内因全面取缔砂石场、洗砂场，村

内砂石场均已按规定时间全面拆除，拆除后由政府组建砂

石平台公司进行管理。目前，由于平台公司还未组建成

功，其原有砂石场地无人管理，导致场地内经常有车辆到

此倾倒垃圾。但调查发现，倾倒地点并不是在农田。

目前，石溪村已组织巡查人员与办事处城管执法部门

一起巡查，一旦查到有车辆倾倒，就将车辆交经开区开达

公司，并由经开区城管执法部门严厉处理。由于运送垃圾

的车辆是利用夜间倾倒垃圾到砂石场内，不易被人发现。

下一步，九莲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队及石溪村将加大巡查

力度，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日前，12345 政府服务热线不断接到居民投诉，反映遂

西高速吉祥出入口遂宁至蓬溪快捷通道的匝道两旁，树木

和杂草长得过于茂盛，行车存在盲区，易发生交通事故，希

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处理。

“经查，市民投诉的地点杂草的确太过茂盛，驾驶视线

不好，投诉人反映情况属实。”据蓬溪县交通运输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了解此事后，蓬溪县交通运输局立即安排人员

对树枝、杂草进行修剪处理。根据市民反映的情况，蓬溪

县交通运输局结合当前公路防汛工作对辖区内国省干线

道路加强巡查，其中，对因杂草丛生、树枝太过茂盛而造成

视线受阻、引发安全事故的路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存在

隐患的点位一一进行隐患消除。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居民投诉自来水泛黄还有异味
自来水公司：滚石砸断主水管所致

有人夜间倾倒垃圾到砂石场
部门：一经发现严厉处理

居民投诉道路旁杂草丛生留隐患
部门：立即消除隐患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
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为做好 2019 年迎峰度夏保电工作，

国网遂宁供电公司结合遂宁电网实际，

精心编制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层层

落实责任，以最有效的组织保障做好电

网迎峰度夏工作。

据介绍，在迎峰度夏期间，遂宁电网

将保持全接线、全保护运行，原则上不安

排削弱电网供电能力的计划检修工作。

同时还将做好电力电量预测平衡，强化

电网安全分析，重点针对电网运行薄弱

环节，制定并落实控制措施。结合负荷

规律，将通过加强科学调度，不断优化电

网运行方式。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加强

与周边地市电网协调，对局部电网采用

特殊运行方式以保证供电。

同时，结合夏季可能发生较大强度的

雷暴、洪涝等灾害，动态修订完善电网反事

故预案，提高事故处理速度。

电网建设再注巨资
遂宁电网愈加坚强

7 月 18 日，随着射洪县 220 千伏海棠

变电站成功投运，我市辖区内的 220 千伏

变电站增加至 6 座。海棠变电站及其配

套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改善了遂宁 220 千伏

电网结构，解决了 220 千伏万林站没有备

用电源点的问题。

今年以来，针对历年电网迎峰度夏时

可能出现的局部电网容量不足和供电瓶

颈问题，国网遂宁供电公司有针对性的

制定了 2019 年遂宁电网建设和改造计

划，全年拟对遂宁电网投资 1.72 亿元。

其中，农村地区投资 1.25 亿元，城网投资

1029 万元，进一步提高供电能力。

目前，遂宁电网已实现了各区县以

220 千伏变电站为主供电源、110 千伏网

络为骨干的网架结构，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和供电能力持续加强，完全满足全市

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并有部分裕度。

设备排查整治到位
迎峰度夏准备就绪

鏖战高温酷暑，细节是关键。为进一

步提高供电可靠性，早在今年 3 月初，国

网遂宁供电公司就利用“春检”契机，从

细节入手，对供电设备进行了拉网式地

隐患排查和整治工作，并针对迎峰度夏

期间的电网特性，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设

备运行状况良好。

据介绍，国网遂宁供电公司还将进一

步加大对输电、配电设备特巡及红外测

温的力度和频次，并针对今年夏季雨水

较多的实际，全力保障遂宁电力的可靠

供应。

（高跃明 全媒体记者 周厚均）

遂宁电网：

未雨绸缪鏖战酷暑 确保我市度夏无忧

治理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安置10户避险搬迁农户

“每天楼下的卤菜店都散发出一股

很大的油烟味，每次闻到这味都想吐，

再这样下去我们该怎么生活啊？”近

日，市民周女士打进 12345 政府服务热

线反映称，她住在市城区金港名都小

区，她楼下有一家卤菜店，每天熬制卤

料和制作卤菜时，都有一股浓浓的油

烟味向楼上窜，并且很刺鼻，这也让部

分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希望有

关部门能及时予以整治，还附近居民

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接到周女士反映后，船山区热线办

立即组织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对该问

题展开核查。经核实，周女士反映的

情况属实。日前，船山区城管执法分

局执法人员对该卤菜店进行了现场处

理，要求该店老板针对油烟问题进行

整改。经过执法人员积极协调和督

促，该商家先后购买了两台大功率油

烟净化器，但油烟净化效果未有明显

好转。为此，城管执法人员再次对老

板作出了要求，经过进一步整改，该老

板联系了工人安装排烟管道，目前已

经安装完毕。经过测试，烟油扰民问

题得到有效整改。

据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期，船山区城管执法分局将

继续加大对油烟扰民行为的整治，特

别是市民反映较为强烈的区域，城管

执法人员不仅将加强对商家的监管，

同时将不定期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检

测，避免油烟扰民问题反弹。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楼下卤菜店“味道重”被投诉
部门及时介入为民清“烟”

市体育中心
8月8日“全民健身日”场馆免费开放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范晶）为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

举办，国务院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颁布施行的《全民健身

条例》中要求将每年的 8 月 8 日定为“全民健身日”。为积

极响应国务院号召，推广全民健身事业，8 月 8 日，市体育

中心将释放部分场馆资源，免费对市民朋友开放。

据了解，免费开放项目主要包括游泳馆、网球场、体育

场田径跑道、旱冰场、篮球场、极限运动场、乒乓球室、足

球场。其中，游泳馆将结合场馆现行运营情况，8 月 8 日上

午对顾客免费开放，顾客凭身份证到客服中心或游泳馆接

待大厅登记，换票入场；网球场免费开放 5 号、6 号、7 号及

8 号场地，顾客可拨打客服中心电话 0825-2918685 提前预

约，场地约满为止；体育场田径跑道、旱冰场、篮球场、极

限运动场全天免费开放，请持身份证到客服中心办理登记

手续；乒乓球室全天免费开放，请持身份证到乒乓球室前

台办理登记手续；足球场有组织的向市民开放，顾客可拨

打客服中心电话 0825-2918685 提前预约，请持身份证到到

客服中心登记。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