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投 诉

2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接到乐山市夹江县居民来电，称
2月5日有渣土车将泥土倾倒在该县
吴场镇的场镇停车场，影响居民正常
停车。

当日傍晚，记者从吴场镇金柏林
社区证实，该泥土是社区安排运输至
停车场倾倒，因为该停车场的土地是
上级部门认定的耕地，需要进行复耕
整改，当前他们正在研究解决方案。

居民投诉：
场镇停车场被倾倒泥土影响使用

2月7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在吴场镇金柏林社区了解
到，该停车场是当地多个停车场之
一，位于集市附近，日常车流量大，使
用频繁。集市路口有显眼的停车场
标识，出入口有安全监控摄像头，整
个停车场能同时容纳数十辆车。在
停车场一侧，堆积着黄色的泥土，占
据了近十个停车位。

当地多位村民介绍，泥土是2月
5日运来倾倒的，“倒了几车后被我们
阻拦了，渣土车驾驶员说是社区喊他
们来倒的”。当地一位熊姓居民告诉
记者，阻拦后曾有相关负责人到场做
解释工作。

“他们解释说是‘借’停车场用一
下，填满泥土后拍个照，然后会把泥
土运走。”熊姓居民说，不知道该负责
人“借”停车场做什么用，会不会“借”
了之后就不还。“这个停车场是我们
居民的宅基地，是租借给政府修建停
车场的，不能改换用途。”

据现场视频显示，2月5日、6日
都有相关负责人来与村民沟通，发生
过争吵，甚至有推搡的行为。

多位居民告诉记者，停车场所在
位置自2018年修为停车场以后，一
直供居民停放车辆。

社区回应：
该地被认定为耕地，亟需整改

2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金柏林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曾参与居民沟
通工作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停车场被上级主管部门认定为耕
地，需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复耕整
改工作。

“金柏林社区有两处地方被要求
完成复耕整改，另外一处已经整改完
毕，就剩这个停车场了。”该负责人
说，停车场修建于2018年，2021年进
行了硬化，上级部门通过前后卫星相
片的对比，发现了这一变化，随即发
出了整改要求。

据该负责人介绍，他们并非要将
整个停车场全部整改，现在还在研究
方案，把泥土运过去，只是为整改做
准备。“吴场镇有3万余人，车辆较多，
存在一定程度车位紧张的情况。”该
负责人说，当前他们解决思路是想在
不影响耕地的前提下，将该停车场改
造为草坪停车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卓滨

被倾倒了泥土的停车场。

堆积的泥土占据了近十个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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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153 空气质量：中度污染

7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8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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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雨雪上线
四川的雨水还在“找感觉”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虽然这雨下

得矜持且短暂，但毕竟四川还是在2月7日迎
来了降水。

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7日夜间至9日，中
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这将是
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雨雪，将波及超过29个省
市区。

久未下雨的四川，可以借机“酣畅淋漓”一
把吗？目前来看，四川的雨水还没找到“感觉”。

2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获悉，虽然
未来3天，盆地以阴天为主，大部地方有小雨
或零星小雨，但从全国来看，四川属于降水较
弱的区域，且雨水主要出现在8日。

9日-10日，随着冷空气南下，江南雨势会
减弱，四川盆地降雨也会出现“间隙”，甚至阳
光将见缝插针。

不过，10日以后，阴雨天气将再度回归。
11日-17日，受多波动的西风气流影响，

四川盆地以阴天为主，多降水。其中，12
日-14日，受地面冷空气影响，日平均气温有
所下降，冷空气影响时，盆地北部到中部有
3-5级偏北风；川西高原阴天间多云有阵雪
（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雪。

攀西地区的雨水，可能要等到15日-17日
去了，在此之前，攀西地区天气持续晴好，天干
物燥，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持续较高。

2月7日，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广
场上，人们载歌载舞，欢声笑语，热闹
非凡；而另一侧的广场上，同样排着
长队，全省21家省直部门布展送科技
下乡。

这是2023年四川省文化科技卫
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服务活动启动
仪式暨首场送文化下乡演出活动的
现场。当天，四川省委宣传部、科学
技术厅、文化和旅游厅等联合举办该
活动的21家省直部门（单位），为甘孜
泸定的群众送上了民生大礼包。此
外，来自“文化列车·同心艺术团”的
上百名演职人员还为当地群众带来
一场文化盛宴。

16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场
群众一大早排队看表演

7日上午一大早，泸定居民李秀
珍便带着4岁的小孙子来到泸定桥广
场，等着看演出。“昨晚就看到了彩
排，所以今天就准备来看。”

上午10点半左右，演出正式开
始。歌舞、魔术、杂技、评书、川剧等
16个节目轮番登场、好戏不断；台下
观众掌声一片，叫好声连连。

据了解，这16个节目均由四川省
第二十五届“文化列车·同心艺术团”
的演职人员带来。该艺术团是由四川

省歌舞剧院、四川交响乐团、四川省曲
艺研究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四川省
川剧院、四川省曲艺家协会、成都市京
剧研究院、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达州市文化馆、自贡市杂技团
演艺有限责任公司等文艺院团和单位
的艺术骨干组成的优秀演出队伍，阵
容强大、门类齐全。演出节目既有全
国和全省文艺比赛获奖节目，又有深
受观众喜爱的经典节目。

“演得太好了，唱得也好，跳得也
好，好看得很！”李秀珍说。

省直部门（单位）送科技下乡
捐赠近367万元物资（项目）

这边文化演出好戏连台，另一侧
的科技下乡广场上也同样人气旺。省
教育厅、科技厅、生态环境厅、农业农
村厅、省林草局、省卫健委等21家省
直部门（单位）的展位依次铺开，科技
卫生等相关宣传资料准备就绪，前来
咨询的群众在各个展位前排起了长
队。

张月琼家里种了好几亩苹果，一
早她就来到省教育厅展位，拿取相关
技术资料。原来，省教育厅委托四川
民族学院在这里布展，为当地群众提
供牦牛养殖、苹果种植管理、家禽病
害防治等技术咨询，也带来了农村电

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相关知识。
张月琼一口气拿了很多资料。

“除了苹果管理，其他都可以了解一
下，机会难得。”

不仅是科技卫生知识，21个省直
部门（单位）还带来了蔬菜种子、新年
挂历、生活物品等小礼物送给当地群
众。除此之外，当天在活动现场，为
了助力泸定发展，21个省级部门（单
位）还向泸定县捐赠了价值366.89万
元的物资（项目）。

“三下乡”已持续近30年
今年走进雅安甘孜10个县（市、区）

四川“三下乡”活动已蓬勃开展
近30年，送下乡的项目从文化、科技、
卫生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教育、法律、
环保、农业技术等领域。“三下乡”活
动已发展成为四川文化工作的响亮
品牌和民心工程。

据了解，今年“三下乡”系列活动
会在雅安、甘孜10个县（市、区）举
行。除了2月7日在泸定及康定演出
外，2月8日至2月10日，艺术团还将
分为两个小队，分别前往甘孜、雅安
其他8个县（市、区）开展送文化下乡
巡回演出，切实推动活动常下乡、常
在乡、常惠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泸定桥边“三下乡”
21家省直部门（单位）联合送上民生大礼包

居民投诉：公共停车场被倾倒泥土影响停车
夹江县金柏林社区回应：停车场占用耕地，需完成复耕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