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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局作为我市“创建”工作落实

单位之一，在“创建”工作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4月9日，记者专访了市环保局局
长邱贵昌。

问：“创建”工作对市环保局有什么
要求？

答：围绕“创建”工作，我市从水环境
质量、空气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主要
污染物减排、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
意度等方面对市环保局下达了任务指
标，具体包括城市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10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大于310
天、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小于58分
贝、公众对城市环保的满意率大于
75%、完成年度减排任务。我们环保部
门将对照考核指标制定实施方案，攻坚
克难，切实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大气、水体等突出环境问题，为达州创建
省级文明城市作出贡献。

问：市环保局在“创建”工作中要做
些什么呢？

答：市环保局主要将开展以下几项
工作：

一是加强饮用水源保护。确保饮用
水源安全，让市民喝上放心的水是环保
局的职责所系，责任所在。市环保局将
加强罗江库区水源保护区污染源综合整
治，取缔排污口，加大巡查力度，加密水
质监测，充分发挥饮用水源水质自动站
的预警作用，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饮用水
源安全。

二是深化流域污染综合治理。以主
要污染物减排为抓手，发挥减排的倒逼
机制，加强前中后河、州河、铜钵河、明月
江等河流综合治理，加大规模化畜禽养
殖污染整治力度，督促加快城市和乡镇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环保基础设
施建设并稳定运行，让河流休养生息。

三是抓好大气污染防治。按照“多
还旧账、不欠新账”的原则，加大落后产
能淘汰力度，严格执行环评把关制度，加
强火电、钢铁、建材、焦化等重点行业和
达钢、达州电厂、玖源化工、瓮福集团等
重点企业的监管，加大以PM10、PM2.5
为主的城区空气污染治理力度，让市民呼吸清新的空
气。

四是强化噪声污染整治。加强工业噪声污染防
治，配合城管、公安、交警、工商、文广部门加大建筑施
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的管理，切实为
群众营造一个安静的生产生活环境。

五是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全市环保系统将进一步
加强能力建设，完善监测仪器设备和监测网络，扎实开
展细颗粒物（PM2.5）监测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强人员
培训，扩大监测项目，提高监测质量，为真实反映环境
质量提供科学可靠的数据和资料。（本报记者 邱霞）

本报讯 4月 19日，由市精神文明
办、市公安局、市教育局联合开展的“文
明交通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通川区一
小举行。

上午9：30，活动开始，首先进行的是交
通安全知识竞赛。“过马路时要快速跑过，对
吗？”“不对。”“列队过马路时，每横列不准超
过二人。”“对！”“可以乘坐在货运车辆的货
箱上。”“不对！”随着主持人的发问，同学们
争先恐后地抢答。知识竞赛结束，同学们又
排队参观了交通安全知识展板，听取几位交
警阿姨就如何安全乘车、如何文明行路、怎
样认识交通信号灯、骑车六不要等进行详细
讲解。

市交警支队负责人告诉记者，开展文明
交通进校园活动，就是要通过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让学生对文明交通安全规则牢记于
心，争做文明安全好学生。同时，通过学生
将文明交通意识传递给父母长辈，让广大市
民共同参与到“打造文明交通，创建文明城
市”活动中来。

（曾猛 本报记者 王万礼）

创建四川省文明城市，是建设幸福达州的必然要
求，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塑造达州新形象的内在需
要，更是惠及全市人民的一件大好事，与每个市民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创建工作并不仅仅是政府
部门的事，更是680万达州人民共同的事。在这场声
势浩大的创建大会战中，没有旁观者，都是践行人。
在很长的时间里，许多不文明的陋习一直困扰着达
城，比如老生常谈的景区污染、司空见惯的污言秽
语、习以为常的占道经营等。分析这些现象，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市民在创建工作
中没有正确的自我定位，错误地坐到了

“旁观席”。
广大市民既是创建文明城市的主力

军，更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动力。想方设
法培育全民参与、群策群力的社会氛围，
对于今天创建文明城市至关重要。因
此，寓教于乐、寓教于管、寓教于创，让每
一个单位、市民都明白责任与利益、付出
与分享是对等的，并自觉像爱护自己的
家庭一样爱护城市，像维护家庭环境一
样维护城市环境，齐心协力营造出“花儿
是我栽，花儿为我开”的氛围，文明城市
的创建就会大步跨越。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
人。放下旁观的冷漠和傲慢，迈开践行
的脚步，把文明内涵外化为优美、利他、
和谐的一言一行。只有这样，我们的城
市才会因文明而变得更加美好，生活在
这座城市的人才会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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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悼念芦山地震
遇难同胞，四川省政府决定，
2013年4月27日为全省哀悼
日，全省停止公共娱乐活动，8
时2分起全省人民默哀3分钟，
汽车、船舶鸣笛，防空警报鸣
响。

