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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李云良
记者 谢颖）记者从巴中市环
保局获悉，7月19日，在青海
省西宁市召开的 2018 年中
国生态环保绿色发展大会
上，巴中市从众多入围城市
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2018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城
市”称号。

近年来，巴中市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以绿色崛起为路径，建
立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机制，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
重点，强力推动中央和省环
保督察等突出问题整改，持
续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攻坚战，市域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2017 年成为全省唯
一新增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
市。2018年上半年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率 93.18%，同
比提高 3.41 个百分点；城市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保持100%；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和森林城市；全

面启动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市创建；南江县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创建已通
过专家核查验收；南江县、平
昌县、通江县成功创建省级
环保模范城市；8个乡镇通过
国家级生态乡镇命名或技术
评估；105个乡镇通过省级生
态乡镇命名或技术评估。

手拉手心连心
警银一家亲

中行达州分行赴武警达州
市支队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华西都市报讯（柏建国 记者 李
玉泉）盛夏达城，山河澄碧。“八一”
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密
切“警银关系”，7月25日，中行达州
分行一行赴武警达州市支队开展

“八一”建军节慰问活动。
该行一行向武警达州市支队送

去了矿泉水等慰问物资，并同支队
相关领导进行了座谈。会上，该行
行长向武警达州市支队全体官兵
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并感谢他
们的热情接待，他表示，武警达州
市支队始终坚持政治建军、依法建
军、从严建军，全面加强部队建设、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为推进达州各项事业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广大人民的
爱戴，该行将一如既往，竭尽全力
做好服务，保障官兵需要。

支队政委对该行此次慰问表示
了衷心的感谢，他表示，达州中行与
武警达州市支队有着长期的战略合
作关系，对该行积极拥军、保障到位
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真诚的谢意，
希望双方今后的合作能够一以贯
之，支队将全力支持该行业务发展。

此次慰问活动的顺利开展，进
一步加深了双方的联系，拉近了彼
此的距离，为下一步深化合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常言道：“金乡邻，银亲
眷，邻里好，赛珍宝”。近日，
达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成
功化解一起近10年的邻里纠
纷，为基本解决执行难再添
成绩。

2017 年 8 月 29 日，达川
区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叶某某
与被告向某某相邻关系纠
纷 一 案 ，原 告 诉 请 法 院 判
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排
除妨碍，拆除其拦阻原告通
行道路上的钢条；被告赔偿
原告工人误工费、水泥报废
损失和损毁公路的修复费共
计14916元。

达川区人民法院经过审
理认为，原告所修建的入户
通道建于八年前，修建时因
占用被告田地已对被告进行

了适当补偿，此后原告一直
利用该道路正常通行。现原
告为进一步方便通行，对道
路进行硬化。施工期间，被
告实施过阻拦行为，还在道
路中央及一侧钉入钢条并撬

松道路上的石块，客观上已
实施了侵权行为。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
决：被告向某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排
除妨碍，拆除其钉入原告叶

某某入户道路中央及一侧的
全部钢条；被告向某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原告叶某某2000元。

因判决生效后被告未履
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原告遂申请强制执行。

达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在受理案件后，立即与道让
乡党委、政府以及村支部衔
接，同时多次与申请执行人、
被执行人的家人以及亲属做
化解工作，在道让乡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本案顺利
执行结案，成功拆除了拦阻
原告通行道路上的钢条。

至此，本案长达近 10 年
的纠纷终于得到化解。

黄倩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曾业摄影报道

7 月 25 日，在达州市通川
区金山北路电力抢修作业现
场，刚刚到国网达州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实习的新进员
工郑朝，顶着明晃晃的大太阳
感觉两眼发晕：“虽然做好了心
理准备，但现场比想象辛苦得
多。”

连晴高温，让达州市开启
“烧烤”模式，室外温度基本在
40℃以上，达州市用电负荷屡
创新高。7 月 23 日，国网达州
供 电 公 司 电 网 最 大 负 荷 达
166.68 万 千 瓦 ，日 电 量 达
3277.4 万千瓦时，双双创下历
史最高纪录。7 月 24 日晚 10
时许，金山北路西外罗浮阳光
小区附近，一居民楼中配电箱
因“不堪重负”发生故障，导致

近200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
接到报修电话，达州供电

公司抢修员工立刻赶往现场，
经查勘，配电箱与低压电缆接

头均因负荷过重被烧坏，只能
进行更换。由于低压线路距离
高压线路太近，如果将高压线
路停电抢修将会影响较大范围

居民用电，且夜间带电作业危
险大，最后决定先进行故障隔
离，第二天一早抢修施工。

25 日一早，郑朝和另外两
名实习的新员工，跟着抢修队
伍到达现场。尽管才早上6点
过，气温已是 30℃以上。长衣
长袖、安全帽密不透风，三个20
出头的小伙子想挽起袖口，赶
紧被师傅制止：“作业现场必须
扣严袖口和衣摆，敞着袖口扫
来扫去十分危险，再说，这天气
分分钟把你晒成二维码，扣好
还能防晒！”

第一天上一线，郑朝和新员
工分配的是简单的填写抢修单、
拉电缆、运设备、递工具等工作，
但就是这样不上电杆，不用做电
缆接头，他们不到半小时就汗流
浃背，就像在水里过了一遍。

“工具上都可以烤肉了，我
只是递过去，你还要拿着干活
儿，是不是练过铁砂掌的？”在
配电箱旁协助工作的新员工肖
军对老师傅投去佩服的目光。

变压器和各种金具上的温
度远不止 40℃，稍不注意就会
烫伤皮肤。“现在知道让你扣严
袖口，戴好手套是正确选择了
吧！”老师傅不忘现场教学。

“ 这 些 电 力 师 傅 真 不 容
易！大热天要全副武装的干
活，我就这么站着不动都在流
汗！”看到带电抢修作业人员套

上绝缘服、绝缘手套，脚下换上
绝缘靴时，现场等候通电的居
民由衷赞叹。

抢修工作持续到中午 12
点。尽管只做了简单的配套
活，郑朝和两位新同事已被火
热的太阳烤得灼痛，汗水躺了
又躺。而在上面抢修的师傅则
汗水一直没有干过。

“其实我们也怕热，我们也
不是铁打的，也会中暑，但越热
的天，用电量越大，停了电谁心
里都窝火，但为了不让群众焦
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党员
服务队队长何涌对第一次迎接

“高烤”的新员工嘱咐着。
据介绍，7 月份以来，因持

续不断的高温带来用电考验，
仅共产党员服务队就接到报修
任务 700 余次，派出抢修车辆
1000余台次，为确保居民们放
心用电，队员每天抢修到凌晨
两三点才结束是常态。

赖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李兴罡

巴中荣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样板城市”称号

邻里纠纷积怨深
达川区法院执行干警化矛盾

地面温度超过40℃新员工迎“高烤”
“第一天实习就遇到大抢修，地面温度超过40℃的体验，直接来了个下马威。”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何涌和同事在烈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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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电箱抢修。

达川区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走村入户化解邻里纠纷。


