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制水 5000立方米
远不能满足用水需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将此事转交到蓬溪

后，蓬溪县效能办立即介入调查。经查，群

众反映问题属实，自来水供水不足的根本原

因是蓬南水厂制水能力不足。

据介绍，夏季用水高峰时节期间，蓬南

水厂供区用水量骤增，而水厂提水机具仅是

一台 75 千瓦的电机配 280 水泵，每小时提水

流量 220 立方米，每天 24 小时机器不停，超

负荷运转，只能制水 5000 立方米，远不能满

足居民用水需求。

除蓬南场镇外，蓬南水厂还为附近几个

乡镇供水。蓬南场镇处于用水前端，都不能

满足用水需求，那附近供区乡镇的用水情况

如何呢？记者采访了解到，因为不是专线，

处在供水末端的乡镇就要通过二次增压供

水 ，加 压 泵 站 要 到 晚 上 11 点 后 才 能 抽 到

水。所以，从 7 月中旬至今，蓬南镇附近的

乡镇除深夜至上午有点水外，其余时间基本

处于停水状态，加之近一个月来道路建设时

常挖断输水主管道，让附近供区更是雪上加

霜，停水时段更长，甚至有时全天都处于停

水状况。

多措并举缓解用水难
即将启动蓬南水厂扩建

缺水问题持续时间长，群众反映强烈，

引起了市效能办、市热线办高度重视。日

前，市效能办组织蓬溪县效能办、县水利

局、蓬南镇政府和蓬南水厂相关负责人开展

了现场走访和调查，就如何解决居民用水难

问题进行了现场督办。在市效能办的督办

下，蓬溪县形成了治标治本两套解决方案。

在治标方面，蓬南镇将采取 24 小时不

间断制水，加强设备养护，备足应急材料设

备，确保系统正常运行；与建设施工方密切

配合，保护性施工，及时维修恢复因施工损

坏的主管道；采取压负荷形式，对遂广高速

公路服务区等地实施分时供水；水厂将再次

向末端用户发出通知，在有水时段备好水，

同时用水户可采取在老井取水的方式解决

用水困难；加快蓬南镇至附近乡镇二次泵站

抽水池建设，缓解末端供区供水压力。

在治本方面，为彻底改善蓬南水厂供区

用水现状，根据蓬溪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

蓬溪县即将启动总投资为 1500 万元的蓬南

水厂扩建工程，并将其列为急需建设工程，

改造后供水量将达到 1.0 万方 /日；中期将实

施高升水厂（二期）向蓬南镇等乡镇供区调

水工程，待审查批准后实施。

目前，蓬溪县已成立了城乡供水改革领

导小组，改制县农村供水总站，组建供水国

有独资公司，搭建好融资及项目实施工作主

体，通过融贷资金支持，加快城乡供水工程

项目推进。同时，蓬溪县水利、住建、发改

等部门加强向上级项目争取力度，力争 3 年

内按轻重缓急、逐步实施的原则完成辖区所

有城乡供水工程达标建设。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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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南水厂供水不足居民用水难
市效能办督办 两套解决方案治标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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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民张女士向本报反映，称遂宁

经开区新桥镇新太路轴瓦厂段道路损坏严

重，被禁止货车通行。为阻拦货车通行，该

处设置了石墩阻拦，但石墩却被人撤离，导

致大量大货车从此处经过。此道路是接送

孩子的必经之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接

到热线后，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

行查看。

在现场，记者看到，设置限宽的石墩确

实被人为拉开，因为该路连接中环线，不少

货车都从该段通行，导致了部分道路路面被

压坏。同时，该路段上有不少村民小孩出

入，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针对该问题，作为主管部门的新桥镇又

如何解决呢？随后，记者来到了新桥镇镇政

府。

“被损坏的道路为新太路轴瓦厂段，之

前，我们在完成该路段的雨污管网分流改造

后，便设置了限宽石墩，一方面保护道路不

被 大 货 车 碾 压 损 坏 ，一 方 面 保 护 市 民 安

全。”据新桥镇党委委员、多元化解协调中

心副主任胡海华介绍，因为该路连接中环

线，不少大货车在此通行，设置限宽石墩后

不久便被人为的拉开了。

“接到投诉后，我们立即与交警部门取

得了联系，并决定在该路段设置限高杆及提

示标志，禁止货车通行。”胡海华告诉记者，

待限高杆设置好后，镇上将对破损的道路进

行维修，确保市民的平安出行。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需要帮您？”9 月

5 日上午 10 时许，河东新区芳洲路警保联动

车驾管服务站迎来了第一位办理业务的市

民覃女士。面对覃女士的需求，办理人员热

情且耐心地向其介绍业务办理须知，在覃女

士出示行驶证及交强险保单后，仅 7 分钟就

为其办理完了行驶证换证业务。

9 月 5 日，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与人保

财险遂宁市分公司共同打造的“人保财险警

保联动车驾管服务站”正式启用，通过职能

互补、资源共享、互助融合的交通管理服务

新格局，打通了我市车管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市民办事更方便。

业务效率快
每次办理不超过 10分钟

“这边已经帮您办好了，请您拿好。”拿

着办理好的证件，覃女士一脸吃惊。“这么快

呀，真的办好了吗？”覃女士向办理人员进行

了确认，当其再次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起

身。据覃女士介绍，前不久，她就听说 5 日

将会启动“人保财险警保联动车驾管服务

站”，就决定过来体验一番，本以为会耽误半

天时间，没想到只用了几分钟就搞定了，这

办理效率让她很满意。

在接下来的近一小时办理中，该服务站

共为 10 余名车主办理了相关业务，每位车

主的办理时间均未超过 10 分钟。“今天是第

一天，办理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随着宣传

力度的加大，办理流量会逐渐增大，但我们

有信心为市民服好务。”该服务站一名负责

人称，人保财险遂宁市分公司将严格按照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的要求和流程办理相关业