4月27日早上8点前，记
者在达城看到，不少市民早早
自发聚集在老车坝、中心广场、
文理学院、火车站等地，向在芦

山地震中遇难的同胞致哀。
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悲

哀，每个人的眼里都含着泪
水。在这次地震中，截至目前
已有196人死亡，有21人失踪，
有13484人受伤。

8时2分，随着汽车、船舶鸣
笛，防空警报鸣响，广场上一片寂
静，所有的人都在肃立默哀……

“让我们一起为芦山地震
中罹难的同胞深切哀悼！”

“让我们一起为不幸失去
亲人的顽强生命默默祈祷！”

“让我们一起为英勇的解
放军、消防员和医务人员热烈
鼓掌！”

……
“作为一名四川人，我很骄

傲。无论有多大灾难，大家一
起分担，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就读职业学校的陈亮满怀信心
地说。

灾难面前，达州人心中装
着责任。地震发生后的7天时
间里，我市的抢险救援、卫生防
疫队伍迅速赶赴灾区，积极抢
险救灾，表达了达州人民对灾
区人民的关心。连日来，全市
各行各业干部员工积极伸出援
助之手，踊跃向灾区人民捐款
献爱心，支援灾区人民重建美
好家园。

（本报记者 孟静 刘欢）

本报讯 4月24日至26日，市政协副主席梅榕
率人资环委部分委员组成的调研组，会同市环保
局，就州河污染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宣汉部分农家乐、君塘中
心卫生院、洋烈污水处理站、宣汉污水处理厂、宣汉
人民医院查看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查
看了通川区罗江电站清污情况、市职业技术学院生
活污水处理站、江湾城截污管网建设情况；查看了
南门口餐饮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以及达县麻
柳、大风污水处理厂建设情况，城区南坝和仙鹤路、
三里坪截污口收集情况。通过实地查看，了解我市
州河污染治理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指出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调研组指出，州河是我市的饮用水源地，要增
强环保意识，加大对州河污染综合治理的认识，确
保饮用水安全；明确责任制，健全全域的环保机制；
突出重点，加强城区管网建设。

（甘立才 梁小兰 本报记者 宋龙娟）

本报讯 4月15日至18日，市政协副主席郝德
恒率教科文卫体委部分委员组成的调研组，会同市
卫生局，就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了
专题调研。

调研组一行深入万源罗文镇卫生院、火石岭村
卫生室，渠县天星镇卫生院、长青村卫生室，大竹月
华乡卫生院、河心村卫生室等18个乡镇卫生院及
20个村卫生室，通过实地察看、查阅资料、发放调查
问卷等形式，广泛听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农民群
众的心声，并召开座谈会，指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指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是
当前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市政协今年将其列为
重点调研课题，旨在摸清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当前农村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存在的现实困难，积极为党委政府建
言献策。

（宋原立 本报记者 宋龙娟）

市住建局:雅安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后，市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全体干部
职工向雅安芦山地震灾区捐款。截止4月24日，共
捐款176414元。

（贾金戈 严开川）
市公路局：4月24日，市公路局全体干部职工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慷慨解囊，
为地震灾区捐款36956元。

（杨兴武 本报记者 谢艳）
市中心血站：近日，市中心血站举行捐款仪式，

为芦山地震灾区受灾群众捐款26100元。
（钟明平 本报记者 宋龙娟）

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八三大队：近日，省核工业
地质局二八三大队积极组织职工为芦山地震灾区
捐款，截止27日中午12时，共收到捐款50200元。
此外，该大队广大党员干部还积极上交特殊党费
32470元。

（夏英 本报记者 宋龙娟）
万源市委宣传部：4月27日下午，万源市委宣

传部全体干部职工自发为芦山地震灾区捐款，现场
累计捐款4200元。 （王永明）

达县职高：4月22日，达县职高全校师生积极
向芦山地震灾区捐款，共捐爱心善款近8万元。

（赵兴春 本报记者 桂爽）
通川区三小：4月27日，通川区三小开展了向

芦山地震灾区捐款活动，共捐款10209元。
（田建 李敏）

本报讯 地震无情，人
间有爱。雅安芦山“4�20”
地震发生以后，宣汉电大退
休教师左孝缵从电视上看到
灾区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灾
难，内心极为悲痛。4月21
日上午，他来到学校，向灾区

捐款4500元。
左孝缵老师已年过七旬，

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不算太
好，当问及为何捐这么大一笔

钱时，左老师说自己是个孤
儿，是党和政府抚养自己长大
成人的，自己回报社会，向灾
区人民献爱心是发自内心的
愿望。

（李 德 吕 强 于 波
本报记者 桂爽）

本报讯 按照省卫生厅的
统一安排，4月22日13时许，
由我市疾控中心、市卫生执法
监督支队、市健康教育所联合
抽调的12名防疫队员抵达雅
安宝兴县陇东镇地震灾区，随
即投入到紧张的灾区卫生防疫
工作中。

