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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个熏制点
覆盖市辖三区

年关将至，南充中心城区
熏制腊肉等腌腊制品的现象
逐步凸显出来。记者从南充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了解
到，为保障主城区居民就近熏
腊肉，最大限度减少熏制行为
对环境的影响，城管部门以街
道为单位，对辖区内的熏制点
进行初筛，然后报经各区城管
局，由爱卫部门安排人员现场
考察，实行差额淘汰，最终制
定了充市辖城区的集中熏肉
点规划方案出炉，在市辖三区
主要街道设置了 54 个集中熏

制点。
据了解，顺庆主城区设置

了32个集中熏制点，其中西城
街道 2 个，中城街道 2 个，北城
街道 3 个，东南街道 3 个，新建
街道3个，和平路街道3个，华凤
街道3个，舞凤街道5个，西山
街道3个，潆溪街道3个，荆溪
街道2个；高坪区在安汉路、琴
台路等街道附近设置了6个集
中熏制点；嘉陵区则在火花街道
和南湖街道辖区内共设置了13
个腊肉集中熏制点。在集中熏
制点，三区会以街道办为单位，
请专业人员帮助市民熏制，减少
熏制过程中的安全隐患。

违规熏制腊肉行为
将加大处罚力度

“我们选择的腊肉集中熏
制点都远离主城区，地点尽量
不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选址
原则是远离居民区的空旷地
带，同时在交通上又要比较方
便。”据南充市城管执法局执法
科科长孟晓林介绍，熏制点都
设置了标牌和指示牌，方便市
民寻找。

“熏制香肠腊肉虽是传统
习俗，但熏制过程会对大气造
成污染。”孟晓林呼吁，市民若
要熏制腊货，应到就近的腊肉
熏制点作业，任何人不得在未

经批准的街头、小区或空坝上
熏腊肉。一旦发现，在劝说无
效的情况下，将对熏制的腊肉
暂扣，并按相关法律对当事人
作出相应处罚。

“设置集中熏制点并全部
启用后，城管执法人员在巡查
中发现有未在指定地点熏制腊
肉、香肠的行为，将予以劝导、
制止，对拒不整改者，将予以相
应的处罚。”孟晓林表示，今年
加大了对市民违规熏制腊肉行
为的处罚力度，对拒不整改者，
将处以罚款500元。而对于在
小区内熏制的现象，也欢迎市
民们拨打12319进行投诉。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谢杰

华西城市读本讯（柯林 记
者 刘彦谷）在全省公安交警系
统打响的“奋战 60 天，冲刺预
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年底收
官工作”攻坚战中，广元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从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的人、车、路三要素入手，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截止 12 月
15日，全市攻坚战打响45天共
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0550
余起，其中超速 7841 起、超员
15起、超载47起、酒驾213起、
醉驾30起、毒驾2起，警告批评
教育52410余起。

为确保攻坚战取得实效，

该支队协同交通、安监等相关
部门出台严重违法驾驶人管理
考核办法，将管理台账、数据指
标、落实情况等多个项目列入
考核内容，将通报情况纳入年
终考核。以考核促监督，使全
市严重违法驾驶人管理工作步
入正轨。

同时还对辖区万余名酒驾
毒驾、年度记满 12 分、年内有
10 次以上道路交通违法记录、
发生事故负主要以上责任等高
危驾驶人进行分类管理；启用

“社会联动”管理模式，加强严
重违法驾驶人安全列管工作，
在纳入政府相关部门和派出所

重点管理的同时，抄告其所在
企业、单位、社区，强化日常监
管。对非法拼装、达到国家报
废标准的车辆注销牌证，该报
废的坚决报废，该解体的坚决
解体。期间，共注销老旧重点
车辆 436 辆。同时，会同相关
部门共排查出辖区安全隐患路
段 115 处，实行市县区政府挂
牌督办，对整改进展情况定期
通报。定期组织异地交叉执
法、警种联合执法、全市集中统
一行动，对超员、超载、超速、疲
劳驾驶、酒驾、毒驾、涉牌涉证
等严重违法行为零容忍、上限
处罚。

华西城市读本讯（唐福
升 张明广 记者 刘彦谷）12月
14 日，记者从广元市旺苍县
农业部门了解到，2016年，该
县围绕“巩固提升绿茶产业、
突破发展黄茶产业”的工作思
路，进一步做优产业基地、做
强带动主体、做靓茶叶品牌。
大手笔、高标准规划，把龙凤、
九龙、木门、化龙、农建五个乡
镇成片连线，打造成以茶叶为
主导产业的国家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

