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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王灿然）近期，全国多地遭
遇高温天气，平均气温为 1961 年
以来历史同期第二高，电力保供进
入关键阶段。

8月16日，记者走进川投（达
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控制室，虽
然已是晚上9点，但控制室内坐满
了工作人员，他们紧盯大屏幕上的
各种参数，不时拿起对讲机与一线
工作人员联系，不时又在笔记本上
记录各种运行数据。

“从7月25日开始，我们就进
入了满负荷发电状态，目前全厂的
两组设备每天能够发电 1400 万
度，这些电力将直接输送至四川电
网，用于保障民生用电。”川投气电
公司发电部运行值长邓海波说。

据邓海波介绍，在日常发电情
况下，公司日计划发电量只有300
余万度，每天的开机时间也仅仅只
在早晚高峰期，现在这样的高负荷
运转对发电机组的磨损很大，也使
运行人员、检修人员的工作强度增
加不少。

随后，记者来到设备车间，在
环境温度 50 度的高温下，设备巡
检人员正在逐一检查设备的运行
情况。

“发电设备对于温度很敏感，
现在的运行负荷加上高温天气，出
现故障的概率大大提高，所以我们
将巡检频率从原来的 3 小时一次
提高为2小时一次，目的就是减少
设备运行风险，并及时将故障反馈
给检修人员。”发电部主值班员卓
林说。

据公司发电部负责人介绍，目
前发电一线的工作人员已经实行
24 小时轮班制，在夜间同样一刻
不停地生产电力，只要高温不结
束，满负荷发电也就不会停止。

川投（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满负荷生产 全力保供电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何龙）自7月下旬以来，连日40度以上
高温炙烤达州高新区，造成农作物受
旱、土壤干裂、菜苗奄奄一息……针对
持续不断的旱情，达州高新区迅速采
取“抗旱保苗”行动，安排消防车送水
进田间地头帮助村民抗旱解民忧。

8 月 16 日一早，达州高新区河市
镇龙家庙村 2 组的 130 亩蔬菜地里人
头攒动，消防车洒水、村民挑水，到处
一派繁忙景象。

“水来了，我的包白菜又活过来
了。”望着清澈的水流顺着沟渠流进了
干裂的田地里，村民吴显莉一颗悬着
的心放了下来。受长时间旱情影响，
吴显莉家的田地已出现干裂，严重影
响到包白菜的生长。

“为应对旱情，我们村紧急组织村
两委召开会议，研究制订解决办法，联
系河市镇政府及消防部门送水抗旱。”
河市镇龙家庙村村支部书记周登英告
诉记者。

“旱情就是命令，抗旱就是责任，
持续高温天气，农田容易出现旱情，消
防车可以用来抗旱救灾，只要人民群
众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河
市镇消防救援站站长昝荣川说。

“我们在龙家庙村还组建了‘抗旱
保苗’志愿服务队，深入该村各个角落
开展农作物旱情调查工作，及时掌握群
众灌溉用水需求，科学制定灌溉用水计
划，并宣传节水知识、节水常识，为群众
送去实实在在的服务。”河市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龙仁平说。

夯实“五类基础设施”
全力提升城市形象

“农贸市场周边环境面貌大变样了，
现在在家门口买菜舒服又方便，我们的

‘菜篮子’拎得更舒心了。”近日，河市镇
居民李渠看着焕然一新的长航农贸市场
感慨道。

走进河市镇长航农贸市场，地面干
净整洁，铺面、货台、摊位摆放整齐，创文
主题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市场井然有序
……不管是在此经营的商户，还是前来
买菜的居民，纷纷为这样的变化感到高
兴。

“我们对标创文工作的标准和目标
要求，开展农贸市场环境面貌整改和经
营秩序整顿，并通过规范市场准则、设置
投诉意见箱和公平秤等举措，为整治后
的日常管理压实职能职责，维护诚信经
营、文明有序的市场环境。”河市镇副镇
长王欣告诉记者。

通过搭建半永久摊位、硬化路面、刷
白墙面、规范秩序等方式，长航农贸市场
对基础设施陈旧、环境卫生差等问题进
行重点整治。然而，发生改变的不仅仅
是河市镇，以“创文”工作为契机，石板街
道、金垭镇等多个乡镇农贸市场同样也
打响了综合大整治的攻坚战。

而农贸市场的整治，只是达州高新
区“五类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其中一
环。

为完善城市功能配套设施、提升城
市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州高新
区全面开展了乡镇“五类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打造停车场、集贸市场、地埋式
垃圾中转站、文体广场等与群众生活息
息相关的基础设施，不断深入推动“创
文”工作走深走实。

“为了全力保证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我们在全面监督各个项目资金投入、施
工进度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了每月对各
个项目推进情况的明察暗访，先后发放
督办通知 30 余份，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达州高新区创建办主管杜小兵说。

据了解，以“五类基础设施”建设为
契机，达州高新区已先后改造乡镇基础
设施300余处，增设停车位2800个，修
建公厕 3 个、垃圾中转站 2 个、垃圾池 8
个。

完善便民服务中心
重点打造服务体验

“老王，快点过来，待会儿又没位置
了……”

炎炎夏日，午饭后的黄昌学坐在达
州高新区斌郎街道木瓜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共享棋牌室中邀约着棋友。不到 2
点，棋牌室内已经近乎满座。在炎热天
气的影响下，木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每
天都有大量居民休闲纳凉。