4月25日上午，记者电话
连线正在灾区开展卫生防疫工
作的市疾控中心陈松。据陈松
介绍，到达目的地后，我市卫

生防疫队在了解了该镇的基本
情况后随即展开了工作。市卫
生执法监督支队主要负责当地
饮用水卫生初检和送样，并采
集了5份水样送往灵关镇应急
检验中心；市疾控中心重点对
安置点传染病工作的有关措施
落实情况、有无专人报告疫
情、安置点安置人数、安置点
是否存在有关卫生问题、环境
消毒等方面进行检查指导；市
健康教育所将对安置点灾民有

关卫生知识等方面开展宣传工
作。

陇东镇共 9个村，5502
人。经调查，地震发生后，该镇
每个村均有大小数个灾民安置
点，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消毒剂
缺乏。

到4月24日为止，我市卫
生防疫队共出动车次 5辆
（次）、工作人员28人次，完成
陇东镇9个村约30000平方米
的消杀任务，完成了该镇消杀

全覆盖，达到了省卫生应急指
挥部的要求。对厕所、垃圾存
放点等重点部位进行了重点消
杀，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50
余份，指导饮用水消毒21次、
水质快速检测8件，有力防止
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

由于防疫科学及时，4月
20日以来，当地无发热、腹泻
等病例，无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本报记者 陈静）

市政协调研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市政协专题调研州河污染治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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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各界群众深切哀悼芦山地震遇难同胞

达县国土资源局管村管理所职工朱星：
你自2012年9月26日以来，下落不明，现限

你7日内回原单位上班。逾期单位将严格按照人
事管理制度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特此公告
达县国土资源局 2013年4月28日

通 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宣汉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备案“（达工商宣字）登记内备字[2013]
第000004号”，拟注销“宣汉县聚源贸易有限公
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宣汉县东乡镇项山路143号
联系人：钟红英 电话：13981479888

宣汉县聚源贸易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6日

清算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备案“（达工商达字）登记内备字[2013]第
000005号”，拟注销“达县金诺物流有限公司”。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县南外镇达万路14号3B幢5单
元2-1号

联系人：彭茂 电话：15892971777
达县金诺物流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6日

通 知
邱雅玲同志：

请你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15
日内回单位报到。逾期，单位将
按照人事管理制度有关规定予以
处理。

特此通知
四川省达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2013年4月26日

达州市城区空气质量为优，无超标
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为舒适。

达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布
2013年4月27日

达州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公告
时间：2013年4月27日 监测单位：达州市环境监测站

（紧接第一版）有帐篷住，
按照中央统一指挥部署高效
救援，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分
秒必争的一幅幅画面，连接成
抗震救灾的全景扫描，彰显中
国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
神气概，又一次书写下中华民
族顽强不屈的英雄篇章。

从汶川到芦山，5年来的
不平凡历程，见证了抗震救灾
精神的形成与升华，也记录下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抗击灾
难中不断走向成熟和进步。当
自然灾害降临，经过加固的房
屋、逃生知识的传播让伤亡大
幅减少；救援指挥的集中统
一、抢险队伍的快速机动使救
援行动效率更高；救灾物资的
充足储备、迅速调运、有序分
发令受灾群众及时安置；灾后
重建的科学规划、长远考量更
为灾区明天筑牢发展基础。

擦干悲痛的泪水，生活仍
将继续。瓦砾下掩埋曾经的记
忆，废墟上升起未来的希望。
在这个有着13亿人民的大家
庭，每个人的困难、每个家庭
的不幸，都会得到党和政府以
及全社会的有力援助。以人为
本的执政理念，生命至上的价
值追求，集中高效的制度保
障，同舟共济的志愿精神，守
望相助的手足情怀，把全体人
民团结凝聚起来，夯实撼不动
的坚实基础，筑起摧不垮的精
神长城。

默默哀思传递真情，倾
力救助托举希望。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折
不扣把党中央关于芦山抗震
救灾工作的全面部署落实
好、执行好，继续投入救治
伤员、安置群众、抢修设施
的紧张战斗，加强监测预

警、防止次生灾害，全力保
证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地震
灾害，重建美好家园。

灾区中学的操场上，帐篷
里传出朗朗读书声。灾区群众
临时搭建的简易居所中，炊烟
在晨曦中升起。在巨大的灾难
中，人们对梦想的追求依然执
着。这些平凡的场景让人肃然
起敬。事实再次证明：不管遇
到什么灾害困难、风险挑战，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应
对，就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
局面，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
取芦山抗震救灾、恢复重建的
全面胜利，必将作为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
途中，中国人民牢牢把握自身
命运的震撼一幕而载入史册，
在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中
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市卫生防疫应急队赴地震灾区展开防疫工作

宣汉一七旬退休教师心系灾区
捐款4500元

要 闻

宣汉东乡镇二完小学生肃立默哀。 （张崇耀 摄）市民在达城中心广场肃立默哀。 （孟静 摄）

达城交警脱帽致哀。 （孟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