据介绍，化龙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位于旺苍县城东南的
木门镇和化龙乡，距县城约
48km，园区包括化龙乡亭子、
石川、长乐、油树村和木门镇
元坝、茶园村，总幅员面积
49583亩。其中，茶叶标准化
建设面积 10000 亩（新建绿
茶园 2550 亩，黄茶园 1200
亩，改造茶园 6250 亩）；发展

核桃3100亩、食用菌200亩、
莲藕 100 亩。园区已完成土
地整理 12000 亩，新建村社
道 路 8.4km、硬 化 道 路
14.2km、新 建 耕 作 便 道
23.5km、入户便道8km；整治
山坪塘 31 口、新建蓄水池 36
口、新建渠系16.8km、新建饮
水工程2处；民居风貌改造50
户，农村“1+6”村级活动阵地
建设1处。同时，建设园区特
色文化和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项目总投资 15305.4 万
元，整合国家项目资金 8200
万元。其中，产业建设投入
7813 万元，整合国家项目资
金4200万元。

目前，占地 3750 亩的茶
叶标准化园建设完成了土地
整型，道路、水利工程、茶叶栽
植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预
计12月底茶叶标准化园建设
全面完工。

华西城市读本讯（杨华 记
者 李玉泉）为进一步响应《达川
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行学校联
盟，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
精神，充分利用联盟平台实现“加
强交流、资源共享、共同提高”的

目的，12月14日，达川中学联盟
六所学校数学教师代表汇聚景
市初中开展教研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由景市初中吴川
老师献上展示课《二次函数的三
种表达方式》，达川中学刘彦老

师献上展示课《三角形内角和定
理》。两位老师的课堂语言表达
清晰生动，多媒体制作和使用熟
练，教学重难点突破巧妙，处置
课堂突发状态机智，受到了学生
和20多名听课老师的好评。

华西城市读本讯（李恒
惠 记者刘彦谷）“以前照电灯
一闪一闪的，硬是找不出原
因，现在好了，家用电器都有
法用了。”家住广元市旺苍县
普济镇九江村二队贫困户肖
召雨看着室内布置一新的线
路时高兴地对入户排查的电
力员工说道。

精准扶贫电先行，广元供
电公司把全市 739 个贫困村
的电力设施改造纳入了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规划
中。目前，已累计完成346个
贫困村农网改造升级，换装智
能电表44.89万只，建立村村
缴费点 2247 个，全面提升贫
困地区农村电网供电能力。

据悉，日前，广元批复了
2016 年退出贫困村名单，全
市退出贫困村总数为 148 个
行政村、涉及2.1万户建卡贫

困户6.1万贫困人口。此外，
各县区自加压力增加任务数
中达到退出条件的贫困村34
个。

为了不让一户贫困户因
供电问题影响脱贫进度，早日
脱贫摘帽。广元供电公司对
2016年脱贫的182个行政村
开展脱贫生活用电考核工作，
要求各基层单位组织专业人
员入户调查，对各脱贫村对应
的每一个建卡贫困户的入户
电压、日常生活电器使用情况
进行测量和调查，逐户填写入
户核查表，并形成自查报告，
及时反馈数据。同时，对仍存
在“低电压”问题的台区，通过
延伸 10 千伏线路、变压器位
移、调整三相负荷等方式及时
进行整治，不让一户贫困户因
供电问题影响脱贫进度，确保
验收核查100%通过。

华西城市读本讯（史进军
记者 刘彦谷 摄影报道）12 月
13 日，广元市烈士陵园被广元
市人民政府、市国防教育委员
会办公室命名为“广元市国防
教育基地”。广元军分区政治
部主任陈黎明，市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安永平为基地揭牌。

在揭牌仪式上，陈黎明称，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
防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
亡的根本大计。

广元市烈士陵园国防教育
基地揭牌仪式，是市民政局积
极做好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工
作，坚持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国防教育活动，教育和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国防、支

持国防和建设国防的重大举
措。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

员瞻仰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并
参观了红色革命文化图片展。

揭牌仪式现场。

方便市民备年货
南充“绘制”54个腊肉熏制点地图

随着农历春节临近，又
到一年一度熏腊肉的时候，
不少南充市民因为寻找熏
制点犯难。12 月 14 日，华
西城市读本记者从南充市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了解
到，日前，南充市辖城区的集
中熏肉点规划方案已经出
炉。在南充市辖三区主要街
道设置了54个集中熏制点，并
以街道办为单位，请专业人员
帮助市民熏制，减少熏制过程
中的安全隐患。

广元市烈士陵园国防教育基地揭牌

预防事故年底攻坚
广元交警开启社会联动模式

达川中学联盟 景中交流 共求进步

广元完成346个贫困村
农网改造升级

旺苍打造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