务，并做到业务办理标准化、精细化、高效

化严格按照部门核定价格收取工本费，为市

民提供便捷。

两个站齐服务
还将继续拓展便民渠道

据了解，目前我市共启用了两个“人保

财险警保联动车驾管服务站”，分别位于河

东新区芳洲路人保大厅和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二楼服务大厅。目前，河东新区芳洲路车

驾管服务站使用的是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专网服务系统，目前只可以办理补换

领行驶证、补换领号牌、补换领检验合格标

志、核发检验合格标志（6 年内免检车辆）、

变更车主联系方式这 5 项机动车业务，后期

则会延申更多的业务。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楼服务大厅除了

可以办理机动车业务，还可办理驾驶证管

理、互联网服务及违法处理等业务。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共建警保联动车驾管服务站是市交

警部门深入推进公安部交通管理“放管服”

改革 20 项措施的落地生效，构建适应新时

代要求的交管服务体系，推动便民服务向更

大范围发展的创新尝试，实现了车险业务受

理和车驾管业务受理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拓

展了交管便民服务渠道，提升了服务群众的

能力。下一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将

根据区域居民的实际需求，在二手车交易市

场、4S 店、邮政网店等场所设置车驾管便民

服务站，有效避免群众“两头跑”的麻烦，真

正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

（全媒体记者 吕苗）

我市两个警保联动车驾管服务站正式启用

部分车驾管业务可“就近”办理

民生关注

市民投诉：门前道路被货车压坏存隐患
相关部门：将设置限高杆禁止货车通行

“几乎是天天停水，有水的时候

水压也非常低，长期的自来水供水不

足给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了严重影

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为

我们解决问题。”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就不断接到蓬

溪县蓬南镇及附近乡镇居民的热线，

反映用水难问题长时间未得到有效

解决。近日，在市效能办的督办下，

蓬溪县形成了治标治本两种解决方

案，缓解用户用水难。

标本
兼治

“简朴、热烈、温暖”，这是遂宁二中于 9
月 9 日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暨表彰先进教师

的基调。遂宁二中党委书记、校长邹显斌致

辞，副校长邱志勇宣读表彰决定。王代彬、

何念平、陈利娟等 50 余人分别获得市委市

府、市教体局和校级表彰。

春华秋实，岁月如歌。邹显斌代表学校

党委和行政向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在各个岗

位上的广大教职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

高的敬意。向为学校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贡

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向受

表彰的优秀教职工表示热烈的祝贺。

邹显斌说，过去的一学年，在全体教职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全校以课堂为阵地抓好

教学，以活动为载体抓好德育，以满意为标

准抓好后勤服务，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提高

主动服务意识，坚持有利于学生成才、有利

于教师成长、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原则，全面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学校管理水平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校园设施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教育质量稳中有

升，师生关系更加和谐。

邹显斌认为，作为教育工作者，老师要

立足讲台，甘于奉献，为祖国育英才。英才

的培养，关键在教师。他希望，第一，政治要

强，情怀要深。教师，是人民的教师，是党和

国家的教师，教师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

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要心里始

终装着国家和民族，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

中关注时代、关注社会，汲取养分、丰富思

想。第二，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老师要创

新课堂教学，拓宽视野，通过生动、深入、具

体的纵横比较，把知识、道理讲明白、讲清

楚，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第

三，人格要正，自律要严。有人格，才有吸引

力。亲其师，才能信其道。要有堂堂正正的

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用

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

得学生，做让学生喜爱的人。做到课上课下

一致、网上网下一致，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

传递正能量。

教师代表刘益品在发言时说，教育是民

族振兴和社会的基石，作为教师，担负教书

育人的重任，直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未来。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做好三方面工作：一

是理想信念教育。教育是用一个灵魂点燃

另一个灵魂的伟大工程，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老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激

励学生成人成才。二是健全人格教育。德

育既关系教育的方向，又关系人生的走向。

“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老师

要自觉提高思想品格修养，做一个传承传统

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三是

学生能力教育。教师要培育学生具有运用

教材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自己就要率

先深入理解把握教材的知识逻辑结构，注重

课堂效率，精讲精练精评，才能提高学生学

科素养和能力。

市级优秀教师何念平接受访问时表示，

今年高考，他班上的同学非常争气，考得非

常好。说到教学经验，他说，其实很简单，就

是用心、用情、用爱去对待教学和学生。大

到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小到一言一

行。从事多年物理教学的他说，理科类科

目，就得一板一眼的学，一板一眼的记。比

如，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有一个纠错小本

本，平时的错误，都记下来，必须要解决消化

掉，不能留死角。错过的，不能再错。

表彰会在教职员工高唱爱国歌曲《红旗

飘飘》中落下帷幕。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诗

意。遂宁二中的老师们正以良好的精神风

貌、崇高的职业道德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

为祖国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廖学麟）

一支粉笔 两袖清风 三尺讲台 四季诗意
遂宁二中举行庆祝第 35个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颁奖现场

高唱爱国歌曲

为优秀教师颁奖 学生在雨中浏览展板

位于河东新区芳洲路人保大厅的服务

站内一位市民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