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要闻·综合 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广告热线：3333046 3333548
新闻热线：3333216邮箱：scpzhrb@163.com

责编 王刚 版式 蒲正娟

今日白天到晚上晴。最高温度 29℃，
最低温度11℃。

天气
预报

本报讯（宋有莹 报道）为进一步
深化市场监管，护航经济发展，近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外卖攀枝花代
理商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春雷行
动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
动期间开展宣传活动，公布投诉举报电
话，建立外卖平台质量安全快速反应机
制，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据悉，为全面营造“春雷行动
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
宣传氛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宣

传实效，实现了本地主流媒体重点覆
盖、网络宣传全面上线、市场共同参与
的宣传格局。在此基础上，该局积极
创新宣传模式，结合攀枝花春节期间
外地游客多及外卖服务需求量大的实
际，通过美团外卖小哥身穿“攀枝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春雷行动2019”宣传
马甲提供外卖服务，切实提升市民对

“春雷行动 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
象百日行动的知晓率，让群众吃得放
心、用得安心、买得舒心。

深化监管规范外卖平台经营

我市着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舍小家 为大家
我市交通人坚守岗位保春运畅通

□本报记者 吴晓龙 文/图

当前正值春运，有一群人默默坚
守在岗位上，舍小家，为大家，体现着
交通人的责任和担当。

25年累计清扫1.3万公里

2月3日8时许，金江公路养护管理
段红雅线养护工区长吕华跟往常一样，
拿起工具来到他所负责的路段开始工
作，清扫垃圾、清理排水沟……“我每天
的工作主要是清扫路面，每天上午 8
点开始，然后清扫到 11 点半，下午 3
点到6点清扫两边路面、人行道，春节
长假也不例外。”今年47岁的吕华说，
他已经在红雅线上工作了25年，每天
清扫的路段有 1.5 公里左右，25 年来
已累计清扫1.3万多公里。

红雅线是我市重要的旅游线路和
原料运输线路。“春节假期，养护职工
为了市民安全出行，放弃休息，采取道
路吸尘车进行清扫作业，洒水车进行
雾化降尘和道路冲洗作业。同时，养

护职工开展路查路巡工作，对游客问
路、车辆救援等及时进行帮助、处理，
为游客提供畅、绿、洁、美和安全的道
路通行环境。”金江公路养护管理段党
支部书记王昆华说。

平凡的坚守更有意义

当天11时许，记者来到西区格里
坪超限检测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胡云建正在
检测站值班。检查过往货运车辆、危
化品车辆、客运车辆成为他的常态化
工作，即便是春节也不例外。

车辆超载超限，不仅对公路运行
造成伤害，而且目前已成为我国公路
重大事故的“第一杀手”。“我从事交通
执法工作已经 15 年了。在这 15 年
中，超限车辆正逐渐减少，我市的路域
环境在逐渐改善，这让我们交通人的
坚守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胡云建说。

春运期间，和吕华、胡云建一样的
交通人不辞辛劳，努力为广大市民营
造安全的出行环境。

记者新春走基层

养护职工清理排水沟。

本报讯（记者 王南桢）取缔运营
人力三轮车、整治大河中学至第一农
贸市场交通秩序、加强中坝到啊喇旅
游环线建设……仁和区政协九届三次
会议召开以来，共收到委员提案和集
体提案98件，经审查立案79件，经承
办单位的共同努力，目前79件提案均
在规定时间内办复完毕。

仁和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以来，
区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
门委员会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

策，运用提案履行职能。79 件提案
中，关注城市、聚焦环境，打造宜人新
城的提案 41 件；关注民生、聚焦扶
贫，助推社会事业发展的提案 22 件；
关注发展、聚焦产业，加快经济转型
的提案 16 件。目前，已经解决或基
本解决的有 39 件，正在落实或需列
入规划逐步解决的有 28 件；作为意
见或建议供工作参考的有 19 件，已
全部转交相关部门供工作中加以采
纳和改进。

西区检察院

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千万元
本报讯（王敏 记者 周越）近

日，西区检察院在办理一件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中，通过支持起诉，
成功帮助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 1000
多万元，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最大限
度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经查，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攀枝花西区某工程项目建设负责人游
某在个人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承
建西区某工程，后因缺少资金，拖欠
200 余名农民工工资 1100 多万元。

西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督促其
家人先行支付一部分工资，取得农民
工的理解。在游某提出切实可行的支
付农民工工资的方案后，变更强制措
施，对游某取保候审，由游某好友担任
法定代表人的攀枝花某公司提供房屋
作抵押，分包工程的班组长先行垫付
游某所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出
具刑事谅解书。游某被依法判决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3万元。

仁和区

79件政协提案办理落实

□王志铭 本报记者 吴晓龙

“发生森林火灾后，一旦发现难
以 控 制 ，应 果 断 点 烧 电 板 周 围 杂
草。”盐边森林消防大队四中队指导
员王志铭在讲解应急方案时说。

“火势已经很大了，还要放火？”
电站工作人员对此很疑惑。

“没错，以火攻火，将火烧迹地作
为隔离带，阻止林火蔓延至重要保护
地段。”王志铭说。

……
这是盐边森林消防大队四中队

联合红格镇太阳坡光伏电站于近日
联合开展的森林消防应急综合演练
中的一幕。

红格镇太阳坡光伏电站作为盐
边县重要的电力保障之一，电板四周
杂草丛生，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后果
不堪设想。王志铭结合多年工作经
验进行了仔细讲解。其中，许多防灭
火知识是电站工作人员从未了解过
的，非常实用。