“除了棋牌室外，我们还开设了‘妇
女儿童之家’‘未成年人活动中心’等空
间，为开展未成年人心理辅导、儿童课后
托管等特色专业服务提供了阵地保障，

并免费提供饮水、充电等便民服务，受到
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木瓜社区书记曹阳
说。

以为群众提供优质满意服务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木瓜社区按照有固定场所、
有统一标识、有专人负责、有工作制度、
有活动项目、有成果展示的“六有”标准，
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亲民化改
造。

而以木瓜社区为经验，达州高新区
众多便民服务中心均开始了全面改造升
级。

为使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基础更
扎实、更有活力，达州高新区把社区便民
服务中心提质扩面放在突出位置，积极
搭建服务平台、强化软硬件建设，为群众
打造一流文明实践阵地。同时，以“创
文”工作为契机，达州高新区还大力推进
了70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的建
设，形成点多面广、功能完备的文明实践
服务圈。

“未来我们将以不断向好的心态，继
续大力提升辖区便民服务中心，充分链
接基层文化、党群、科体、志愿服务等各
领域资源，让群众切身感受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达州高新区创建办主管杜小兵
说。

规范志愿服务制度
集中构建共治格局

在达州高新区一号干道与七河路交
叉路口，志愿者坚守在各交通要塞路口，
对行人不遵守交通指示等不文明行为进
行劝导；在金垭镇，志愿者用钢丝球、小
铲子、毛巾等工具，对墙壁、电线杆等处
的“牛皮癣”仔细进行清理，街道环境焕
然一新；在堰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志愿者为参加暑假公益课堂的孩子讲解
垃圾分类的有关知识……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的身
影。在达州高新区，由党员干部、医务工
作者、退役军人、普通群众等组成的志愿
服务队，日夜穿梭在园区的大街小巷，为
城市注入幸福温度。

虽说是志愿者活动，但其背后的组
织架构同样重要。

依托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达州高新
区统筹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站点，这些服
务点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增强志愿者服务意识为目标，
集志愿者招募、注册、培训和管理为一
体，为园区志愿者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

“行动基地”。
“把党政群团的组织优势和社会力量

的参与热情结合起来，并经过科学的规划
管理，在这样的模式下，未来，达州高新区
的志愿者队伍将会越来越壮大，将更加有
利于打通党群联系的‘最后一公里’。”达
州高新区党群工作部主办陈洁说。

完善组织架构，强化资源整合，志愿
服务站的建设，让越来越多可敬可爱的
志愿者参与到“创文”工作中来。截至目
前，达州高新区已组建志愿服务队 74
支，志愿者人数达2000余人、开展服务
活动1100余次。

达州高新区达州高新区：：
坚持为民惠坚持为民惠民共享文明民共享文明 助推创文提质增效助推创文提质增效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灿然 刘姣

漫步在达州高新区的大街小巷，你会惊喜地发
现，干净整洁的路面、错落有致的绿植、文明礼让的市
民，共同组成了一幅幅生动、和谐的立体画卷……“天
蓝、地绿、水净、城靓、人美”的环境，正是达州高新区
持续落实“创文”工作结下的硕果。

今年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质增效、攻坚克难的
关键之年，为助力达州顺利创建第七届（2021 年—
2023年）全国文明城市，达州高新区正按照《全国文明
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各项指标要求，全力以赴
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河市镇消防救援站

送水进田间 抗旱解民忧

改造后的河市镇长航社区农贸市场改造后的河市镇长航社区农贸市场

梨树坪湿地公园公共停车场梨树坪湿地公园公共停车场

志愿者进农贸市场开展宣传活动志愿者进农贸市场开展宣传活动

金垭镇金牛村金垭镇金牛村““弘扬文明弘扬文明、、美化家园美化家园””院坝会院坝会

创文进行时创文进行时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灿然）近期，受持续高温影响，达州
高新区部分村组出现缺水问题，群众
生活用水困难。面对群众用水需求，
达州高新区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迅
速召集人员组成抗旱送水先锋队，持
续为饮水困难群众送去饮用水，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需求。

“太感谢了，把水都送到我们家门
口了！”8 月 16 日一早，在达州高新区
金垭镇金山村，金垭镇的志愿者开着
送水车，驶入了金山村，为全村的每一
户村民送去了自来水，群众一边拿着
水桶接水，一边连声致谢。

“送来的自来水可算解了我家的
燃眉之急，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金
垭镇金山村7组村民张贵说。

在河市镇河龙社区，一辆满载饮
用水的消防车停在空地上，消防官兵
相互配合，有序向居民的空桶中灌水，
得知送水消息的村民，自觉到送水车
前排队取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通过三轮车、消防车送水到
户，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接下来我
们会继续解决群众用水难的问题，切
实把旱情对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影
响降到最低。”达州高新区应急管理局
副局长段铭告诉记者。

据了解，针对达州高新区部分乡
镇居民用水告急，达州高新区应急管
理局积极应对，切实抗旱保民生，连日
来，为辖区 114 户村民送去自来水 62
吨，有效缓解了当地用水难问题，保障
了群众生活用水。

达州高新区应急管理局

为饮水困难村民送水“解渴”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川投川投（（达州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控制室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控制室

消防车为村民送水消防车为村民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