“左脚踩住踏板，右手利用寸劲迅
速将灭火机拉燃……”灭火经验丰富
的战斗班班长舒梦飞将灭火机、点火
器等灭火装备从基本原理、操作使
用、基本维护一一进行了细致深入地
讲解，电站工作人员认真听、仔细看，
并且逐一上手操作。通过演练，大大
提高了电站工作人员应对森林火灾
的能力。

盐边森林消防大队

开展应急综合演练

预防流感

医院提供免费“大锅汤”
本报讯（杨吉 记者 晏洁）近

日，盐边县中医院在门诊楼前开展了
“预防流感·免费大锅汤”活动及渔门
“驻镇单位免费送药上门”活动。

活动中，该院名中医精心配制
并参与熬制的“大锅汤”深受欢迎，
周边居民及患者和患者家属很早就
在大锅前排起了长龙，汤药供不应
求，医院决定将活动延长。活动首
日共发放免费汤药 500 余份，惠及

居民和患者 400 余人、驻镇单位人
员 150 人。

近年来，冬季流感呈逐年上升趋
势，且症型复杂、症状较重。盐边县
中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卫生健康委有
关预防流感的号召，成立了以院长为
组长的宣传和预防控制流感工作领
导小组，并通过宣传活动等，增强盐
边县北部片区百姓对流感的认识和
预防能力。

攀钢：奔赴春天的“盛宴”
（上接1版）正月初一，攀长特轧钢厂扁
钢作业区作业长练仕均与平时一样早
早到岗。当天，他们要为中石化生产
一批耐蚀合金钢。这批合同共有230
吨，而2018年耐蚀合金钢全年的交货
量仅270吨。生产任务重，交货期紧，

2月18日将交付第三批货。面对耐蚀
合金钢复杂的轧制工艺，作业区干部
职工强化质量管控，全力提升产品质
量。可喜的是，经过相关工艺技术改
进，目前扁钢作业区生产的每一块钢
的质量和尺寸精度都得到了大幅提

升，不仅为用户节约了成本，品质也得
到了用户高度认可。2019年，攀长特
将发力高端市场。练仕均说，他们做
好了与公司共进退的思想准备，要把
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等工作做到
极致。

幸福团圆背后的付出
（上接1版）记者从市交警支队了解到，
春节期间，交警支队严格落实值班备
勤制度，每天有 300 余名交警坚守岗
位，积极开展便民服务活动，在辖区各
高速公路出入口、热点景区设立了13
个执勤便民服务点，为本地市民和外
地游客提供帮助。

环卫工陈建容：
用双手“擦亮”城市的脸

2月5日5：30，家住民安巷的环卫
工陈建容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为
一家人做好早饭后，简单的收拾收拾
便出门了。自从当上了一名环卫工
人，陈建容便习惯了这种早出晚归的
生活。

6：00，陈建容准时来到攀枝花公园
的清扫点，穿好工作服，拿出扫帚开始了
一天的清扫。6：40，她将负责管理的600
米路段全部清扫干净。7：10，陈建容将
沿线的 9 个垃圾桶内的垃圾全部清
理 走 ，再 用 抹 布 将 垃 圾 桶 擦 拭 干

净。7：50，对路面再次巡查，发现地
面上的烟头及一些不易清扫的垃圾，
就用手捡拾。9:00，来公园游玩的人
渐渐多起来了，地上的垃圾也多了，
陈建容手持扫帚不停地清扫地面上
的垃圾。

今年47岁的陈建容，在环卫工作
了 20 年。在她的记忆中，20 年来，她
从未休过节假日，相反节假日还更忙
碌。对于这样的忙碌，家人都很理解
她。陈建容说：“我只想用我的双手

‘擦亮’城市的脸，让大家干干净净过
年。”12：30，陈建容与同事交接完工作
回家了，家人在等着她。

春节期间，东区环境卫生管理局
在重点路段、人口密集场所增加了清
扫保洁人员及机械清扫次数，为市民
提供干净、舒适的环境。

公交车驾驶员段碧辉：
乘客平安就是最大的幸福

“在我眼里，乘客手里的年货，道

路两侧的灯笼，门店贴上崭新的福字
就是过年了。”2 月 5 日上午 9：40，段
碧辉驾驶着 63 路公交车，从仁和沙
沟 出 发 ，将 乘 客 送 往 攀 枝 花 火 车
站。“新年好，你们辛苦了。”乘客们
下车时都不忘向驾驶员段碧辉和售
票员唐艳送上新年的祝福。听着乘
客的问候，段碧辉和唐艳心里觉得
暖暖的。

“过年过节是我们最忙碌的时
候……”今年 45 岁的段碧辉从事公
交车驾驶员工作已有 20 年，一直保
持乘客零投诉记录，安全行驶近 70
万公里，是一名有着丰富驾驶经验
的“老司机”。每天出车前，她都要
对车辆进行检查，因为她知道，只有
车辆安全了，才能将乘客安全送到
目的地。

春节期间，市公交客运总公司每
天开行 51 条公交线路，投入驾驶员
899 人次、乘务员 295 人次，为市民出
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